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15880.9

(22)申请日 2019.10.24

(71)申请人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 314500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

济开发区庆丰南路999号206室

(72)发明人 何斌　肖岩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千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46

代理人 裴金华

(51)Int.Cl.

H02J 7/34(2006.01)

H02J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混合储能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

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包括蓄电池、超级电

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第二双向DC/DC变换

器，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对蓄电池进

行充放电控制，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

对超级电容进行充放电控制，所述能量管理策略

包括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及第二

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本发明一种混合

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一方面在控制蓄电池实

现充放电的同时，对蓄电池进行过冲和过放保

护，提高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在保证控

制超级电容的同时，对超级电容进行耐压保护，

从而提升了整个混合储能系统系统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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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储能系统包括蓄电池、超级

电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对蓄

电池进行充放电控制，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对超级电容进行充放电控制，所述能

量管理策略包括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及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如下：

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获取分配到蓄电池的功率Px、蓄电池的电压值Ux、蓄电池的电流值Ix；将蓄电池的功率

Px、蓄电池的电压值Ux进行比值计算得到电流参考值I1，将电流参考值I1与蓄电池的电流

值Ix进行差值计算并将差额输入第一PI控制器得到电压控制信号，所述电压控制信号通过

第一PWM单元形成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

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获取分配到超级电容的功率Pc、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超级

电容的电流值Ic；将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进行差值并将差额输入

第二PI控制器；将超级电容的功率P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进行比值计算得到电流参考值

I2，电流参考值I2与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进行差值计算并将差额输入第三PI控制器，所述

第二PI控制器和第三PI控制器叠加得到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的电压控制信号，所述电压外

环和电流内环的电压控制信号通过第二PWM单元形成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第二充放电

控制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双向

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蓄电池的荷电状态保护模块，所述蓄电池的荷电状态保护

模块用于根据蓄电池的荷电状态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

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

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

方式如下：

获取蓄电池的实时荷电状态SOC、最小荷电状态SOCmin、最大荷电状态SOCmax，并判断：

(1)当SOC<SOCmin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当SOCmin<SOC<SOCmax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3)当SOCmax<SOC时，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双向

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超级电容的耐压保护模块，所述超级电容的耐压保护模块

用于根据超级电容的端电压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

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和第二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

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

方式如下：

获取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最小端电压Uscmin、最大端电压Uscmax，并判断：

(1)当Usc<Uscmin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当Uscmin<Usc<Uscmax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3)当Uscmax<Usc时，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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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第一限幅模块，所述第一限幅模块用于根据蓄电池的电流

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第五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电

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输

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将电流参考值I1和蓄电池的电流值Ix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通过非门单元配合输

出：

（1）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双向

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第二限幅模块，所述第二限幅模块用于根据超级电容的电

流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第六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

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

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将电流参考值I2和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通过非门单元配合

输出：

（1）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电感L1、开关管S1、开关管S2，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电感

L2、开关管S3、开关管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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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合储能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

背景技术

[0002] 混合储能的能量管理策略一直是储能系统中的重点和难点，储能元件一般由能量

型元件如蓄电池组和功率型元件如超级电容组组成，储能元件实现高效地充放电，并且提

高储能元件的使用寿命，一直是混合储能研究中亟待结局的难题。相关技术文献，如公开号

为CN109193891A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延长PMSG电池寿命的改进混合储能系统功率分配

方法，所述方法包括：计算混合储能系统的存储功率；根据计算出的混合储能系统的存储功

率，在电池和电容器之间进行分配，将直流母线额定电压设置为电容器的最优控制电压；根

据直流母线电压高于额定值还是低于额定值，确定混合储能系统处于充电还是放电状态；

不需要通过任何优化算法来确定功率分配值，减少了响应时间。并考虑了混合储能系统中

电容器的最优控制电压（OSCV），优先使混合储能系统达到电容器的最优控制电压。上述技

术方案对储能元件的过冲和过放保护还不够完善，同时没有考虑储能元件的耐压保护。

[0003]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故需对其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所述混合储能系统包括蓄电池、超级电容、第一双向

DC/DC变换器、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

控制，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用于对超级电容进行充放电控制，所述能量管理策略包括

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及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如下：

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获取分配到蓄电池的功率Px、蓄电池的电压值Ux、蓄电池的电流值Ix；将蓄电池的功率

Px、蓄电池的电压值Ux进行比值计算得到电流参考值I1，将电流参考值I1与蓄电池的电流

值Ix进行差值计算并将差额输入第一PI控制器得到电压控制信号，所述电压控制信号通过

第一PWM单元形成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

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获取分配到超级电容的功率Pc、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超级

电容的电流值Ic；将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进行差值并将差额输入

第二PI控制器；将超级电容的功率P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进行比值计算得到电流参考值

I2，电流参考值I2与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进行差值计算并将差额输入第三PI控制器，所述

第二PI控制器和第三PI控制器叠加得到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的电压控制信号，所述电压外

环和电流内环的电压控制信号通过第二PWM单元形成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第二充放电

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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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蓄电池的荷电状态

保护模块，所述蓄电池的荷电状态保护模块用于根据蓄电池的荷电状态对第一双向DC/DC

变换器发出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

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

放电，所述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获取蓄电池的实时荷电状态SOC、最小荷电状态SOCmin、最大荷电状态SOCmax，并判断：

(1)当SOC<SOCmin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当SOCmin<SOC<SOCmax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3)当SOCmax<SOC时，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超级电容的耐压保

护模块，所述超级电容的耐压保护模块用于根据超级电容的端电压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

变换器发出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所述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和第二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

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

放电，所述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获取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最小端电压Uscmin、最大端电压Uscmax，并判断：

(1)当Usc<Uscmin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当Uscmin<Usc<Uscmax时，输出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3)当Uscmax<Usc时，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第一限幅模块，所述

第一限幅模块用于根据蓄电池的电流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五充放电控制信

号，所述第五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

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第

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将电流参考值I1和蓄电池的电流值Ix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通过非门单元配合输

出：

（1）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还包括第二限幅模块，所述

第二限幅模块用于根据超级电容的电流状态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发出第六充放电控制

信号，所述第六控制信号和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

信号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所述

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产生方式如下：

将电流参考值I2和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通过非门单元配合

输出：

（1）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电感L1、开关管S1、开关管S2，所述

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电感L2、开关管S3、开关管S4。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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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控制蓄电池实现充放电的同时，对蓄电池进行过冲和过放保护，提高蓄电池的使用

寿命；另一方面，在保证控制超级电容的同时，对超级电容进行耐压保护，从而提升了整个

混合储能系统系统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实施例一的混合储能系统结构示意

图；

图2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实施例一的蓄电池充放电控制策略图示

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实施例一的超级电容充放电控制策略图

示意图;

其中：A.蓄电池；B.超级电容；C.荷电状态保护模块；D.耐压保护模块;AND.与门单元；

NOT.非门单元；PI.PI控制器；DC/DC.双向DC/DC变换器；PWM.PWM单元；S1、S2、S3、S4.开关

管；L1、L2.电感；Px.蓄电池的功率；Ux.蓄电池的电压值；Ix.蓄电池的电流值；I1、I2.电流

参考值；Pc.超级电容的功率;Uc.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s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Ic.超级电

容的电流值;U总.混合储能系统总输出电压；Q1、Q3.充电信号输入；Q2、Q4.放电信号输入。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将对照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显而易

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并获得其他的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一：

如图1-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对混合储能系统中充电和放

电管理进行设计，包括混合储能系统，储能元件以能量型元件蓄电池A和功率型元件超级电

容B为主,二者连接输出混合储能系统总输出电压U总。其中电感L1、开关管S1、开关管S2组

成双向DC/DC1变换器与蓄电池A连接，对蓄电池A进行充放电控制；电感L2、开关管S3、开关

管S4组成双向DC/DC2变换器与超级电容B连接，对超级电容B进行充放电控制，能量管理策

略包括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及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0015] 具体的，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比值计算单元、差值计算单元、第一PI控制器、

PWM单元、比较器、与门单元NOT、两个与门单元AND、荷电状态保护模块C；通过第一充放电控

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通过分别合

并输入与门单元AND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

其中，第一控制信号产生方式为：

分配到的蓄电池功率Px与蓄电池自身的电压值Ux的比值通过第一PI控制器，形成了电

流参考值I1，然后电流参考值I1与流过蓄电池的电流Ix通过做差得到的差额继续通过第一

PI控制器形成了电压控制信号,最后通过PWM单元，形成影响双向DC/DC1的导通和关断的信

号，即放电信号或充电信号；

第三控制信号产生方式为：

蓄电池A的荷电状态SOC对其使用寿命影响巨大，经常性的过冲和过放会导致蓄电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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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寿命严重缩短。因此，本文对SOC设置了阈值将过冲和过放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最终

形成了三种工作模式：

(1)当SOC<SOCmin时，储能元件处于过放状态，继续放电将对蓄电池A寿命造成严重的

影响，此时充电段输出为1、放电段输出为0，最终形成了充电信号，蓄电池只允许充电，不允

许放电。

[0016] (2)当SOCmin<SOC<SOCmax时，储能元件的SOC处于正常状态，此时充电段输出为1、

放电段输出为1，蓄电池A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既可以充电，又可以放电。

[0017] (3)当SOCmax<SOC时，储能元件处于过冲状态，充电段输出为0、放电段输出为1，最

终形成了放电信号，蓄电池只允许放电，不允许充电。

[0018] 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的产生方式为：

当充放电电流过大时，冲激性的电流会对开关管造成损坏，最终影响控制性能，需要对

PI控制器加装限幅模块，通过比价器与与门单元NOT配合，将电流参考值I1和蓄电池的电流

值Ix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一分为二，一个直接作为充电信号，一个通过与门单元NOT

反正作为放电信号，则：

（1）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蓄电池的电流值Ix>电流参考值I1，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19] 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充电信号

共同输入一个与门单元AND，输出结果输入充电信号输入Q1中，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器进

行充电控制；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放电信

号共同输入另一个与门单元AND，输出结果输入放电信号输入Q2中，对第一双向DC/DC变换

器进行放电控制。优选的，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可以择一使用或全部

省略。

[0020] 具体的，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包括比值计算单元、差值计算单元、第二PI控制器、

第二PI控制器、PWM单元、比较器、与门单元NOT、两个与门单元AND、耐压保护模块D；通过第

二充放电控制信号、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充电信号和放电信号

通过分别合并输入与门单元AND得到输出信号控制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的充放电

其中，第二控制信号产生方式为：

先将超级电容的设置电压Uc、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进行差值并将差额输入第二PI控

制器，将分配到超级电容的功率Pc除以超级电容的端电压Usc，形成了电流参考值I2，然后

电流参考值I2与超级电容自身电流Ic通过做差得到的差额继续通过第三PI控制器形成了

电压控制信号，采用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的控制方式，最终通过PWM单元，最终影响双向DC/

DC2的导通和关断，即放电信号或充电信号；

第四控制信号产生方式为：

超级电容B的充放电控制方式与上文蓄电池A相似，超级电容器虽然容量远远高于普通

电容器，但是在耐压能力上却比普通电容器低。超级电容端电压Usc如果过高，会导致电容

被击穿，甚至发生爆炸。过低则影响超级电容的性能，因此对超级电容端Usc设置合理的阈

值也是很有必要的：

(1)当Usc<Uscmin时，端电压Usc过低，此时充电段输出为1、放电段输出为0，最终形成

充电信号，超级电容只允许充电，不允许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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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当Uscmin<Usc<Uscmax时，超级电容处于正常工作模式，此时充电段输出为1、

放电段输出为1，既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

[0022] (3)当Uscmax<Usc时，端电压Usc过高，充电段输出为0、放电段输出为1，最终形成

放电信号，超级电容只允许放电，不允许充电。

[0023] 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的产生方式为：

同样地，需要对PI控制器加装限幅模块，通过比价器与与门单元NOT配合，将电流参考

值I2和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输入比较器，得到比较结果一分为二，一个直接作为充电信号，

一个通过与门单元NOT反正作为放电信号，则：

（1）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允许充电信号，不允许放电信号；

（2）若超级电容的电流值Ic>电流参考值I2，输出不允许充电信号，允许放电信号。

[0024] 第二充放电控制信号、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充电信号

共同输入一个与门单元AND，输出结果输入充电信号输入Q3中，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器进

行充电控制；第一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三充放电控制信号、第五充放电控制信号中的放电信

号共同输入另一个与门单元AND，输出结果输入放电信号输入Q4中，对第二双向DC/DC变换

器进行放电控制。优选的，第四充放电控制信号、第六充放电控制信号可以择一使用或全部

省略。

[0025] 本发明一种混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一方面在控制蓄电池实现充放电的同

时，对蓄电池进行过冲和过放保护，提高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在保证控制超级电

容的同时，对超级电容进行耐压保护，从而提升了整个混合储能系统系统的寿命。

[0026]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及原理进行了详细说明，对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依据本发明提供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上会有改变之处，而

这些改变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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