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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

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包括风力发电系统、功率分

配器、变压器、AC-DC控制器、超级电容器、DC-AC

控制器、蓄电池、电解槽、电解液储罐、燃料电池

及协调控制器，该系统能够有效的防止电解槽与

燃料电池的频繁开关，且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

安全性及稳定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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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风力发电系统(1)、功

率分配器(2)、变压器(17)、AC-DC控制器(3)、超级电容器(4)、DC-AC控制器(16)、蓄电池

(6)、电解槽(5)、电解液储罐(7)、燃料电池(14)及协调控制器(15)；

风力发电系统(1)的输出端与功率分配器(2)的输入端相连接，功率分配器(2)的两个

输出端分别与变压器(17)的输入端及AC-DC控制器(3)的输入端相连接，AC-DC控制器(3)的

输出端与超级电容器(4)的充电接口相连接，超级电容器(4)的放电接口与DC-AC控制器

(16)的输入端及蓄电池(6)的充电接口相连接，蓄电池(6)与电解槽(5)的电源接口相连接，

电解液储罐(7)的出口与电解槽(5)的电解液入口相连通，电解槽(5)的阴极产物出口依次

经氢气缓冲罐(9)、氢气压缩机(11)及储氢罐(12)与燃料电池(14)的氢气入口相连通，燃料

电池(14)的输出端与DC-AC控制器(16)的输入端相连接，DC-AC控制器(16)的输出端与变压

器(17)的输入端相连接，变压器(17)的输出端与电网相连接；

协调控制器(15)与燃料电池(14)、超级电容器(4)、风力发电系统(1)及功率分配器(2)

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氧

气缓冲罐(8)、氧气压缩机(10)及储氧罐(13)，其中，电解槽(5)的阳极产物出口依次经氧气

缓冲罐(8)及氧气压缩机(10)与储氧罐(13)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电解液储

罐(7)与电解槽(5)的电解液入口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氢气缓冲

罐(9)及氧气缓冲罐(8)均设置有用于除去碱液及水的过滤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工作

时，当风力发电系统(1)的发电功率大于电网需求时，协调控制器(15)控制功率分配器(2)

将风力发电系统(1)产生的多余电量经AC-DC控制器(3)存储于超级电容器(4)中，当超级电

容器(4)充满电后，则对蓄电池(6)进行充电，当蓄电池(6)充满电后，协调控制器(15)控制

电解槽(5)工作，电解槽(5)电解电解液制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当风力发

电系统(1)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电网需求，协调控制器(15)率先控制超级电容器(4)经过

DC-AC控制器(16)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向电网供电；当超级电容器(4)的电量供

电不足时，协调控制器(15)控制燃料电池(14)启动，通过燃料电池(14)对电网进行放电；同

时，电解槽(5)正常工作，利用蓄电池(6)提供的电能电解水制氢，当蓄电池(6)的剩余电量

小于预设最低电量时，协调控制器(15)关闭电解槽(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氧气压缩

机(10)入口处氧气的纯度大于等于99.9％；氢气压缩机(11)入口处氢气的纯度大于等于

99.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

槽的温度范围是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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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制氢和风电调峰调频领域，涉及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

调频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积极推进，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结

构中的比重，希望可以缓解我国能源需求增长过快的压力和改善生态环境。风能作为一种

可再生能源，因其储量丰富、清洁环保、便于规模化开发等优点受到广泛关注。根据2011年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发布了《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提出风电已经开始并

将继续成为实现低碳能源战略的主力能源技术之一。路线图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2030

年和205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2亿千瓦、4亿千瓦和10亿千瓦，到2050年满足17％的

电力需求。但是，风力发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1)风力发电的不确定性高，风电输出

功率和频率的波动随着风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受季节、环境、位置等影响较大，其输出电

能质量较差、可靠性低，大规模风电并网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2)由于风力发电

的不稳定性，电网对风力发电的消纳有限，造成弃风弃电严重，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目前，

解决风电消纳问题已成为风电场能否盈利及风电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除更为准确的减

小风电功率预测误差、减少被考核之外；减小风电功率波动，降低由于风电不确定性对电网

安全稳定造成的影响，以及减少风电弃风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成为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

点。

[0003] 电解制氢属高能耗产业，用电成本是电解制氢的主要瓶颈，大规模、低成本的可再

生能源制氢技术必将推动氢能发展。而把电解水制氢与调整并网风电品质的技术路线相结

合，利用闲置的风能支撑电解水制氢消耗的电能，不仅可能提升风电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为控制发电品质和电网调峰等要求而采用的刹车制动或其它系统调整动作，降低发电

控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成本，而且生产出附加产品氢气，实现了风能资源的综合利用。利用

清洁的风力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从而将风电高效的进行利用，这种方式为风电企业解决

弃风和限电问题以及低成本制氢找到了一种崭新的途径。

[0004] 但是，由于风电功率输出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在电解制氢系统中，电源

直接接入电解槽时，会对产氢量及电解槽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现有技术对电解槽的控制

策略比较简单，一般采用电解槽的额定功率进行控制，但是这种功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对

电解槽的启停十分频繁，严重损害电解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造成电解制氢的成本增加。因

此，如何提高用于水电解制氢的电解槽对风机系统波动电源的适应性，提高能量转化效率，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了一种高效率高安全风电

制氢调峰调频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的防止电解槽与燃料电池的频繁开关，且系统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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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速度、安全性及稳定性较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包括风

力发电系统、功率分配器、变压器、AC-DC控制器、超级电容器、DC-AC控制器、蓄电池、电解

槽、电解液储罐、燃料电池及协调控制器；

[0007] 风力发电系统的输出端与功率分配器的输入端相连接，功率分配器的两个输出端

分别与变压器的输入端及AC-DC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接，AC-DC控制器的输出端与超级电容

器的充电接口相连接，超级电容器的放电接口与DC-AC控制器的输入端及蓄电池的充电接

口相连接，蓄电池与电解槽的电源接口相连接，电解液储罐的出口与电解槽的电解液入口

相连通，电解槽的阴极产物出口依次经氢气缓冲罐、氢气压缩机及储氢罐与燃料电池的氢

气入口相连通，燃料电池的输出端与DC-AC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接，DC-AC控制器的输出端

与变压器的输入端相连接，变压器的输出端与电网相连接；

[0008] 协调控制器与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风力发电系统、电解槽及功率分配器相连

接。

[0009] 还包括氧气缓冲罐、氧气压缩机及储氧罐，其中，电解槽的阳极产物出口依次经氧

气缓冲罐及氧气压缩机与储氧罐相连通。

[0010] 电解液储罐与电解槽的电解液入口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0011] 电解槽中的电解液为浓度为30％的KOH溶液，电解槽中阴极的材料为Pt、Ru、Rh、

Ir、Ni、Co、Fe、Zn及Ti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的合金，电解槽中阳极的材料为镍基金属或合金氧

化物。

[0012] 氢气缓冲罐及氧气缓冲罐均设置有用于除去碱液及水的过滤装置。

[0013] 在工作时，当风力发电系统的发电功率大于电网需求时，协调控制器控制功率分

配器将风力发电系统产生的多余电量经AC-DC控制器存储于超级电容器中，当超级电容器

充满电后，则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当蓄电池充满电后，协调控制器控制电解槽工作，电解槽

电解电解液制氢。

[0014] 当风力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电网需求，协调控制器率先控制超级电容器

经过DC-AC控制器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向电网供电；当超级电容器的电量供电不

足时，协调控制器控制燃料电池启动，通过燃料电池对电网进行放电；同时，电解槽正常工

作，利用蓄电池提供的电能电解水制氢，当蓄电池的剩余电量小于预设最低电量时，协调控

制器关闭电解槽。

[0015] 氧气压缩机入口处氧气的纯度大于等于99.9％；

[0016] 氢气压缩机入口处氢气的纯度大于等于99.9％。

[0017] 电解槽的温度范围是0-40℃。

[0018]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在具体操作时，通过超级

电容、蓄电池、电解槽及燃料电池相结合，以消纳风力发电系统的弃风功率及调频，提高风

力发电系统的发电效率，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在具体操作时，当风力发电系统的

发电功率大于电网需求时，协调控制器控制功率分配器将风力发电系统产生的多余电量存

储于超级电容器中，当超级电容器充满电后，再对蓄电池供电，蓄电池对电解槽供电电解制

氢；当风力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电网需求时，则首先通过超级电容器对电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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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当超级电容器电量不足时，再启动燃料电池工作，此时蓄电池继续维持对电解槽供电

制氢，直至蓄电池电量低至一定量后，关闭电解槽；对电解槽加装储能电池，保证储能电池

电量处于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装置由于风电功率波动导致的频繁地开关，能

够有效的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当风力发电系统的

输出功率波动时，本实用新型先通过超级电容器充电或放电，利用超级电容器储能内阻小、

循环寿命长、功率密度高及响应速度快的特点，有效的平抑风电的波动性，减少风电波动对

电网及电解槽的直接冲击，同时通过超级电容器弥补燃料电池动态响应速度慢的问题，以

提升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为风力发电系统、2为功率分配器、3为AC-DC控制器、4为超级电容器、5为电

解槽、6为蓄电池、7为电解液储罐、8为氧气缓冲罐、9为氢气缓冲罐、10为氧气压缩机、11为

氢气压缩机、12为储氢罐、13为储氧罐、14为燃料电池、15为协调控制器、16为DC-AC控制器、

17为变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的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

当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参考图1，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高效率高安全风电制氢调峰调频系统包括风力发电

系统1、功率分配器2、变压器17、AC-DC控制器3、超级电容器4、DC-AC控制器16、蓄电池6、电

解槽5、电解液储罐7、燃料电池14及协调控制器15；风力发电系统1的输出端与功率分配器2

的输入端相连接，功率分配器2的两个输出端分别与变压器17的输入端及AC-DC控制器3的

输入端相连接，AC-DC控制器3的输出端与超级电容器4的充电接口相连接，超级电容器4的

放电接口与DC-AC控制器16的输入端及蓄电池6的充电接口相连接，蓄电池6与电解槽5的电

源接口相连接，电解液储罐7的出口与电解槽5的电解液入口相连通，电解槽5的阴极产物出

口依次经氢气缓冲罐9、氢气压缩机11及储氢罐12与燃料电池14的氢气入口相连通，燃料电

池14的输出端与DC-AC控制器16的输入端相连接，DC-AC控制器16的输出端与变压器17的输

入端相连接，变压器17的输出端与电网相连接；协调控制器15与燃料电池14、超级电容器4、

风力发电系统1、电解槽5及功率分配器2相连接，其中，电解液储罐7与电解槽5的电解液入

口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0024]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氧气缓冲罐8、氧气压缩机10及储氧罐13，其中，电解槽5的阳极

产物出口依次经氧气缓冲罐8及氧气压缩机10与储氧罐13相连通，氧气压缩机10入口处氧

气的纯度大于等于99.9％。

[0025] 本实用新型氢气压缩机11入口处氢气的纯度大于等于99.9％，且氢气缓冲罐9及

氧气缓冲罐8均设置有用于除去碱液及水的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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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电解槽5中的电解液为浓度为30％的KOH溶液，电解槽5中阴极的材料为Pt、Ru、Rh、

Ir、Ni、Co、Fe、Zn及Ti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的合金，电解槽5中阳极的材料为镍基金属或合金

氧化物，且电解槽5的温度范围为0℃-40℃，电解槽5中发生的电解反应为：

[0027] 阳极反应方程式：4OH－→O2↑+2H2O+4e－

[0028] 阴极反应方程式：2H2O+2e－→H2↑+2OH－

[0029] 总反应方程式：2H2O→2H2↑+O2↑

[0030] 在工作时，当风力发电系统1的发电功率大于电网需求时，协调控制器15控制功率

分配器2将风力发电系统1产生的多余电量经AC-DC控制器3存储于超级电容器4中，当超级

电容器4充满电后，则对蓄电池6进行充电，当蓄电池6充满电后，协调控制器15控制电解槽5

工作，电解槽5电解电解液制氢。

[0031] 当风力发电系统1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电网需求，协调控制器15率先控制超级电

容器4经过DC-AC控制器16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向电网供电；当超级电容器4的电量供电

不足时，协调控制器15控制燃料电池14启动，通过燃料电池14对电网进行放电；同时，电解

槽5正常工作，利用蓄电池6提供的电能电解水制氢，当蓄电池6的剩余电量小于30％时，协

调控制器15关闭电解槽5，待风力发电系统1的输出功率大于电网需求时，再重复以上对超

级电容器4及蓄电池6充电的过程。

[0032] 燃料电池14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0033] 阳极反应方程式：2H2－4e－→4H+

[0034] 阴极反应方程式：O2+4e－+2H2O→4OH－

[0035] 总反应方程式：2H2+O2→2H2O

[0036]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技术内容，可通过其它的方式

实现。其中，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可以为一种

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

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

[0037] 另外，在本实用新型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也

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中。上述集成

的单元既可以采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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