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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包括：

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

器、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制器，所述控

制器连接到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

池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和所述至少一

个分布式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机

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所述

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充放电的控制，以保障

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放电阈值

且不高于一个预设的充电阈值。本发明对具备电

池组的分布式发电系统进行了有效的发电调配

控制。本发明一方面可以保护电池避免过充过

放，另一方面还能提高分布式电能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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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其作为一个孤岛形式的分布式电力系统而提供给用户使用，

即用户需要在无法联络市政电网的情况下使用分布式电力来为各种电器进行供电，所述系

统包括：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器、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

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池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

电器和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机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

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所述控制器适于实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跟

踪算法，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配置成使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功率输出最大

化，以引导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电力的对所述电池组充电；

并且所述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充放电的控制，以使得所述电池组在向所述一个或

多个电器供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5～25％的放电阈值，以及使得

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在向所述电池组充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高于一个预

设的80～95％的充电阈值；所述电池组放电的控制进一步包括，所述控制器从所述至少一

个上下限传感器导出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

率来自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以对所述电池组再充电，则允许所述电池组

在放电时电量低于或者暂时低于所述放电阈值，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

够的功率需求来自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电器，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充电时电量高于或

者暂时高于所述充电阈值;

所述控制器根据该上下限功率指示符进行控制，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是具体的功率

数值，即计算在发生功率接近充放电上下限时，最近一段时间内还能产生的电力功率数值，

以及计算计划内的功率需求，进行二者的计算，以获得一段时间内将要消耗或者储存的电

力；

其中所述上下限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于采集当天剩

余日照时长信息，以得出在第二天日照之前一段时间内所需求的电力以及当日剩余日照时

长内一段时间所能产生的太阳能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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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分布式电力领域，其尤其指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分布式电力应用越来越广泛，如分布式发电系统开始逐渐走入家庭，成为偏远地

区的一种重要功能方式。分布式发电系统作为分布式电力系统时，一般都是包括分布式发

电机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蓄电池组和用电负载等，而在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时，过充和

过放会伤害电池，这样对分布式电力系统的经济负担会明显增加，因为更换电池变得更加

频繁。

[0003] 因此需要对过充和过放的情况进行预防，比如设置一个阈值来进行停止充电放

电，这个阈值的设置实际上有时候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充电到阈值时，电器的使用计划使得

充电只会短暂的在阈值附近，这样不需要停止充电，因为短暂的轻微的超过阈值不会影响

电池的寿命，而停止充电会影响到电池的充电时间长度，而导致电器的供电无法得到保障。

例如需要整晚开放的空调装置，如果电池不能保障其供电，尤其分布式系统为孤岛系统时，

空调的用电就无法持续到第二天日照充足的时刻。导致用户体验的极度下降。

[0004] 类似的，放电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放电到阈值时，电器的用电计划、当天剩余

时间风力的持续发电时长以及日照的时长能够保障其只是短暂临时的在阈值附近，就可以

不停止放电，保证电器的持续使用。

[0005] 基于以上，申请人提出了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以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或者实现以上

技术设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包括太阳能或

风能或二者的组合)、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器、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制器，所述

控制器连接到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池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和所述

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机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

器供电，所述控制器适于实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

法，所述MPPT算法配置成使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功率输出最大化，以引导来自所

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电力的对所述电池组充电；并且所述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

充放电的控制，以使得所述电池组在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

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放电阈值，以及使得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在向所述电池组充电

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高于一个预设的充电阈值；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放电的控

制进一步包括，所述控制器从所述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导出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并且如

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来自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

以对所述电池组再充电，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放电时电量

[0007] 低于或者暂时低于所述放电阈值，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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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需求来自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电器，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充电时电量高于或者暂

时高于所述充电阈值。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上下限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于

采集当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

[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放电阈值为所述电池组总容量的20％。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充电阈值为所述电池组总容量的80～95％。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上下限传感器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当天剩

余时长的持续的风能发电时长以及用于采集当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以得出在第二天日照

之前所需求的电力以及当日剩余日照时长所能产生的太阳能电力，以生成所述上下限功率

指示符。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分布式发电系统为孤岛系统。

[001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在查阅以下详细描述之后，本实施例的其它系统、方法

和/或特征将变得显而易见。旨在所有此类附加的系统、方法、特征和优点都包括在本说明

书内、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并且受所附权利要求书的保护。在以下详细描述描述了所公

开的实施例的另外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根据以下将详细描述将是显而易见的。

[0014] 本发明一方面可以保护电池避免过充过放，另一方面还能提高分布式电能的利用

效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实施例一。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其作为一个孤岛形式的分布式电力系统而提

供给用户使用，即用户可能是远离市电或者说与市电不能联网的，包括：至少一个分布式发

电机、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器、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所

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池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和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

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机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所述控制

器适于实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所述MPPT算法

配置成使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功率输出最大化，以引导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

发电机的电力的对所述电池组充电。对于此，MPPT算法已经是光伏或者风能中司空见惯的

算法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该算法的控制实质情况了。

[0017] 并且所述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充放电的控制，以使得所述电池组在向所述一

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放电阈值，以及使得所述

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在向所述电池组充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高于一个预设的

充电阈值。这个充电阈值和放电阈值一般都设置的离极限阈值有一定的宽裕，这样避免了

其直接被过充过放导致电池的毁坏。具体的阈值设置可以参考电池提供方的技术手册，而

进行实际的调整。所述电池组放电的控制进一步包括，所述控制器从所述至少一个上下限

传感器导出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来自或

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以对所述电池组再充电，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放电时

电量低于或者暂时低于所述放电阈值，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

需求来自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电器，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充电时电量高于或者暂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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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充电阈值。此外，该上下限传感器为一智能传感器，其连接于网络而连接所述电器的

控制芯片以及气象提供服务器，这样通过网络而获取到电器的运行计划和运行状态，并且

获取到气象信息，这种传感器的结构本身比较常见，在此不再赘述。此外所述上下限功率指

示符的信息至少包括接下来功率的正负值，即至少包括接下来一个时间段电池的电量为增

加或者减少的状态，换句话说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用以指示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所述电

池为充电或放电状态。这样即可理解为虽然电池功率已经到达阈值，例如充电阈值，但是通

过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接下来功率为负或者短暂的为正而很快会转入负，即电池会进入

放电状态或者短暂的充电但很快会转为放电状态，这样就可以保持系统的工作状态不改

变，即可以不用停止电池的充电而使得分布式电能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0018] 其中所述上下限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于采集当

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例如：所述上下限传感器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通

过当地气象部门采集到当天的足以发电的风力持续时长和采集当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当

然这些信息可以方便的转换为能够发出的分布式电能的功率总量。例如设定一个风速的阈

值，然后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能够大于该风速的阈值的风力进行换算，例如在当天五点以

后，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有A级风力持续多少小时、B级风力持续多少分钟等等，这样

就可以方便的估算出风能功率大小(以第二天天亮为最后时限估算)。然后再根据当天日落

时间为六点估算可以产生的太阳能风能功率的大小。

[0019] 以得出在第二天日照之前所需求的电力以及当日剩余日照时长所能产生的太阳

能电力，以生成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

[0020] 实施例二。

[002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其使用单一的太阳能作为发电来源，其可

以作为一个孤岛形式的分布式电力系统而提供给用户使用，即用户可能需要在无法联络市

政电网的情况下使用分布式电力来为各种电器进行供电，所述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分布式

发电机、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器、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

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池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和所述至少一个分布

式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机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所述控

制器适于实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所述MPPT算

法配置成使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功率输出最大化，以引导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

式发电机的电力的对所述电池组充电。对于此，MPPT算法已经是光伏或者风能中司空见惯

的算法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该算法的控制实质情况了。

[0022] 并且所述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充放电的控制，以使得所述电池组在向所述一

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30％的放电阈值，以及使

得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在向所述电池组充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高于一个

预设的80％的充电阈值。这个充电阈值和放电阈值一般都设置的离极限阈值有一定的宽

裕，这样避免了其直接被过充过放导致电池的毁坏。

[0023] 所述电池组放电的控制进一步包括，所述控制器从所述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导

出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来自或者将来自

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以对所述电池组再充电，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放电时电量低于

或者暂时低于所述放电阈值，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需求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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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电器，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充电时电量高于或者暂时高于所述充

电阈值。

[0024] 其中所述上下限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于采集当

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例如：所述上下限传感器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

于采集当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以得出在第二天日照之前所需求的电力以及当日剩余日照

时长所能产生的太阳能电力，以生成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这样，控制器就根据该上下限

功率指示符进行控制，这个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可以是具体的功率数值，即计算剩余日照还

能产生的电力功率数值，以及计算计划内的功率需求，进行二者的计算，以获得一段时间内

将要消耗或者储存的电力。

[0025] 实施例三。

[0026] 实施例二。

[002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发电系统，其可以作为一个孤岛形式的分布式电力系

统而提供给用户使用，即用户可能需要在无法联络市政电网的情况下使用分布式电力来为

各种电器进行供电，所述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电池组、一个或多个电器、至少

一个上下限传感器、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所述电池

组连接于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和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之间以接受所述分布式发电

机的充电电力并向所述一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所述控制器适于实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分布

式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所述MPPT算法配置成使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

机的功率输出最大化，以引导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的电力的对所述电池组充

电。对于此，

[0028] MPPT算法已经是光伏或者风能中司空见惯的算法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该算法的控

制实质情况了。

[0029] 并且所述控制器还适于实施电池组充放电的控制，以使得所述电池组在向所述一

个或多个电器供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低于一个预设的30％的放电阈值，以及使

得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在向所述电池组充电时，保障所述电池组的电量不高于一个

预设的80％的充电阈值。这个充电阈值和放电阈值一般都设置的离极限阈值有一定的宽

裕，这样避免了其直接被过充过放导致电池的毁坏。

[0030] 所述电池组放电的控制进一步包括，所述控制器从所述至少一个上下限传感器导

出上下限功率指示符，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来自或者将来自

所述至少一个分布式发电机以对所述电池组再充电，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放电时电量低于

或者暂时低于所述放电阈值，并且如果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指示有足够的功率需求来自

或者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电器，则允许所述电池组在充电时电量高于或者暂时高于所述充

电阈值。

[0031] 其中所述上下限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于采集当

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例如：所述上下限传感器采集所述至少一个电器的定时信息、以及用

于采集当天剩余日照时长信息，以得出在第二天日照之前一段时间内所需求的电力以及当

日剩余日照时长内一段时间所能产生的太阳能电力，以生成所述上下限功率指示符。这样

即可计算得出在充电上限或者放电下限发生的时间附近，获得接下来电池将要发生的充电

或者放电功率多少。这样，控制器就根据该上下限功率指示符进行控制，这个上下限功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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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符可以是具体的功率数值，即计算在发生功率接近充放电上下限时，最近一段时间内还

能产生的电力功率数值，以及计算计划内的功率需求，进行二者的计算，以获得一段时间内

将要消耗或者储存的电力。

[0032] 虽然上面已经参考各种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应当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许多改变和修改。因此，其旨在上述详细描述被认为是例示性的而

非限制性的，并且应当理解，以下权利要求(包括所有等同物)旨在限定本发明的精神和范

围。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阅读

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效变化和

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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