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及煤炭–天然气混燃发电技术

应用现状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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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燃煤电厂一直在寻找提高发电效率并且能延长电厂使用寿命的方法，其相关措施包括提高运行方式的灵活性

以及降低燃煤对环境的影响。本文中探讨了两种相关方法：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以及燃煤电厂混燃天然气。这两种

方法都很有潜力。根据具体的环境情况，两种方法都可以提高电厂的灵活性并且降低电厂的排放。在某些情况下，

电厂的成本也可以降低。显然，只有在太阳辐射强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地方，才能使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类似

的，尽管很多燃煤装置在燃煤的同时也会使用少量天然气，但如果要大量使用天然气，则还需要有可靠、较廉价的天

然气供应源。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然而这两种技术各自都有一些特点可以满足相关标准

要求。由于需要良好的太阳辐射，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的利用会受到一定限制。短期来看，天然气的最大消费市场

仍为美国现有燃煤电厂。然而，在天然气供应稳定且价格较低的其他国家，天然气具有一定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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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关心如何开发和供应

可持续、可靠、低成本的能源。这种倾向已经促

使电力部门开始审视化石燃料的替代方案，因为

在之前的发电方式中，传统的化石燃料占了很大

比例。甚至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大部分

发电量仍依赖于燃煤。但在有些国家，燃煤发电

的市场越来越不稳定，且面临着天然气、核能和

可再生能源等发电方式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

下，燃煤电厂一直在寻找提高发电效率并且延长

电厂使用寿命的各种方法，其相关措施包括提

高运行方式的灵活性以及降低燃煤对环境的影

响等[1]。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此目的。本文讨论了

其中的 2 种：(1) 燃煤和太阳能集成发电；(2) 在
燃煤电站中混燃天然气。煤电和太阳能发电看起

来不太可能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某些适当的环境

中，却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可以将可

靠性高、成本低的大规模燃煤发电与无排放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方式结合在一起。煤炭和天然气看

起来则是更自然的一对，且有些燃煤电厂的确可

以使用天然气来提高其灵活性并改善电厂的运行

效果。

煤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对发电行业仍旧极为

重要，仍是全球最为可靠而且廉价的能源。相比

而言，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更

高。虽然可再生能源常常有很多补贴，但有些成

本仍会由终端用户承担。此外，一个较大的缺点

是两者对天气状况依赖性很高。因此电力输出具

有间歇性的特点，且在短时间内都可能发生极大

的变化[2]。因此，在供电量不足或者彻底无法供电

的时候需要启用其他发电系统 (比如燃煤和燃气电

厂) 来后备供电。根据 26 个经合组织国家 (1993—

2013 年) 的数据，估计每向系统中增加 10 MW 的

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就需要 8 MW 的后

备容量[3, 4]。

即使有这些后备措施，如果能将可再生能源

发电与传统火力发电相结合，让双方形成优势互

补，打造一个更加清洁、高效的发电系统仍有很

多好处。其中一个可能的方案是结合太阳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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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火电厂的容量——即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

方案。

1    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方案

媒体偶尔报道的“复合”电厂项目实际上仅

是一些不同类型的发电设施碰巧位于同一个地方

而已。比如光伏太阳能电池可以安装到联合循环

燃气轮机发电厂中。很明显这些太阳能发电设施

也会发电，但是所接入的电网不是燃气电厂接入

的电网。在这种布置方案中，太阳能发电设施可

使电厂业主的经济利益多元化，降低电厂对环境

产生的总体负面影响，但是光伏系统和联合循环

燃气轮机电厂并非如同看起来那样紧密地融合在

一起。比如，印度打算安装大量太阳能光伏发电

设施，其中也有一些新设施将位于现有的燃煤电

厂处。两种系统都会发电，但是两者却将接入相

互独立的两个电网系统中。两种技术会共用同一

个场地以及电网连接等一些其他设施，但二者的

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并不是真

正的集成发电装置。

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电项目是真正的复合项

目。这些项目采用完全地融合太阳能和燃煤产生

的热量分别产生高压蒸汽，两种平行工艺产生的

蒸汽随后汇流，共同进入蒸汽轮机发电。这种形

式的复合技术融合了 2 种完全不同的发电形式，

进而可以利用二者各自的优点。

这种方法可以利用太阳能作为燃煤机组发电

的部分能量来源，从而达到部分替代煤炭的目

的。在白天，太阳能可用于降低煤炭消耗 (减煤模

式)。下午随着太阳光照强度减弱，煤炭发电的贡

献比例可以增大，确保电厂锅炉一直能够满负荷

运行。当太阳光照强度再次增强时，则开始使用

反向过程，让太阳能逐渐代替燃煤进行发电。或

者，在保持燃煤锅炉正常运行时，利用太阳能产

生更多的蒸汽，可以提高电力输出功率 (太阳能增

强模式)。不管采用哪种模式，将太阳能发电系统

融入传统系统的设计方案对融合式发电场的正常

运行都非常关键。原则上这种复合技术可以适用

于所有传统火电厂 (燃煤、燃气以及生物质发

电)，包括既有发电厂和新建发电厂。

通常可以采用 2 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利用太阳

能。其中一种是利用传统的光伏电池，将太阳辐

射的能量直接转化为电力。另外一种是太阳能热

利用，常常采用聚光太阳能系统，用太阳辐射能

量产生热能 (图 1)。这些系统通常都需要一系列能

够自动跟踪太阳运动的透镜或镜子。透镜或镜子

将大面积的太阳光聚焦成一束较小的光，可以将

此光束用作传统热电厂的一个热源。在所有类型

的系统中，都是采用聚焦后的太阳光来加热作业

流体 (比如高温油或使用得越来越多的熔盐)，然

后形成蒸汽，使其进入传统的汽轮机/发电机中。

除了太阳能采集系统以外，独立的聚光太阳能装

置 (未融合其他系统) 本身也需要很多系统和部

件，比如蒸汽轮机/发电机，其情况与传统电厂比

较类似。对燃煤–太阳能集成电厂而言，燃煤–太
阳能集成发电设备可以利用传统热电厂现有的设

 

 
图 1   有储热功能的太阳能槽式聚热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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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而可以极大地降低单位电力成本。

市面上太阳能集热系统众多，但其效率不

同。通常，使用双轴跟踪功能将阳光汇聚至一个

单点接收器 (发电塔和抛物面) 系统，比线性聚焦

系统效率更高。当其成为聚光太阳能装置的一部

分后，可以在较高温度下运行，因而发电效率更

高。但是，这些系统施工更难。4 种主要类型的

太阳能集热系统分别如下所述：

• 抛物线槽式系统：使用一个抛物线型太阳跟

踪系统，用槽形反射器来将太阳能汇聚在一个接

收器管上，接收器管沿着内曲面布置；

• 线性 Fresnel 系统：一种替代系统，使用分

段的镜子而不使用槽；

• 发电塔系统 (或中央接收器系统)：这些系统

使用镜子 (定日镜) 对准太阳，将阳光汇集在位于

塔顶的一个接收器上 (图 2)。传热流体在接收器中

被加热至高达 600 ℃，并用于产生蒸汽，然后再

将蒸汽导入传统的涡轮机–发电机系统中；以及

• 抛物面系统：利用抛物面将太阳光反射到安

装在中心点处的一个接收器上。此类系统通常使

用双轴跟踪系统来对准太阳。

1.1    第一个燃煤–太阳能集成电厂

业界对燃煤–太阳能技术的探索和开发工作已

经持续了多年。全球第一套真正的燃煤–太阳能集

成发电厂项目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 Cameo
电站——科罗拉多综合太阳能项目。此项目是该

州“创新性清洁技术项目”的一部分，“创新性

清洁技术项目”是专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对改

善环境有利且具有前途的新技术而设计的。Cameo
电厂已于 2010年投入运行。

Xcel Energy 公司和 Abengoa Solar 公司合作

为该示范项目投入高达 450 万美元，该项目采用

太阳能抛物线槽式集热技术，以补充燃煤的不

足。其主要目的是要验证是否可以将太阳能发电

系统融入到大规模的燃煤电厂，并以此提高电厂

效率，降低燃煤量，进而降低传统火电厂的二氧

化碳和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同时还要测试结合

2种技术的商业可行性。

该太阳能电厂占地 2.6 公顷，由 8 排 150 m
长的抛物线型太阳能槽组成 (图 3 和图 4)。运行

中，这种布置可以将太阳光汇聚在一个用于热量

收集的线型接收器上，接收器中充满了矿物油导

热液。先将导热液加热至大约 300 ℃，然后通入

换热器中，预热进水 (至大约 200 ℃)，再将热水

供应给 Cameo 电厂的 2 套 49 MW 燃煤装置中的

一套。

Cameo 电厂进行了 7 个月的示范运行，之后

电厂停运，聚光太阳能系统也随之退役。测试结

果总体上较好。电厂的总体效率因太阳能系统的

加入而提高了 1% 以上，在测试期间，煤炭需求

和废气排放都有所降低 (约 600 t二氧化碳，900 kg

以上的氮氧化合物以及 2450 kg 二氧化硫)。该示

范项目已确认这种类型的补充方案对燃煤锅炉而

 

 
图 2   发电塔式太阳热能蒸汽发生器 (图片来自 Foster Wheeler
电力集团公司)
 

 

 
图 3   Cameo 电站的太阳能收集系统 (图片由 Xcel Energy 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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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可行的，且不会影响电厂的正常发电作业。

运行经验显示，将太阳能系统融入现有的燃煤机

组比较成功[5, 6]。

曾有一段时间，数家澳大利亚的电力公司曾

对开发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系统表现出很强的兴

趣，并且有 20 座燃煤电厂所在地都有足够的太阳

辐照条件。太阳能系统的潜力估计可以达到大约

460 MWe，相当于澳大利亚总装机容量的 1%。但

是并不是所有电厂现场条件都适合。限制因素包

括缺少可用的土地、较低的煤炭成本以及有些装

置的运行寿命所剩无多。对项目较为有利的因素

包括煤炭消耗量和装置排放量更低以及电厂设备

运行寿命更长。结合聚光太阳能和燃煤发电的电

厂曾被认为具有比较好的前景，但是最近业界对

其兴趣有所降低，这和燃煤电厂复合运行时间很

短有关。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有一套装置投

入了商业运行。

在昆士兰州，CS能源公司开发了一套 44 MW
的太阳能热发电装置，并且将此装置融入了 750 MW
Kogan Creek 超临界燃煤装置中 [ 7 ]。Fresnel 集
热系统采集到的热被用于产生高压蒸汽，增加汽

轮机做功，进而可以提高发电量。据此估计每年

可以减排 35600 t 二氧化碳 (约占电厂总排放量的

0.8%)。该项目于 2011 年开始施工 (图 5)。但是由

于存在某些技术和商业问题 (该公司没有详细说

明)，该项目在 2016年关停[8]。

在新南威尔士州，Macquarie Generation的 2 GW
Liddell燃煤电站也建有一套太阳能集热系统 (图 6)。
该项目的投运时间为 2013 年，其中有一台太阳能

加热锅炉，利用预热进水产生饱和蒸汽[9]。该项目

的煤炭消耗有所降低，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降低了

大约 5000 t。但是，此太阳能项目已在 2016 年关

停，该公司声称技术、合约以及商业等多方面的

问题导致项目运行被长时间延期。

另有多个国家也研究了燃煤–太阳能复合技

术，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燃煤发电设施，比如南

非、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做了大量的相关工

作。近年来各方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开发了一

些小规模项目，但是都没有进行大规模商业运行。

智利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引人关注的太阳能发

电项目。该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因此对

使用太阳能发电的兴趣也有所增加，并对燃煤–太

阳能集成电厂的潜力进行了评估。智利国内有数

个电网在运行中：中部电网的每小时电力需求量

波动较大，北部电网的需求基本比较稳定，其基

本需求多数来自位于北部的大型矿产行业。

智利有部分地区具有很大的太阳能发电潜力。

 

 
图 4   Cameo 电站安装的 Abengoa Solar 太阳对准抛物线槽式技

术系统 (图片由 Xcel Energy公司提供)
 

 

 
图 5   Kogan Creek太阳能电站一角 (图片由 CS Energy公司提供)

 

 

 
图 6   Novatec 太阳能锅炉和新南威尔士州 Liddell 电厂的太阳

能电站 (图片由 Novatech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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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多数地方的年直接日照强度超过 3000 kWh/m2，

在北部的 Atacama沙漠中甚至达到 3500 kWh/m2 以

上，情况与矿业地区比较接近。为了增加该地区

的电力供应，Engie and Solar Power 公司正在现有

的 320 MW Mejillones 燃煤电厂基础上开展 5 MW
的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项目的研究。预计该系统

融合太阳能发电系统之后将提高发电量并降低煤

炭消耗量 (同时也将降低电厂排放)。
印度也在建设一个新的燃煤–太阳能发电项

目。印度国家火电有限公司最近宣布将在其

Dadri 电厂启动一个燃煤–太阳能复合项目 (太阳能

火电集成电厂)。这将是印度国内第一座使用太阳

能加热锅炉进水的装置，其目标是提高装置的效

率并且降低燃煤需求。为节省成本、减少劳动力

需求，该项目将采用机器人干洗太阳能板。

1.2    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火电厂和太阳能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置分属不同的技术领域。因此，这些截然

不同的系统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技术

问题。很多系统开发商和电力公司都认为，深入

开发之后，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方案会具有极大

的应用潜力，但是大规模实用部署仍旧面临很多

挑战，包括政治、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多种挑战。

尽管集成电厂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一定时间了，但

其实际应用和运行经验仍旧比较有限。

从实用角度看，任何太阳能发电系统都需要

有稳定且足够强度的太阳光照，因此其选址一定

会受到一些限制。尽管太阳光照对太阳能光伏系

统的重要性没有那么高，但对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而言却至关重要。太阳能集热系统需要在现有电

厂附近有足够的土地，面积可能至数千公顷。另

外，燃煤电厂常常选址在具有冷却水源的地方，

亦即很少会在干旱的沙漠中，而沙漠中才是最适

合太阳能热利用的地方。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要提高太阳能在燃煤–
太阳能复合装置中的贡献占比。截至目前，大部

分太阳能的输入功率都比较有限，其原因通常都

是因为太阳能设施是利用经过翻新的老化电厂装

置而不是新建电厂。业界有一些共同看法，即电

力部门需要在高效的新建燃煤电厂的基础上开展

规模更大的燃煤–太阳能复合项目，这将更进一步

提高系统发电效率并改善经济运行效果。另外增

加储热装置可以提高调控的灵活性，并且有助于

进一步降低电力成本。除了经济方面的问题以

外，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特殊的一面，因此每个项

目都有其必须要解决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期冀智

利和印度等国所建的“存活”项目能提供一些有

用的数据和运行经验，进而鼓励业界更进一步吸

收消化相关技术。

1.3    未来的发展

太阳能发电系统与其他所有发电技术一样，

都要面临经济方面的问题。因此，将资本成本和

运行成本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极为重要。在某些

地方，最近的发展趋势是独立的聚光太阳能系统

(即非复合式)。这些项目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的成

果，也将对燃煤–太阳能集成电厂的发展产生部分

正面影响。能降低聚光太阳能系统成本将会非常

鼓舞人心。目前相关技术的商业部署仍处于早期

阶段，但是随着研发推进，装置规模扩大，各种

部件可以大规模生产和不同厂家之间的竞争，其

综合开发成本可能会有所下降。

技术开发将继续致力于降低系统成本，提高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效率，并降低对环境产生的负

面影响。目前正深入开展优化和研究工作，以逐

步改善装置部件和系统。已经确定的一些可以大

量节省成本的关键领域包括：通过改进设计方

案、大规模生产、采用更为低廉的部件并引入新

的能在较高温度下运行的液体传热介质，来降低

太阳能发电设施综合运行成本，改进储热系统也

可以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很多技术开发商都在持续开展相关工作。有

些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从一开始就设计和建造一

座新式集成电厂，则太阳能占比可以高很多 (可能

高至 30~40%)。截至目前，太阳能系统的输入功

率仍旧较小。主要原因是现有的项目都是翻新之

后的燃煤电厂，有些电厂甚至是已经废旧的火电

厂。因此，太阳能的贡献占比因一些实际问题，

被限制在仅有 5%左右或者更低水平。

2    煤炭–天然气混燃

另外一种能够引起电力公司兴趣的方案是在

燃煤锅炉中混燃天然气。这种技术对提高运行灵

活性以及降低排放都有极大的好处。这种方案可

以避免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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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有化石燃料发电技术普遍存在的一些劣势。

燃煤发电和燃气发电系统对全球的许多发达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非常重要。这两种技术都可

以提供安全、无间断的电力，以确保社会经济活

动的需要。在有些国家，煤电占总发电量的大部

分比例，另一些国家则主要是天然气发电居主导

地位。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总发电量同时结合

了二者。这两种技术各自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但

是近年来业界对 2 种燃料混燃技术的兴趣越来越

高，因为混燃技术可以提供一种更环保、成本更

低廉的发电方式。

虽然很多国家的燃煤电厂已经在电厂启动和

升温过程中使用天然气，但其使用量通常较为有

限。那么，电厂为何要提高混燃天然气的比例

呢？混燃工艺有何优势？如前文所述，市场状况

的变化已使很多电厂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他们

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法，以帮助电厂保持清洁、

高效的运行并且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用天然气

部分替代燃煤，在电厂中混燃 2 种能源，产生蒸

汽供发电所需，可以提高燃料使用和整体运行的

灵活性，这对解决时下电力市场常常面临的问题

非常重要。

很多国家都在不断制定环保方面的法律，以

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颗粒物、汞和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因此电力公司都面临着如何处置自

己电厂装置的问题。为避免因升级减排设备而进

行额外的投资，相关公司可能会因经济原因直接

将装置关停。比如美国的很多电厂现在都是这种

状况。若资金方面可行，电力公司可能会选择将

燃煤电厂完全改造成天然气电厂，但是这可能会

耗费大量资金或者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另外，

也可通过改造装置，在燃煤的同时使用天然气，

帮助维持电厂运行。至少对一些现有的燃煤电厂

而言，混燃天然气是一种前景较好的方案。另外

一些电力公司也在考虑 (甚至有的正在开展相关工

作) 将自己的燃煤电厂改造成混燃电厂，使电厂运

行可以同时使用煤炭和天然气 (图 7)。很重要的一

点是，有些电厂的改造方案可以采用不同的煤炭

–天然气比例，因此发电的燃料供应和装置运行的

灵活性都可以更高。

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将天然气添加进现有系统

中。例如，只用天然气替代部分煤炭作为燃料；

或者，采用天然气来尽量降低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的排放量。有些类型的炉子使用的天然气量通常

比被改装成真正的混燃炉后使用的天然气量要少

很多。真正的混燃炉可以在锅炉中直接使用大量

的天然气与煤炭一起混燃。根据具体装置和其运

行情况，现有的机组可以用多种配置方式，让混

燃方案切实可行。可能需要将燃煤装置的点火器

或升温枪更换为燃气方案的相关设施，该方案非

常简单。但是若电力公司希望让其装置使用更多

天然气，则可能需要将燃气设施融入主燃烧器系

统中。现在有双燃料或多燃料等各种类型的燃烧

器比较适合此方案，且有很多供应商都在生产相

关产品[10]。

2.1    煤炭–天然气系统的优缺点

与复合太阳能系统的情况类似，这种工艺也

有相应的优点和缺点。混燃工艺的主要优点

包括：

• 可以适应并重复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控制

系统。很多燃煤电厂都在使用天然气作为启动燃

料或后备燃料，因此各种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控制

系统都无需建造或改造；

• 燃料灵活性更高。混燃工艺可以使电厂不再

完全依赖于一种燃料，因此在燃料选择方面具有

一定灵活性。若一种燃料的供应出现问题，电厂

可以切换至另外一种燃料，进而确保整个系统继

续运行下去。类似的，若一种燃料涨价，则可调

整燃料比例，主要使用价格较为低廉的燃料；

 

 
图 7   美国 Alabama Power 公司 Gaston 电厂的一套机组 (启动

时用天然气并且混燃天然气比例高达其额定容量的三分之二，

图片由 Alabama Power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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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切换，全部使用价格最低的燃料来

节省成本。也可切换至价格较低的煤炭种类，而

不会导致发电能力损失；

• 根据煤炭质量情况、混燃的天然气比例和法

律监管环境的要求，有些减排升级措施范围可以

缩小、延期实施甚至直接得以免于进行。

• 运行灵活性更高。混燃可以缩短升温时间，

比未调整的机组能更快速地投运；提升输出功率

的耗时也可以更短；更快启动，可以极大地减少

在此阶段可能出现的大量污染物排放。这种技术

可以让美国的某些电厂达到美国联邦对汞和空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 混燃可以提供的机组最小负荷比非混燃机组

的最小负荷要低很多，而这对很多燃煤电厂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另外，在低负荷状态

下混燃较高比例的天然气，可以维持电厂的选择

性催化还原装置 (若安装)的最低运行温度；

• 更低的煤炭吞吐量可以降低对磨煤机和煤炭

输送系统的磨损，同时还可以降低相关的运维

成本；

• 更低的煤炭吞吐量可以让装置产生的固体和

液体废弃物更少。底灰、飞灰、烟气脱硫洗涤器

淤渣或石膏、磨粉废料和其他废料的量都会减

少，随之也会降低废料运输和处理的成本；

• 废气排放量也会成比例降低。烟气脱硫、选

择性催化还原等环保装置以及静电除尘或布袋除

尘器的运维成本可能会降低。如果使用了选择性

催化还原系统，氨水的用量也会降低，且催化剂

的使用寿命也可以有所延长；若安装了脱汞系

统，活性炭的用量也可以降低。

但是与其他所有技术都一样，这种工艺也有

其缺点。因为该工艺至少要满足一个最基本的要

求：燃煤电厂得有足够的天然气气源，且价格要

在可以接受的水平。若电厂本已在使用天然气，

则现有的基础设施可能就已足够。若还不够，则

可能需要更多的供应和控制设备。新天然气管道

的长度如果过长，或者受到当地各种条件约束，

则管道的成本可能会很高。混燃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优点是天然气的价格较低。虽然美国天然气的

价格较低，但在其他国家，天然气的价格却要高

很多，而且供应量也可能不够。即使在美国，人

们也在担心，政治和环保方面的压力可能对水力

压裂开采页岩气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对天然气出

口设施的投资可能提升美国的天然气出口量，进

而可能导致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飙升，直至接近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水平。较高的天然气价格可能

使混燃的各种优势和节省成本的潜力荡然无存。

美国环保局已经建议，在某些情况下，混燃

可以作为燃煤电厂的部分碳捕集和封存的替代方

案。此外，在高效率超临界粉煤电厂中混燃大约

40% 的天然气，就可达到新的排放标准。但是有

些行业观察人员认为，实际可能需要超过此水平

才能达标，且需要专门设计的锅炉才可在这种条

件下运行。

若计划切换至混燃工艺，则需要考虑多种技

术方面的问题。比如，工艺变换之后可能对锅炉

中的传热产生极大的影响。天然气和煤炭火焰的

传热特征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天

然气使用比例后，原来的传热表面可能不满足换

热要求。因此，若不采取恰当措施，可能会出现

一些金属强度方面的问题，一些重要的装置部件

可能会变得不可靠。另外，天然气源也可能是一

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在某些地方，天然气的最大

可用量可能会受到供应条件的限制。另外，还可

能会有一些季节性限制，因为要优先照顾家庭取

暖等需求。

2.2    未来前景

燃煤和燃气发电成本的情况可能比较类似。

燃料成本小幅波动都可能导致发电成本大幅变

化，因此这为同时安装有燃煤和燃气装置的公司

带来市场机会。混燃是可行的方案，可根据定价

和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变化调节燃料选择和燃料混

合比例。用天然气替代一部分燃煤是一种风险较

低的方案，可以让电力公司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需求。

在未来数年里，预计天然气将在一些主要的

经济体内部分代替燃煤。在某种能源的价格发生

波动时，电力公司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切换，因

此相关设施会具有较大的优势。在电力需求零增

长时 (比如美国近年来的状况)，这种方式尤其具

有较大的优势。

多家电力公司已经采用了天然气混燃技术，

也有其他公司在考虑改造自己的燃煤电厂，让自

己的装置能够使用混合燃料。美国多家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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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研究和测试天然气的燃烧性质，以便确定彻

底转换成燃气或使用混燃工艺后的长期可行性。

有些公司则已经实施转换，有些公司正在进行研

究，以评估混燃工艺的潜在适用性。

向燃煤电厂中引入天然气可以让电力公司对

负荷需求变化以及深层次的周期性容量变化做出

快速响应，并且保持低成本煤炭的使用。在电力

需求波动较大的国家，这种电厂能够快速调整、

适应需求波峰和波谷，并且在需求较低的时候逐

渐降低产能，因此更有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但

是多数燃煤装置的运行负荷都只有 30~35%，且仍

能维持较好的燃烧效果，因此限制了电厂的循环

能力。另外，燃煤电厂提升至满负荷的速度较

慢：冷启动时可能需要 12 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满

负荷。若一套机组可以在较低负荷时切换成燃气

工艺，并且使运行负荷维持在更低水平，然后在

负荷较高时再切换回燃煤工艺，则具有明显的竞

争优势。

混燃可以提高燃料使用的灵活性，且可极大

地节省燃料和运行成本。很多燃煤电厂都是在煤

炭价格非常低廉、环保压力很低的年代建成的，

当时其他能源发电的竞争也很有限。但是，现在

这些装置中很多都可能需要在无基础负荷的状态

下运行，然而其当初的设计却并未考虑这种要求。

这些装置需要适应和调整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生

存下去，而采用其最初设计时没有考虑的燃料来

维持运行的能力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要求。因

此，发电装置对燃料的适应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近期看来，混燃工艺在美国的市场潜力可能

最大。美国的多家电力公司都在寻找各种方法来

延长其电厂的使用寿命，并且降低其装置对环境

产生的负面影响。混燃工艺可以降低排放、提高

运行方式的灵活性，并且让启动过程更快，让电

厂更快、更清洁地投运。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可

能包括天然气价格和供应源等问题。尽管目前美

国的天然气价格不高，但在很多其他国家天然气

的价格却要高很多，或者根本就没有天然气供应

源。另外，在某些国家，相比于将天然气用于发

电，将天然气用于出口则更有利可图，因而出口

可能会成为优选方案。因此一个项目是否具有可

行性，取决于其面临的多种因素。

除了美国以外，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也

有少量的煤炭和天然气混燃电厂在运行 (图 8)，另

外也有一些新项目在建设中。然而是否有足够可

靠的供应源，价格是否合适，都需要重点关注。

在某些地方，可能少量使用天然气还可承受，但

是要大规模使用，其价格就显得太高了。煤炭常

常更便宜，且供应源更广。对任何潜在的新项目

而言，如同燃煤−太阳能复合电站，都需要考虑各

个项目面临的多种经济、运行和环境等方面的因

素。但是，由于很多地方都同时拥有天然气和煤

炭资源，因此相比于融合太阳发电系统的电厂，

混燃工艺面临的限制因素要少很多。

3    结论

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

燃煤发电，很多新兴经济体情况也与此类似。虽

然面临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竞争，但是

煤炭仍将在未来很多年被广泛使用。然而，燃煤

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要求，而电厂则更是常

常被重点关注的污染源。很多国家推出了各种政

策和法律，鼓励发电公司更多地用其他系统替代

燃煤系统，包括燃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减排目标、强制性可再生能源令、

空气质量指令和排放交易方案等都可能会推动可

再生能源发展。同时采用这些替代系统也常常会

伴随各种财政激励措施或各种形式的补贴。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系统最大的缺点是其固有

的间歇性问题，另外其单位发电成本也相对较

高。这种变化性会对接入相同电网系统的燃煤火

电厂的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多数火电厂设计都是

在稳态基本荷载状态下运行，但是要适应可再生

 

 
图 8   印尼最大的燃煤电厂— 4 GW 的 Suralaya 发电装置（这

一最新的发电装置能够混燃不同比例的管道天然气或液化天然

气以及燃油或生物质（图片由印尼电力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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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输入的影响，这些电厂都必须要更加灵活地

运行，或者采用周期循环的形式。重复多次的启

停、周期性运行或者根据负荷运行，都会不可避

免地加快发电装置部件磨损，并且降低总体效

率。但是，这种运行模式却变得越来越常见，因

此人们正在寻找一些成本较低的方法来改善运行方

式的灵活性、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经济性。

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就

提高发电装置的灵活性而言，可以将燃煤与太阳

能或天然气结合在一起。只是，虽然两种技术都

已有商业应用，但是都还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应

用。在条件合适的时候，结合使用任何一种技术

都可为燃煤电厂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这两种技术

都有较为明显的缺点。只有在太阳辐照强度持续

较高的地方，太阳能项目才有实际意义。类似

的，也仅仅在有可靠的、价格较为低廉的天然气

供应源的地方才可利用天然气混燃技术。

两种系统都可以提高燃煤电厂的灵活性，降

低装置的运行成本并减少排放。翻新现有的燃煤

电厂后采用这两种技术都可带来很多好处，当然

二者的最大潜力仍在新建的装置，因为可以在设

计阶段就将二者彻底融合在一起。要让燃煤电厂

维持较低成本并且有效地提供电力，提高运行方

式的灵活性和效率并降低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两种技术是否可能影响全球的煤炭消耗

量？燃煤–太阳能集成发电的方案在一些细分市场

的确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在全球看来，却不太

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若采用太阳能发电来大规

模替代电厂的燃煤系统 (采用省煤模式运行)，用

煤量在总体上会有所降低，但是在“太阳能增

强”模式下运行的电厂则不会有省煤的效果。当

然，集成电厂还具有其他好处，比如降低煤炭成

本、降低装置的运维需求，并且减少环境污染。

这些优势已足够让某些电厂维持运行。

我们考虑的另外一种技术是，将煤炭作为主

要燃料的电厂采用天然气混燃技术。很多燃煤电

厂已在燃煤的同时少量使用天然气，但是仅有少

量电厂可视作真正的混燃电厂。大幅提高天然气

用量有很多好处，运行灵活性和经济效果会更

好，对环境影响会降低，且可能为本已在越来越

严格的环保限制下垂死挣扎的某些电厂带来一线

生机。由于很多地方都同时拥有天然气和煤炭资

源，因此相比于融合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电厂，混

燃工艺面临的限制因素要少很多。但是混燃项目

和燃煤–太阳能集成电厂项目也有一定类似性，这些项

目都需要评估具体的条件，确保能解决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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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能利用技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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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介绍现有利用海浪能发电技术的相关情况。文中将说明海浪能利用技术的潜力以及相

关技术面临的各种挑战，另外还将结合海上风电–海浪发电项目 (亦称为混合项目) 简要地讨论其多种优势。同时本文

将简要说明现有各种利用波能发电技术的关键要素 (包括利用率和捕集宽度) 及其面临的影响。最后将讨论最具应用

前景的技术的平准化能源成本目标。

关键词: 波浪能；海浪能；海浪能发电；波能转换器；利用率；捕集宽度

 
引言

可再生能源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大有可

为，大量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为全球所有国家赢

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2016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

现状报告》[1]显示，当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耗量在能

源消耗总量中占比大约为 78.3%，而可再生能源

的比例却只有 19.2%。可再生能源中传统的生物

质占比为 8 .9%，现代化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为

10.3%，其中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考虑到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一些最新进展，可能在未来缩小可再

生能源消耗量与化石燃料消耗量之间的差距。

2004—2013 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水电

除外) 已从 85 GW 增加至 560 GW。增幅最大的是

风能发电，其装机容量已从 48 GW 增至 318 GW，

第二是光伏发电，其装机容量已从 2.6 GW 增加

至 139 GW。政治支持、财政激励措施和技术进步

促使成本降低等多种因素，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

增长，进而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更具竞争力[2]。

海洋能利用技术，尤其是海浪发电技术，尚

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海浪发电需要人为创造特定

的条件。海浪的能量均匀地分布在下列两个要素

中：(1) 势能部分，在重力的作用下海水从波峰运

动到波谷的过程中形成的能量；(2) 动能部分，即

海水的震荡速度形成的能量[3]。要开发利用海浪

能，需要设计一个恰当的装置，确保有效地捕集

和利用海浪传输的能量。另外一个关键要素是装

置结构必须要能够耐受恶劣的海洋环境，尤其在

波浪能大幅增加的风暴期间。其中一种将波浪能

转换为机械能的方法是，将发电机固定在海底或

者海岸线上，同时让转子可以运动。在最近数十

年里，业界已引入了一些浮动装置，可以部署在

近海区域。这些装置的设计可以分别利用势能和

动能，或者同时利用二者[4]。

全球海洋资源的利用潜力非常大，因为海洋

水体表面积特别大，而且海洋中的天然资源种类

特别多。海洋中存在多种可以利用的能源，包括

海浪能、潮汐能、洋流能、海洋热能、盐度梯度

能、海洋生物质能和海底地热能等[5]。其中一个成

功利用海洋能源的例子是海上风能发电。目前欧

洲风能市场有 81 个海上并网发电项目，这些项目

由 10个欧洲国家共享，总装机容量达到 12.6 GW[6]。

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和 2016 年的统计报告，预

估 2020 年风电总装机容量将接近 24.6 GW。数个

技术发展趋势可以支持这一预测数据：每台海上

风机平均装机容量为 4.8 MW；第一台 8 MW 的风

机已经入网；一个风电场的平均装机容量为 380 MW

(比 2015 年的数据增长 12%)；平均水深为 29 m；

平均离岸距离为 44 km。2000 年以来，海上风电

领域一直在持续发展，风电场规模、风机规模和

离岸距离都在增加。2015 年，输电领域和海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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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项目投资总额将近 180亿美元[6,7]。

如果考虑到海浪能是风能的一种浓缩形式，

且能够传播极长的距离而能量损失却很小，那么

海浪能发电市场就有可能发展到与海上风能发电

市场相当的水平，甚至超过后者。有两种类型的

海浪：风浪 (本地产生的海浪) 和涌浪 (远处的风

产生的海浪)。涌浪对波能转换器而言更为重要，

因为其能量密度连续性更好。全球的海浪能潜力

大约为 29500 TWh/年，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近岸

能量以及被称为“热点地区”的岛屿或半封闭的

海洋盆地的能量可被以较为高效的方法利用[8, 9]。

总体上，一个“热点地区”需要极好地平衡波浪

能潜力和其他相关因素 (比如离岸距离、水深或投

资成本)。近年来，人们开发建设了数个陆上和海

上项目，其中包括苏格兰的 Islay 电厂 (Islay Pla-
nt) 和葡萄牙的 Pico 岛电厂 (Pico Island Plant)。
Islay 项目包括安装和测试陆上海洋电能传输装置

的相关工作，其装机容量为 500 kW。这套装置安

装于 2000 年，在苏格兰西部的一个离岸岛上，设

施包括 3 座水泥建造的水塔，其水平倾斜角为

40°。通过 2 个反转的 Wells 涡轮机将水塔中水的

动量转化为电能，涡轮机的转速为 700~1500 rpm[10]。

Pico电厂位于 Azores，其装机容量为 400 kW，

建设时间为 1995—1998 年，监理方为里斯本

Instituto Superior Tecnico (IST)。由于电厂装置配

置和设备的各种因素，在这期间曾出现过许多问

题。2005 年，重新设计了此项目，2009 年，项目

开发商报告称装置完整运行时间仅有 265 小时[11]。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系统都处在早期开发阶段 (小
规模系统)，只有很少几套发电机在海洋环境下进

行了相关测试 (海试)，用于评估系统发电效率和

对海洋环境的耐受能力。

虽然海浪能的利用潜力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增

加[12]，但由于现在世界上并没有大型波浪能发电

厂，因此很难预测本行业的未来状况。如果能够

成功地开发利用欧洲的海洋波浪能，到 2050 年可

以为欧洲的电力市场提供 188 GW (10%) 的电量。

但是，如果要使之成为现实，则需要在 2022 至

2040 年期间成功地开发并投运多个新的发电系

统。通过对现有项目的研发，人们已经获得了一

些相关知识，可以在未来帮助降低波能利用成

本。下一代波能发电技术改进之后可以把电能输

出的成本降低 22%，安装成本降低 18%，运维成

本降低 17%，基础和系泊成本降低 6%，电网并网

成本降低 5% [13]。一种很有潜力的降低成本的方

案是，让波能转换器与现有的海上风电场共用相

关的基础设施，如此则有助于加快开发潜力不太

大的地区的波浪能[14−18]。

由于海上可再生能源项目设计需要保持可持

续性，因此研究项目对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可能

造成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总体上，因为在发电机

周围会有一片禁渔区，所以这些项目对海洋鱼群

有一定好处。另外，由于波能转换器将起到类似

防浪堤的作用，因此其可以让海面变得更加平

稳，进而可以为当地的鸟类提供筑巢区[19]。

1    波能潜力

海浪的能量状况与风速的强度和持续性直接

相关，同时也要考虑风区面积的大小。从能量角

度看，最有潜力的区域在南北半球的 30~60纬度区

域内，这些地区的能量潜力大约为 32000 TWh/年[5]。

过去数十年里，全球投运了多个监控系统，因此

相比从前能更好地测量波能潜力。原位仪器仍是

最好的信息来源，但是由于这些仪器的运行监测

地点数量有限，因此很难提供其所在区域以外的

波浪能潜力的相关信息。另外一种重要的测量工

具是在预定轨道运行的卫星，有时可以将多种任

务融合在一个多任务项目中，集合成一个具有较

好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齐次数据集[20,21]。需要注

意，波束信号的准确性会受到海岸和岛屿污染 (存
在陆地的情况下) 的影响，因此数据集中可能会有

一些数据值丢失，在时序数据中形成空隙，通常

用 NaN(非数值)来表示[22,23]。

但是，目前最新的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可以

提供新的机会，帮助采集各种数据，用于预测海

浪情况。现在已经可以建立全球和地区级的数字

模型。这些模型中包括欧洲中程天气预报中心

(European Center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24]和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US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25]维护下的一些项目，可以提供全球的相

关数据和信息。最近有研究发现，重点关注某个

特定区域的海浪模型，结合数据同化系统，得到

了一种对海浪状况更加准确的描述方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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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波浪观测项目

III”（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

istration’s Wave Watch III）的数据[27]，图 1 中给出

了多种海岸环境下的总波能分布 (单位 GWT) 状

况。注意，图中的结果均来自波浪能密度数据，

其显示了每米波峰的能量通量 (kW/m)。这些数据

显示，位于北美地区的某些地方的资源量多于欧

洲地区，因此虽然多数风能转换器都在欧洲，但

欧洲的前景更低。这些数据还显示，如果我们关

注地区层面的情况，会发现澳大利亚周围的波浪

能连续性更好一些，美国和智利次之，葡萄牙和

法国的波浪能密度则要低很多。这些结果可以解

释为，该项测量工作涵盖了全部海岸区域，而在

澳大利亚或北美地区的海岸线比葡萄牙等其他地

区的海岸线要长很多。

图 2 说明了全球多个地方的波浪能密度评估

情况。根据各点到目标区域中心的距离 (如：

NW 西北；SE：东南)，报告的结果都是冬季的总

能量值。正如所料，冬季的报告值要大一些，某

些地方的时间总值 (从一月份至十二月份) 连续性

更好一些，比如在亚洲西南部地区。

2    波能转换器

法国人发明了历史上第一台波能转换器，第

一项波能转换器专利授权时间为 1799 年。但是第

一个现代化波能利用系统则是 1940 年由日本的

Yoshio Masuda 发明的，当时他利用一个航运浮

标，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漂浮式振荡水柱系统。

之后，根据系统吸收波浪能并且将其转换为电能

的相关机制[29,30]，全球在此领域已经先后授予了超

 

 
图 1   海浪能统计：按照大陆 (A)和国家 (B)估算的年度平均值（数据来自于 Gunn和 Stock-Williams，结果经过一定处理[27]）

 

 

Pw (kW/m) Pw (kW/m)

Pw (kW/m) Pw (kW/m)

 
图 2   欧洲中程天气预报中心在 2000—2014年间全球层面的平均海浪能统计结果 (Rusu和 Onea的数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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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00 项专利，每个项目都有其特有的设计方案

和能量提取系统 (空气、液压能、电力和机

械能)。
图 3 中展示了主要的波能转换器类型，其可

以根据工作原理或者安装位置 (岸上、近岸区域、

离岸区域) 进行分类。在岸上，最常见的系统基础

都是振荡水柱，即将空气封在半潜式舱室中，通

过空气压缩和解压过程使涡轮机转动，带动发电

机发电。在近岸环境中，海水较浅，一种波能转

换器解决方案是安装一个振荡型波能转换器，此

转换器就像海浪作用下的一个钟摆。在离岸区

域，最佳的方案可以采用衰减器、点吸收器和终

结器装置等。

50% 以上的波能转换器都是欧洲研发的，而

欧洲多数研发工作的重点都是能量吸收器。其他

一些重要的研究波能利用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新

西兰和智利[28]。表 1 和表 2 给出了主要波能转换

器的详细信息。转换器系统可以是固定式、水下

式或漂浮式。系统可用作独立发电机或作为防浪

堤或港口设施的一部分。多数系统仍在研发阶

段，其额定功率范围为 15 kW 至 5900 kW；有些

点吸收装置功率被低估了，将来可以开发作为波

能发电场。

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点吸收器装置是 CETO 6，
这是一种浮动式发电机装置，其直径可达 20 m，

容量已从 2011 年的 80 kW 逐渐增加至 2015 年的

240 kW。在多种海岸环境中都有这种项目，其中

包括毛里求斯的 Rodrigues 岛 (项目费用 667 000
欧元)、西澳大利亚州的 Garden 岛 (项目费用 910
万美元)以及位于英格兰西南部 Cornwall的 CETO 6
海浪中心项目 (项目费用 1600 万欧元)[33]。就发电

容量而言，Wave Dragon 是为离岸环境设计的最

大的波能转换器之一。第一个原型于 2003 年在丹

麦的 Nissum Bredning 开发，其装置重量达到

 

表 1    波能转换器技术 [13]

技术 系统 原理 项目

震荡水柱 固定式 隔离的；在防波堤中；近岸 Pico; LIMPET; Sakata

漂浮式 Mighty Whale; Oceanlinx

振荡体 固定式–海岸线 生态海浪发电

漂浮式 平移 (起伏) AquaBuoy; Wavebob

旋转 Pelamis; SEAREV

水下 平移 (起伏) AWS

旋转 Oyster; WaveRoller

漫溢 固定式 海岸线 TAPCHAN; SSG

漂浮式 Wave Dragon
 

 

 
图 3   主要波能转换器类型 (根据参考文献[31]，获得欧洲海洋能源中心有限公司 (The European Marine Energy Centre)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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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t，成本大约为 435 万欧元。另外一个 Wave

Dragon 项目于 2007 年在 Milford Haven 外海开

发，在威尔士的西南部海岸线上，其占地面积为

0.25 km2 [34]。

波能转换器类似于风机，特定发电机的性能

可以用一个功率曲线给出。波能转换器的制造商

会使用一个功率矩阵，根据具体的海况给出多种

不同的功率输出数据 (浪高和波浪周期)。根据下

列公式计算功率输出结果[32]：

PWEC =
1

100

nT∑
i=1

nH∑
j=1

Pi j pi j (1)

式中 Pij 是第 i 行第 j 列确定的接收器对应的能量

比例，Pij 波能转换器的功率矩阵为相同的接收器

提供的电功率数据。例如，图 4 中给出了一个波

能转换器的功率矩阵，最大额定功率为 250 kW,以

及海浪参数 Hs(有效波高，单位为米) 和 Te(海浪周

期，单位为秒)的双变量分布情况。

使用了多种参数来确认波能潜力和波能转换

器的效率。波浪能密度 (Pw) 是反映一个地方的能

量水平的一种常用参数，其计算公式为[32]：

PW =
ρg2

64π
TeH2

s , (2)

ρ式中 Pw 是每米波峰的能量通量 (kW/m)， =

1025 kg/m3，海水密度，g 是重力加速度。注意，

公式（2）只能用于表述深水区域的波能，因为当

前的评估作业中也考虑了离岸参考位置。在特定

水深处，可用 Venugopal 和 Reddy [36]给出的公式

来计算波浪能通量:

P = ρg
2πw
0

∞w
0

S ( f , θ)C̄g ( f , θ)d f dθ (3)

C̄g ( f , θ)

式中 (f, θ) 是频率为 f、海浪传播角为 θ 时的方向

能源谱密度， 则是得到的海浪群速度。

常常采用利用率 (Cf) 来确定波能转换器的效

果。此指数可以定义为

C f = 100
PE

RP
(4)

式中 PE 是波能转换器提取的电功率，RP 是各个

系统的额定功率。波能转换器提取能量的波阵面

部分与接触宽度 (单位为 m) 有关，其计算公式

如下：

CW =
PE

PW
(5)

表 3 中列出科学家根据一些理想波能转换器

在多种海岸环境下运行时得出的一些常见数据。

3    风能–波浪能复合发电项目

风和海浪的行为方式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

系。因此，海洋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发工作的下一

步计划应是开发位于同一地方的复合发电系统或

者安装在岛屿上的复合系统[37]。联合项目可以结

合漂浮式风机 (比如 Wind Float 系统) 和能量转换

器，以从海上区域获取能量，并可降低初期投资

额度。在这类装置中，新建的港口基础设施或现

 

表 2    商业波能转换器系统的主要特点 [28, 32]

种类 装置
尺寸
(m)

容量
(kW) 迄今为止的项目

点能量吸收器
Pontoon能量转换器

(PPC) 80 3619 研发阶段

海洋能量浮标 (OE) 50 2880 研发阶段 (1:4比例模型)

Wavebob 20 1000 研发阶段 (1:4比例模型)

CETO 7 260
西澳大利亚 Garden岛

英国Wave Hub和 Cornwall，已获得批准 (每个项目 3 MW)

Seabased AB 3 15 瑞典 Sotenäs，已获得同意，10 MW示范电站

衰减器 海洋能 16.75 3587 爱尔兰 Galway海滩，现场测试

Wave Star 70 2709 丹麦 Hanstholm(1:2比例模型，600 kW机型)

Pelamis 150 750 葡萄牙 Agugadoura(2.25 MW项目)，公司遇到财务问题

Oceantec 52 500 海试，1:4比例模型

终结器 Wave Dragon 5900 丹麦 Nissum Bredning, 原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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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港口设施都可开发利用于复合发电系统，将

发电功能和港口保护功能结合在一起[38, 39]。

这种项目的潜力是由混合电能输出决定的，

其能量密度较高且能顺利地入网，单一能源的状

况发生变化时整体受到的影响较小。比如，没风

的时候，还可以利用海浪能来发电。若发电机可

以共享相关的基础设施，则可降低初期的安装成

本，尤其是海浪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因此，加快

将波能转换器从研发阶段过渡至全面运营的海浪

能发电站阶段的进程是可能的。使用这种综合技

术方案可以在一个现场同时使用风能和海浪能这

两种能量发电。将波能转换器融入现有的海上风

电项目，会降低海浪高度，产生一定的影子效

应，进而需要延长运维工作的时间间隔[40−42]。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封闭型大洋盆地等温

和型资源，这样适宜于进行波浪能开发的区域位

置也会明显增多[43, 44]。

图 5 给出了两种类型的复合风电–海浪发电系

统，其性能可能已超过了目前研发工作的水平。

Wave Treader 是为海上风机设计的，也有系泊功

能。漂浮式发电装置是另外一种有趣的设计方

案，这种方案采用数艘驳船，风机可以在船舶平

台上运行。总体上，现阶段开发的复合系统都是

这两种方案的改良版。

目前还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海浪能发电场投

运，因此多数研发工作都只能关注一些假设的情

景。其中一种方案是在开发风电场的同时开发大

规模的海浪能发电场。

 

表 3    冬季利用率的均值和捕集宽度 [28]

海浪能量转换器
地区

冰岛 Azores岛
Madeira

Archipelago Canary岛

Wave Dragon
Cf 43.4 42 28.8 21.7

CW 62.1 49.4 50.2 66.4

Pontoon能量转换器 9.45 5.58 4.23 3.48

10.1 4.32 4.76 7.06

海洋能量 17.1 15.4 10.1 7.08

13.7 10.2 10.2 12.1

OE 11.7 10.4 6.25 4.06

8.51 5.48 5 5.5

Wave Star 13.8 12.5 7.57 4.84

9.41 6.27 5.69 6.27

AWS 23.6 23.2 16.9 11

9.68 10.3 11.1 11.5
 

 

Te (s)

Te (s)

H
s (

m
)

Hs (m)
(%)

 
图 4   (A) Aqua Buoy系统的功率矩阵和 (B) Leixoes地区 (葡萄牙) 得到的海洋状况的双变量分布状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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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波能转换器从海浪中提取能量的一个好

处是运行中的波能发电场可以保护其所在的海岸

段，防止海浪和沿岸海流对海堤产生侵蚀作用。

局部看来，预计水流速度和沉积速度的变化会很

大。波能发电场所在的海岸侵蚀状况会发生变化

(加快或减慢)，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地的海浪状况和

海岸线特点[19]。在 Lews Castle College实验室的实

验结果显示，波能转换器可以有效地保护海岸[47]。

图 6 给出了 2 个案例研究的情况，评估了局

部海浪场中不同的风能–波能项目的各种影响。结

果显示，影子效应取决于海浪方向、波能发电场

的空间取向、海岸线、海浪强度和波能发电场的

能量吸收特性等多种因素。要保护一段海滩，首

先要确定当地的海浪情况，然后再确定最优的波

能转换器配置，还须考虑临近的海岸线可能出现

的多米诺效应。表 4 给出了葡萄牙 Leixoes 区域

(临近 Porto 市) 的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考虑了海

浪状况和吸收状况。

4    波能发电的成本预测

相比于其他可再生能源，波能发电的成本仍

旧太高。但是，波能中的势能最适合用于加快海

浪发电技术的发展。降低成本的相关研究是推动

波能发电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总体上，估

计海浪能发电项目的主要成本因素包括初期投资

(34.68%)、运维成本 (40.19%)、更换成本 (24.81%)、

预运营成本和退役处理成本 (0.33%)[37]。波能转换

器价格实例如下：Wave Dragon (额定功率 7000 kW)，

 

 
图 5   风能–波能联合平台：(A) Wave treader[45], (B)漂浮式发电装置[46]

 

 

 
图 6   多种海岸环境中报告的结合风电和海浪能发电的情形：(A) Leixoes (葡萄牙) [35] 和 (B) Porto Ferro (撒丁岛)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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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38 652欧元/机组；Pelamis (750 kW), 21 188 470
欧元/机组；和 Aqua Buoy (250 kW), 169 507 欧元/
机组[37]。

平准化电力成本指数 (LCOE) 可以反映一种

发电技术的竞争力，其考虑了在特定项目的使用

寿命周期内可能产生的所有成本。若假定运维成

本和发电成本是恒定的，则平准化电力成本的计

算公式如下：

LCOE =
S CI+S LD

87.6LF
r(1+ r)n

(1+ r)n−1
+

OM
87.6LF

(6)

式中 SCI 为电厂装置的资本成本 (欧元/kW)，SLD
是平准化退役处理成本 (欧元/kW)，LF 是装置的

负荷系数，r 是贴现率，n 是设施的使用寿命

(年)，OM 年化的运维成本 (欧元/kW)。此公式为：

LF =
AEP
87.6R

S LD =
SDC

(1+ r)n

(7)

其中年发电量 AEP(单位 kWh) 是根据额定功率

R(单位 MW) 得到的，SDC 为装置使用寿命结束

后退役处理的相关成本 (欧元/kW)。
由于没有已投运的大型海浪能发电站的实

例，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数据源可用于成本分析，进

而致使多数现有的研究基础都是假设的场景[50−52]。

类似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用于评估经济性的方法

都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等其他领域[53]。

据陆上风电行业的分析师估计，平准化能源

成本的范围为 40~115 欧元/MWh，对应的利用率

为 15~46%。据报告，欧洲的均值为 80 欧元/MWh，
美国的平均值则为 83 欧元/MWh。西欧运行的离岸

发电行业的平均平准化能源成本为 218 欧元/MWh，
对应的利用率为 32~42%。若是太阳能光伏行业，

预计相应的平准化能源成本为 67~372 欧元/MWh，
利用率为 11~21%。地热发电系统的最大平准化能

源成本为 234  欧元 /MWh，利用率则可高达

95%[54]。水电行业的小型发电装置的平准化能源

成本范围为 16~266 欧元/MWh，大型系统的平准

化能源成本范围则为 20~256 欧元/MWh。潮汐和

波浪能发电领域也有类似趋势，也有成本很高、

中等和较低的情况。波浪能发电领域各部门的成

本估值从高到低为：高成本：14欧元/MW(资本支

出)，127 130 欧元/(MW·a)(运营成本)，25%（利

用率），897 欧元/MWh(平准化能源成本)；中等

成本： 7.44 欧元/MW，127 130 欧元/(MW·a)，
30%（利用率）， 420 欧元/MWh；低成本 4.64 欧
元 /MW，127 130 欧元 / (MW·a)，35%（利用

率），241 欧元/MWh[54]。

5    结论

要获得成功，海浪能研发项目需要找出一些

方法来降低发电的成本，并且找到一些方法保护

波能转换器，使其能够耐受海洋的恶劣环境和腐

蚀性问题。多数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工作都仍停

留在理论层面。目前的投产前系统 (如 Wave
Dragon，PowerBuoy，Pelamis，Wave Roller，
Archimedes Waveswing (AWS)) 等都是工业界和学

术界合作的成果[55]。但是，这并不能保证特定的

设计方案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因为报告显示，各

种波能转换器装置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特定现场的发电潜力取决于浪高和海浪方向

等因素，同时如果现场是一片保护区或者在船舶

的航线附近，相关应用也会受到极大限制。由于

波能转换器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更为实际的一

个解决方案是，结合利用其他海洋发电项目来加

快本行业的开发利用。若使用风能–海浪能复合发

 

表 4    Leixoes 目标区域 [35] 风电–海浪能发电场中存在的海浪高度衰减 (%)(MA, 中等吸收率；HA, 较高吸收率)

案例研究
参考点

P1 P2 P3 P4 P5 P6

CS1平均总时间 MA 3.7 13.77 15.88 14.02 4.49 2.92

HA 6.79 23.91 27.65 24.39 6.74 4.09

CS2冬季平均时间 2.94 14.69 12.74 10.53 2.67 2.29

5.04 26.07 24.32 19.43 4.2 3.43

CS2风暴事件 1.33 11.26 7.16 4.71 1.72 1.74

2.93 22.25 14.58 9.42 2.9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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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项目方案，海浪能可以补偿风能不稳定产生的

相关问题，风能的波动性比海浪能的波动性要大

很多，且更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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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可燃废弃物为燃料的液体燃料电池研究

刘聪敏1，张    喆2，刘    伟2，徐    冬3，郭    桦3，

何广利1，李先明1，邓渝林2,*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Clean-and-Low-Carbon Energy, Future Science Park,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11, China; 2.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lanta, GA 30332-0620, USA; 3. Guodian New Energ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Future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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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可燃废弃物由于其有机质含量高，热值高，被视为一种具有极大潜力的能源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

发展，能源需求量急剧增长，与此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使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

种绿色环保的方式从农业废弃物中获取能源。在本项研究中，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把农业废弃物直接作为燃料的液体

催化燃料电池技术。这种类型的液流燃料电池可以直接将农业可燃废弃物在常压下转换为电能，反应温度为 80~150 ℃，

是一项绿色环保的新型电池技术。杂多酸作为催化剂和电荷载体驱动液流电池。以小麦秸秆和酒糟代表农业可燃废

弃物的主要组成成分进行了电池效能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以农业可燃废弃物为燃料的液流燃料电池能量密度高达

111 mW/cm2，是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数千倍之多。

关键词: 生物废弃物；农业可燃废弃物；燃料电池；液体燃料电池；杂多酸

 

引言

世界能源需求量以每年 1.8% 的速率递增[1]。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3 种化石能源——石油、天

然气和煤——消耗量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 80%
以上。2015 年美国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占总能源消

耗量的 81.5%。多项研究表明，化石燃料的过度

利用会造成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可供利用的能

源来源日益减少和全球环境持续恶化[2]。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

同样的挑战：通过化石能源新技术保障能源供给

安全和改善环境问题。这些相互制约的需求使得

开发以环境友好且可持续的方法获取能源成为迫

切并且可取的方式。生物质被认为是“零碳能

源”，是一种常见的可再生能源[3]。根据美国能源

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的报告，美国国

内每年林业和农业生物质产量已超过 13 Gt[4]。这

些产出的生物质部分可以用于替代化石能源。农

业可燃废弃物，如小麦秸秆、酒糟和其他一些农

业废弃物是很容易获取的生物质能源。这类农业

可燃废弃物产量巨大，例如在中国，秸秆的年产

量约为 7 Gt[5]。目前有几类技术可以利用生物质作

为原料生产电能，如通过燃烧、气化将其用于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 l i d  Ox ide  Fue l  Ce l l ,
SOFC)[6−9]，微生物燃料电池 (Microbial Fuel Cell,
MFC)[10, 11]和直接碳燃料电池 (Direct Carbon Fuel
Cell, DCFC)[12, 13]。生物质燃烧或气化后，利用蒸

汽轮机发电是已经实现商业化的生物质发电技

术。由于生物质能量密度低，更适合于相对小规

模的分布式发电[14]。

以生物质为能源的燃料电池可以分为两种类

型：间接生物质燃料电池和直接生物质燃料电

池。间接生物质燃料电池近些年来得到了深入研

究[15, 16]。这一类型的燃料电池可以将生物质转化

为各种类型的燃料，例如糖类 (如葡萄糖、木

糖)、合成气、沼气或者生物质炭。转化后的燃料

可以用于燃料电池，从而转化为电能。然而，两

级转化过程使得利用生物质作为能源来源变得非

常复杂。燃料电池技术直接将生物质转化为电能

是一项非常有前景的技术。然而，SOFCs 需要很

高的工作温度 (500~1000 ℃)实现生物质气化[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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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OFCs 相比，MFC 的优势是可以在相对较低

的温度下工作。与此同时，其劣势是能量输出

低，反应条件苛刻，电池寿命短，这些劣势限制

了微生物燃料电池的应用[19, 20]。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olymer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PEMFC) 是另外一种非常有前

景的燃料电池技术。质子膜燃料电池以氢气或者

小分子量的醇类为燃料，能量转化率高，作为分

布式能源在诸多领域成功实现商业化。然而，对

于聚合物生物质，如淀粉、木质素和纤维素，并

不能直接应用于质子膜燃料电池中，因此化合物

中的 C―C 键不能用贵金属催化剂在低温下完全

电化学氧化成二氧化碳[21, 22]。据报道，即使对于

最简单的 C―C 分子，如乙醇也是有限制的，这

是由于以贵金属作为阳极催化剂时，燃料只能转

化为乙醛 (-2e-) 或乙酸 (-4e-)，总共 12 个电子，只

有 16.7% 和 33.3% 可以转换为电能[23, 24]。因此，

实现生物质燃料中 C―C 键的裂解是开发高效

PEMFC 的主要挑战。此外，贵金属如 Pt，Au 和

Ru 等，很容易被生物质中的杂质所毒化[25, 26]。为

了克服和解决这些挑战，寻找改善的方法和设备

实现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能，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液流燃料电池 (Flow Fuel Cell, FFC) 是一项全

新的燃料电池技术，可以直接将生物质能转化为

电能[25−28]。液流燃料电池可以将天然聚合物生物

质，如树木、草本植物、农业废弃物、藻类和其他

一些生物质材料，转化为电能。理想的情况下，

天然生物质可以直接作为燃料电池的燃料使用，

不需要进行任何预纯化或者化学处理。这项新技

术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研究突破[25−28]：(a) 直接

使用原生态的生物质 (不需要任何纯化处理 )；
(b) 能量密度高 (能量密度与醇类燃料电池相当，

是纤维素为燃料的微生物燃料电池能量密度的

3000 多倍)；(c) 完全不需要贵金属作为催化剂；

(d) 采用了杂多酸作为催化剂和电荷载体，该催化

剂性质稳定并且不易被毒化，对无机和有机的毒

化物质有较强的耐受性；(e) 燃料电池成本低 (直
接使用生物质，并且不使用贵金属作为催化剂)；
(f) 可以作为小型的发电单元或者大型发电设施使

用；(g)具有可持续性。

1    FFC 工作原理

FFC 是一项全新燃料电池技术，不采用任何

贵金属作为催化剂[25, 26, 29, 30]。电池利用两种具有不

同氧化还原电势的杂多酸 (POM) 溶液作为催化剂

和电荷载体：其中一种杂多酸溶液在阳极端，光

照或者加热条件下氧化生物质；另外一种杂多酸

溶液在阴极端与氧气发生反应。液体燃料电池的

示意图如图 1 所示。电池由两个 3D 石墨非金属

 

 
图 1   液流燃料电池 (FFC)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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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和处于电极板中间的 Nafion 115 质子交换膜

组装而成。POM-I 溶液 (H3PMo12O40) 与生物质废

弃物一起储存于阳极电解槽中。通过光辐射或者

直接加热的方式可以引发生物质燃料的氧化反

应，该氧化反应在阳极电解槽中发生。还原态的

POM 溶液在蠕动泵的作用下被输送到电池阳极。

如图右侧所示，非 kegging 型的 H12P3Mo18V7O85

水溶液 (记为 POM-II ) 储存于阴极电解槽中。

POM-II 通过与氧气的氧化还原反应实现循环再

生。为了提高氧气与 POM-II 的反应速率，在阴极

电解槽内引入了气体分布器。

FFC 的工作原理是利用 PMo12 的氧化能力在

热辐射的条件下氧化生物质废弃物，与此同时杂

多酸由氧化态 (POM-IOx) 变为还原态 (POM-IRe)，
还原态经过在外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催化电化学

反应，失去电子重新回到氧化态。还原态的 POM-II
溶液可以通过与氧发生化学反应实现再生，反应

过程不需要贵金属催化剂。POM-I 和 POM-II 是
作为催化剂使用而不是反应物，因此两种溶液在

经历全部反应后回复到初始状态完全再生且没有

任何质量损失。因此，燃料电池的净反应仅与生

物质废弃物和氧气相关。

式 (1)~(5) 表示燃料电池全部放电过程。在阳

极侧，选定的温度下，生物质被降解为小分子，

甚至分解为二氧化碳。与此同时，杂多酸中的五

价钼离子被还原成了四价钼离子：

Biowaste+ [PMoVI
12O40]3−→ [HnPMoV

n MoVI
12−nO40]3−

+CO2+degraded products
(1)

然后，作为电荷载体的还原态四价钼离子运

动到阳极释放电子，即，电极放电：

[HmPMoV
mMoVI

12−mO40]3−→ [PMoVI
12O40]3−+

me−+mH+
(2)

阴极侧，电荷载体 POM-II 接受来自阳极侧电

子和质子后处于低化学价态。

[P3V7Mo18O85]12−+me−+mH+→
[HmP3VIV

m VV
7−mMo18O85]12− (3)

还原态的 POM-II 可以通过与氧气反应得到再

生，具体的反应过程如式 (4) 所示，但是由于该反

应为气–液两相反应，因此 POM-II 再生反应速率

较慢。反应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气体分布器来提高

反应速率。

[HmP3VIV
m VV

7−mMo18O85]12−+
n
4

O2→

[P3V7Mo18O85]12−+
n
2

H2O
(4)

综合反应 (1)~(4)，可以得到生物质废弃物发

电的总反应方程式：

Biowaste+O2
heat−−−→degraded products+

CO2+H2O
(5)

2    实验部分

2.1    材料

实验中所使用的农业可燃废弃物为小麦秸秆

和白酒酒糟。小麦秸秆来自中国河北省。小麦秸

秆经过自然风干，然后机械粉碎至 50 目以上。酒

糟来自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酒糟

样品经过冷冻干燥 48 h 后，粉碎。小麦秸秆和白

酒酒糟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可溶性糖和蛋白质等物质。

具 体 的 组 成 成 分 如 表 1 所 示 。 磷 钼 酸

(H3[PMo12O40])、双氧水、磷酸 (85 wt%) 和三氧化

钼采购于阿拉丁试剂公司，五氧化二钒采购自西

亚试剂公司，高密度石墨板和石墨毡由国药集团

提供。本实验中使用杜邦公司的 Nafion®115(127 um
厚)作为质子交换膜。

阳极：取 0.15 mol H3[PMo12O40] 置于烧杯

中，加入 0.5 L 去离子水配制成浓度为 0.3 mol/L
的 POM-I 水溶液。将烧杯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中，

并设置恒温 60 ℃，维持加热和搅拌 1 h，从而使

磷钼酸固体全部溶解于水中。

阴极：使用 H12[P3Mo18V7O85] 溶液作为阴极

电解液 (POM-II)，具体合成方法在我们前期研究

工作中进行了详细介绍[25]。简单说来，(1) 准备溶

 

表 1    小麦秸秆和酒糟组分

物质种类
含量 (wt%)

小麦秸秆 酒糟

纤维素 34.92 39.81

半纤维素 18.75 21.14

木质素 21.57 27.75

可溶性糖 5.21 2.75

蛋白质 4.93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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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A：取 25.48 g五氧化二钒，将其溶解于约 4 ℃的

1500 mL 去离子水中，在上述混合物溶液中缓慢

滴加 200 mL H2O2 (30%)，反应在冰水混合物环境

的恒温水浴中进行并伴随磁力搅拌。滴加 2.66 mL
H3PO4 (85 wt%)，将上述溶液置于室温条件下继续

搅拌 4 h，从而确保分解过量的双氧水。(2) 准备

溶液 B：将 103.68 g MoO3 加入到 1000 mL 去离

子水中，随后加入 5.66 mL H3PO4 (85 wt%)，加热

回流直至 MoO3 全部溶解，形成一种亮黄色溶

液。(3) 合成 H12[P3Mo18V7O85]溶液。将溶液 A(大
约 200 mL 每次) 缓慢加入到溶液 B 中，维持溶液

处于沸腾状态直至形成稳定均一的溶液。将溶液

浓缩至 133.3 mL，此时溶液浓度为 0.3 mol/L。

2.2    燃料电池集成

为了中和石墨毡，将石墨毡浸泡于硫酸和硝

酸混合溶液中，溶液加热至 50 ℃，浸泡时间

30 分钟，随后将浸泡后的石墨毡用去离子水多次

洗涤。将预处理过的石墨毡填充到燃料电池的液

体石墨电极板的液体流道中。电池两侧的石墨电

极板液体流道有效面积为 1 cm2。Nafion 115 质子

交换膜被放置在两片石墨电极板中间。在电极板

外增加两片塑料板，起到单电池固定作用，并且

加入聚四氟乙烯垫圈防止液体泄漏。采用蠕动

泵、聚四氟管分别输送电解液进入、流出单电池

的阴、阳两极。在阳极侧的电解液 (POM-I 溶
液) 通过蠕动泵在由阳极反应槽进入到阳极电极板

前需要经过 0.2 um 的过滤器过滤掉溶液的物体杂

质，液体流速为 30 mL/min。与此同时，POM-II
通过蠕动泵的作用，以同样的流速 (30 mL/min)

由阴极反应槽输送至电池阴极电极板。在放电过

程中，阳极反应槽温度始终维持在 80 ℃。为了将

还原态的 POM-II 溶液氧化再生，将氧气通过增加

泵加入到阴极反应槽内，氧气通过气体分布器进

入到 POM-II 溶液中，阴极反应槽温度为 80 ℃。

采用普林斯顿应用研发公司 (Princeton Applied
Research) 的电化学工作站，通过控制恒电压方法

测量燃料电池的 I-V曲线。

2.3    生物质废弃物的表征方法

2.3.1    NMR (核磁共振)
对酒糟原料及残渣进行分析，获得了样品的

固态13C CP/MAS NMR谱图，测试接触时间为 3 ms
和 1 s的循环延时，扫描次数为 6000。
2.3.2    TGA(热重分析)

利用 STA6000(Perkin Elmer) 综合热分析仪将

生物质废弃物 (约 10 mg) 在氮气气氛下以加热速

度为 10 ℃/min 由 30 ℃ 加热到 1000 ℃，测量固

体质量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物质废弃物与 POM-I 的氧化还原反应

3.1.1    POM浓度的影响

研究中通过进行一系列实验，采用不同浓度

30 mL 杂多酸溶液 (0 .05 mol/L，0.1 mol/L，

0.2 mol/L 和 0.3 mol/L) 与 0.6 g 小麦秸秆或者酒糟

在 100 ℃ 条件下，反应 2 h，通过反应结果，研

究 POM 浓度对生物质氧化还原的影响。还原态

的 POM-I 溶液经过过滤后被用作液体燃料电池的

阳极溶液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图 2 表明燃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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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压–电流–密度和电压–功率–密度曲线

(A) 小麦秸秆 (干基，0.6 g)；(B) 酒糟 (干基，0.6 g)；反应条件为：与杂多酸溶液 (30 mL) 在 100 ℃ 反应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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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能量密度随着 POM-I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以

小麦秸秆为燃料时，当 POM-I 浓度为 0.05 mol/L
时，电池的功率密度为 43 mW/cm2，POM-I 浓度

增加到 0.3 mol/L时，电池能量密度升高到 64 mW/cm2。

以酒糟为燃料时，POM-I 浓度为 0.05 mol/L 时，

电池的功率密度为 37 mW/cm2，POM-I 浓度增加

到 0.3 mol/L时，电池能量密度升高到 65 mW/cm2。

3.1.2    温度和反应时间的影响

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较高的反应

温度和更长的反应时间有利于改善 POM-I 和生物

质废弃物的氧化还原反应。因此，我们进一步选

择了三个实验温度 80 ℃，100 ℃ 和 150 ℃，反应

在高压反应釜中进行。反应结束后，将溶液冷却

至 80 ℃用于燃料电池性能测试。将小麦秸秆 (0.6 g)
与杂多酸溶液 (30 mL, 0.3 mol/L) 在不同温度下反

应，反应时间分别为 2，6，12 和 24 h。反应后

POM-I 溶液在进行电池性能测试前需要过滤，去

除溶液中的固体残渣。结果如图 3 所示。当反应

温度为 80 ℃ 时，电池的功率密度随着反应时间

的逐渐延长 2，6，12 和 24 h 而增大，相应的功

率密度分别为 40，50，60 和 79 mW/cm2。理论

上，液体燃料电池的功率密度主要由 POM-I 溶液

的还原程度决定，延长反应时间使得更多的电子

由生物质分子转移到 POM-I 溶液中，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 POM-I的还原程度。

当降解温度为 100 ℃ 时，经过 2 h 反应，电

池功率密度达到 63 mW/cm2，在同样的温度条件

下，随着反应时间分别延长到 6 h，12 h 和 24 h，
功率密度增加到了 75，80 和 88 mW/cm2。当温度

升高到 150 ℃ 时，经过 2 h 反应，电池功率密度

达到 80 mW/cm2，6 h 后能量密度为 104 mW/cm2。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延长反应时间时，电池的功

率密度不再大幅度增加。这是由于当反应温度达

到 150 ℃ 时，POM-I 与生物质之间的反应速率非

常快，当反应进行到一定程度后，POM-I 的还原

度不再随时反应时间的延长而持续提高。

燃料变为酒糟时，我们获得了与小麦秸秆相

类似的实验结果。当生物质降解过程在 80 ℃ 进

行时，功率密度为 31, 44, 50 和 65 mW/cm2，分别

对应的反应时间是 2, 6, 12 和 24 h。当降解反应的

温度升高到 100 ℃，经过 2 h 反应，电池功率密

度是 75 mW/cm2，反应延长到 24 h，功率密度提

高到 99  mW/cm 2。继续提高降解反应温度至

150 ℃，经过 2 h 的反应，功率密度相应的增加到

了 97 mW/cm2。延长反应时间可以改善电池的功

率密度，经过 24 h后，功率密度高达 111 mW/cm2

（如图 4）。

3.2    产物的表征与分析

3.2.1    13C核磁共振谱图分析

对小麦秸秆和酒糟降解反应前后的固体样品

进行了13C 核磁共振分析，谱图如图 5 所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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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压–电流–密度和电压–功率–密度曲线

小麦秸秆 (干基，0.6 g), POM-I (50 mL, 0.3 M) 反应温度为 (A) 80
℃; (B)100 ℃; (C)150 ℃, 时间 2 h, 6 h, 12 h和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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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13C 核磁共振谱图分析，小麦秸秆和酒糟原料

样品中所含的碳原子存在形式相似，含量有所不

同。谱图中不同位置的峰代表处于不同化学环境

中的碳原子[31−34]：(1)0~45 ppm：脂肪族碳；(2)45~

60 ppm：甲氧基和烷基碳原子；(3)60 ~90 ppm：醇

中 O-烷基碳原子；(4)90 ~110 ppm：多糖和木质

素等碳水化合物衍生结构中的碳原子；(5)110 ~140 ppm：

芳香环上碳原子，不饱和烃上碳原子；(6)140 ~160 ppm：

芳环被 O 或 N 取代后的 C―O，C―N 中的碳原

子；(7)160~190 ppm：脂类和蛋白质中羧基碳原

子、酰胺碳原子、酯类碳原子。对比小麦秸秆原

材料样品的谱图和反应后剩余残渣的谱图可以看

出，在 45~110 ppm 范围内的峰强度有明显的减弱

的现象。这个结果表明小麦秸秆中的碳水化合物

和氨基酸发生了降解。在对比酒糟和酒糟反应后

固体残渣的谱图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45~110 ppm范围内的峰强度减弱。

3.2.2    热重结果分析 (TGA)
热重的结果也被用于分析小麦秸秆和酒糟与

杂多酸溶液反应前后样品的差别。理论上，对于

典型的生物质样品，在 N2 气氛下降解的主要过程

发生在 150~400 ℃ 范围内：半纤维素分解在

150~350 ℃ 发生；纤维分解在 275~350 ℃ 发生；

木质素分解在 250~400 ℃ 发生[35]。纤维素的降解

产物大部分是挥发性的，而木质素则会转化为固

定碳。如图 6 所示，小麦秸秆的失重曲线主要包

含三个主要的失重区域：水分挥发发生在 35~105 ℃；

木质纤维素分解发生在 185~400 ℃ 范围内，在该

温度范围小麦秸秆失重量高达 60% 以上；当温度

超过 400 ℃，主要发生的是木质素的深度碳化反

应。小麦秸秆总失重率为 90%，剩余固体推测可

能是无机灰分和多孔的固定碳。在小麦秸秆的固

体反应残渣失重曲线中发现，固体残渣的失重率

为 58%，主要的失重温度范围是 180~400 ℃，

这说明大量的有机质在与 POM 的反应过程中发生

降解而被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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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压–电流–密度和电压–功率–密度曲线

酒糟 (干基，0.6 g), POM-I (50 mL, 0.3 M) 反应温度为 (A) 80 ℃;
(B)100 ℃; (C) 150 ℃, 时间 2 h, 6 h, 12 h和 24 h
 

 

 
图 5   小麦秸秆和酒糟与 H3[PMo12O40]反应前后样品的固体
13C核磁共振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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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糟及其反应剩余残渣的热重曲线与小麦秸

秆及其残渣的趋势相类似。主要的失重发生在

230~400 ℃ 范围内，主要是木质纤维素的降解温

度范围。150~230 ℃ 区间内的失重是由于小分子

可挥发分的蒸发所引起的，如甘油、有机酸和氨

基酸等生物质发酵副产物。如图 6(B) 所示，酒糟

的总失重率为 87%，酒糟固体残渣的失重率为

62%。这个结果同样阐明了，酒糟中大部分有机

质溶解于 POM-I，并发生了降解反应。

基于以上实验研究，一项将农业可燃废弃物

直接转化成电能的液体燃料电池技术成功开发并

且验证成功。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距离工业转

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以便深入地研究

该液体燃料电池系统的工作机制。首先，要深入

研究电极的化学反应机理，从而更好地理解电极

侧氧化还原反应如何进行和优化。此外，作为燃

料电池电极两侧是催化剂和电荷载体的杂多酸，

其种类繁杂，可以尝试合成不同金属组成、不同

骨架结构或者不同氧化还原电势的杂多酸，与农

业可燃废弃物中的有机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作

为液流燃料电池的阳极溶液使用。POM 与有机质

的化学反应也需要深入研究，通过理解反应机理

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转化效率。

4    液流燃料电池经济分析

4.1    燃料电池系统概念设计

基于单电池性能测试结果，我们设计了 1 kW
电堆模型，具体参数如表 2。1 kW 的电堆是一个

基本的发电机组，单个发电单元实际上是包含

2 个 1 kW 的电堆，2 个电堆共享辅助控制系统部

件。发电单元可以增加到更大规模，这取决于辅

助控制系统部件的发展。

4.2    液流燃料电池成本分析

根据 2 kW发电单元性能指标的设计参数，并

 

表 2    千瓦电堆模块化设计指标及参数

设计指标 单位 数值

单电池的性能指标

开路电压 V 0.6

单电池的稳定运行电压 V 0.3

保护电压 V 0.1

稳定运行电流密度 mA/cm2 150

最大电流密度 mA/cm2 300

额定功率密度 mW/cm2 45

电堆性能指标

电池数量 Cells 32

电池的有效接触面积 cm2 700

电堆的开路电压 V 19.2

额定功率 V 9.6

保护电压 V 3.2

额定电流 A 105

最大电流 A 210

额定功率 W 1008

发电单元的性能指标

电堆数量 Stacks 2

开路电压 V 38.4

额定电压 V 19.2

保护电压 V 6.4

额定电流 A 105

最大电流 A 210

额定功率 W 2016
 

 

 
图 6   (A) 小麦秸秆及其反应剩余固体残渣; (B) 酒糟及其反应剩余固体残渣在 N2 气氛下的失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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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作为标准的工厂制造模块，对液体燃料电池

进行自上而下的成本分析。成本分析以年产 2000
个发电单元的生产规模为基础。液体燃料电池电

堆的主要部件包含：质子交换膜、石墨双极板、

电极和辅助配件，如电堆框架结构和管路。选用

杜邦公司的质子交换膜，膜成本假设为 110~
130 美元/m2。石墨双极板由导电塑料复合材料制

成，具有高导电性，也可以耐受电池内的腐蚀性

环境。石墨双极板的预估成本为 90~110 美元/m2。

电极是由碳毡或者碳纸经由特殊预处理加工

而成。碳材料是一种常见的工业产品，具有高比

表面积。毛毡材料由人造丝或聚丙烯腈纱线制成，

其通过热解碳化、毡化方法转化成布。在批量加

工处理的情况下，预计碳毡的成本约 40~60美元/m2。

其他辅助组件有：电堆的框架结构用于电极板组

成电堆并实现压紧和密封；液体管路包含电解液

流入、流入管路和电堆内的液体流场及电化学连

接部件。这些辅助附件大约占电堆成本的 10%。

加工一个包含 32 个电池的电堆，其主要成本

包含：33 个集流板、64 片碳毡电极和 32 片质子

交换膜。以年产 4000 个电堆 (2000 台小型发电系

统)计算，成本分析见图 7。

当系统规模扩大时，一些关键组件需要着重

关注。首先，杂多酸溶液是一种成熟的工业化学

品，成本大约在 18 美元/L。根据以上的性能测试

计算，我们假设建造 1 kW 电堆需要 10 L 溶液。

第二，本液流燃料电池需要高温防腐蚀泵运输电

解液。根据 PVC 管的市场成本预估管路成本。附

属设备成本包括电解液储罐、阀门、热电偶和其

他所有电解液回路所必需的设备。第三，发电系

统还要包含电力控制系统、变压器和电缆以及组

件互相连接的部件。基于以上提到的全部部件，

以年产 2000 套发电系统的生产规模估计，一套液

流燃料电池系统的材料成本为 1670 美元/kW，如

图 7 所示。以目前中国的发电成本 (0.1 美元/kWh)
来计算，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投资回收需要运行

20000 h。下一步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生命周期、可

靠性以及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对燃料电池技术

进行持续改进。

5    结论

以农业可燃废弃物直接转化成电能的液体燃

料电池技术是一项全新的燃料电池技术，电化学

性能结果令人欣喜。利用这项开创性的技术，可

以将生物质废物如小麦秸秆、酒糟、杂草、木屑、

水藻等直接转换为电能，电池运行条件温和，反

应在常压下，温度相对较低 (80~150 ℃)时即可进

行。以小麦秸秆为燃料的液流燃料电池能量输出

是同样以小麦秸秆为燃料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数

千倍。由于液体燃料电池在阴极和阳极都没有使

用任何贵金属催化剂，而是采用杂多酸 POM-I 和
POM-II 作为液体催化剂，因此电池不易被污染且

运行更加稳定。实验结果和经济分析都表明了液

流燃料电池是一条将可燃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电能

的清洁、低成本路线。以生物质废物为燃料的液

体燃料电池技术安全、低成本、稳定性高，不仅

适用于小规模的分布式能源发电，同样也适合于以

农业可燃废弃物为燃料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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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加氢站专利技术解析

文成玉，何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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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加氢站技术的解析过程使用了德温特创新系统 (Derwent Innovation System，DIS) 进行数据筛选。研究

人员可通过所述方法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加氢站技术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加氢站相关专利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回

顾，其结果表明加氢站技术的专利主要分布在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日本引领了加氢站技术领域的

发展方向，分析结果表明其专利技术主要来自神户制铁、新日本石油、丰田和本田。本文还对其他重要的专利申请人

包括林德、现代和德士古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提出了概括性观点，即使用专利分析方法是了解和评估加氢站商业发

展趋势的有效切入点。

关键词: 加氢站；加氢站专利；技术发展趋势；专利分析；专利技术

 

  引言

氢能是一种可以由水电解、天然气/甲烷重

整、煤气化和生物质发酵 (如污水、污泥和厨房废

渣) 等方式产生的清洁能源[1]。与其它能源相比，

氢能具有可再生、高效等优势，制氢原料来源广

泛，氢气制备过程也不会产生污染。虽然氢能的

利用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如单价

高，易爆，因体积能量密度低须在高压下被压缩

以用作运输燃料等。但利大于弊，氢能的利用是

降低中国对化石燃料高度依赖和发展可持续能源

供应的关键解决方案之一。

燃料电池在氢的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氢

燃料和氧化剂在燃料电池中转化为电能供车辆和

其他电气设备利用[3]。为了推广以氢为燃料的燃料

电池汽车 (Fuel Cell Vehicles, FCV)，欧美日等国

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加氢站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

日本建成并运行的加氢站超过 95 座，欧洲建成并

运行的加氢站超过 90 座，美国建成并运行的加氢

站超过 50 座。我国建成并运行的加氢站目前为

6 座，但全部为示范站，分别位于北京，上海、

郑州、大连、云浮和佛山[4]。2017 年 10 月，丰田

在江苏省常熟市建设了第七座加氢站。

加氢站是燃料电池汽车运行的必备条件，也

是整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氢站主要由控制系统、储氢设备、氢气压

缩机和加氢机等多个单元组成。所有单元和相关

技术对于确保加氢站的稳定可靠运行、氢的高利

用率和安全性都非常重要[5]。20 世纪 90 年代起加

氢站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仍存在一些技

术挑战需要寻求解决方案，包括从储氢罐到

FCV 的高压氢转移和加氢站控制系统中关键单元

的集成。制定加氢站的技术发展计划以及商业化

战略过程中往往需要进一步辨别和研究最相关的

技术。为实现未来市场中的商业化战略，这项工

作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投入和保

持预期的方式确保他们在该研发领域中的地位[6]。

众所周知，专利是了解和研究相关技术发展

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研发初期，我们可以通

过检索专利技术了解该技术的应用领域[7]。通过研

究专利我们可以掌握技术改进及其商业化信息。

与此同时，申请专利也是政府通过提供保护和排

他性权利以鼓励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申请专

利使得相关领域技术的利用率得到了提高，这在

预测该领域技术发展趋势和商业化趋势方面起到

了关键作用[8]。通过申请专利设置技术壁垒也是一

种争取潜在市场和进行商业封锁的战略方式[9]。

专利分析提供了包括竞争对手、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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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进和排他性范围等高价值潜在信息[10]。著

录项目信息通常用于统计分析中，包括专利申请

数/优先权申请数、申请日期、申请国家、申请人

和后续专利引用数量等信息[11]。一个技术领域的

专利申请数量及其增长趋势可以用于分析该领域

技术在各国的商业化趋势或评估相关申请人的技

术价值。一个技术领域的优先权申请数量及其增

长趋势可以用于分析各国或各个申请人在该领域

的技术开发能力。一项专利的后续专利引用数量

可以被用来评估该专利技术在所属领域中的重要

程度[12]。

本文对加氢站的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回顾，

为研发人员提供了加氢站专利技术发展信息。本

文对几个重要国家以及主要企业的加氢站专利技

术进行了重点解析，这些重要国家和主要企业在

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技术竞争能力方面与其他国家

和企业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此次分析的主要目的

在于判断和评估该技术领域所处的专利技术现

状，在制定重要技术研发计划和确定商业化策略

时提供参考依据。

1    检索和筛选

1.1    专利检索

首先，使用 DIS 进行检索，共获得与加氢站

技术相关的 1036 项专利/专利申请 (以下称专利)
信息。需要说明，此次检索是在 2017 年 12 月进

行的，使用的关键词为 hydrogen station，hydrogen
fuel station 和 hydrogen refuel station，本文仅解析

加氢站领域的技术 (以下称专利技术)信息。

1.2    数据筛选

对上述检索后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初步专利分

析，依据专利申请国家和优先权国家按年度进行

汇总后发现，专利集中分布在日本、美国、欧洲

和中国，而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德国

和韩国。因此，在筛选数据时综合考虑关键技术

领域、国际专利分类号 ( In terna t iona l  Pa tent
Classification，IPC) 和德温特专利索引手工代码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DWPI) 等信息后，

将专利技术分析重点放在中国、日本、美国、欧洲

和通过专利合作条约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申请的专利上。

在完成上述专利检索和数据筛选后获得了共

877 项专利 (申请日自 1998 年至 2017 年)，本文针

对这些专利进行了分析。

2    结果和讨论

2.1    加氢站专利分布及发展趋势

图 1 给出了加氢站技术重要申请国家/地区的

申请变化趋势。1998 年本田汽车公司申请了第一

个加氢站技术专利，在随后的五年中技术却发展

相对缓慢。但自 2002 年开始，加氢站技术的专利

申请数量大幅增加，从申请区域上，加氢站专利

明显集中在日本，其专利数量达到 482项。

专利申请国家及其申请年度的变化趋势反映

的是被实施专利布局的国家/地区的专利密集度、

 

专
利
数
量

 
图 1   加氢站专利技术 IPC(前 15)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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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重要性及发展情况等。如图 1 所示，日本最

早的加氢站专利申请出现于 1998 年，在此之后

的 2000 年至 2016 年间专利申请数量一直位居第

一。实际上，日本一直以来都以构建氢能社会为

国家发展目标，其加氢站密度世界排名第一，从

专利数量占世界专利数量的比重、分布等布局情

况也客观地反映了加氢站技术在日本的重要地

位。中国、美国和欧洲也是进行专利布局的主要

目标国家/地区，特别是自 2005 年中国的专利申

请数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同时，PCT 申请和

欧洲专利总数达到 151 项，反映了加氢站技术中

关键技术专利的比例相对较高。

2.2    加氢站专利技术来源地分布及发展趋势

图 2 给出了加氢站技术专利的重要优先权国

家的申请变化趋势。从图 2 可见，加氢站专利技

术主要来自 5 个国家，分别为日本、美国、德国、

韩国以及中国。日本和美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进

入该技术领域，是最早起步进入加氢站相关技术

研发行列的国家。自 2004 年进入技术成长期以

后，各国专利布局速度加快，德国和韩国也逐步

进入该研究领域。

由图 1 与图 2 可见，自 2004 年日本作为优先

权国家的专利数量稳步增长并且稳居世界第一，

相反，美国作为优先权国家的专利数量有所减

少。中国专利大部分是本国专利，这反映出中国

企业在加氢站领域还未进入对其他国家进行专利

布局的阶段。但显然，中国国内加氢站专利数量

呈现出较强的上升趋势。

2.3    加氢站专利技术解析

为了解重要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对 877

项加氢站专利技术信息根据 IPC 号进行了汇总和

统计。加氢站系统三大核心技术包括氢气压缩

机、高压储氢罐以及氢气加注机的相关制造技术。

从技术集中度上看，这些专利技术集中且覆盖在

关键技术领域 (F17C 5/00和 F17C 13/00)中。加氢

站的监测和控制过程相关的专利技术分布在 F17C

13/02 和 H01M 8/04 技术领域。原位制氢或燃料电

池的技术以及燃料电池与制造反应剂或处理残物

装置的结合方法分布在 C01B 3/38 技术领域的

54 项专利和 H01M 8/06 技术领域的 91 项专利

中。上述技术领域和专利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图 3 给出了加氢站专利重要技术领域分布情

况，由此看出，加氢站技术研发的主要目标技术

领域集中在 C01B 3/00，F17C 5/00，F17C 13/00

以及 H01M 8/00 的技术领域。C01B 3/00，F17C

5/00，F17C 13/00 和 H01M 8/00 的技术领域描

述，如表 1所示。

2.4    日本的重要申请人及其专利技术

为保证加氢站技术领域的核心/重要技术在市

场中的领先地位，企业往往将专利布局作为重要

的市场战略。一项专利技术重要与否可根据被引

次数以及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情况作为判断依

据，也能进一步评估和判断该技术的权利人是否

属于加氢站专利技术领域中的重要专利申请人。

表 2 使用 DIS 提供了在日本加氢站专利领域的重
 

 
图 2   加氢站技术重要申请国家/地区的专利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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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专利申请人及其专利技术信息。由表 2 可见，

日本排名前 4 的专利申请人分别是神户制钢、新

日本石油、丰田和本田，这些企业引领了加氢站

技术领域的核心/重要技术的发展。

 

表 1    加氢站专利技术重要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IPC类 IPC大组 所属小组的技术领域描述

C01B C01B 3/00 (199项专利)：氢；含氢混合气；从含氢混合气中
分离氢；氢的净化

C01B 3/38 (54项专利)：氢气或含氢混合气体的制
备；通过气态或液态有机化合物与气化助剂反应，
如水、二氧化碳、空气；使用催化剂

F17C F17C 5/00 (248项专利)：液化、固化或压缩气体装入压力容
器的方法和设备

F17C 5/06 (230项专利)：用于填装压缩气体

F17C F17C 13/00 (137项专利)：容器或容器装填排放的零部件 F17C 13/02 (72项专利)：指示、计量或监控装置的专
门应用

H01M H01M 8/00 (204项专利)：燃料电池及其制造 H01M 8/04 (109项专利)：辅助装置或方法，例如用
于压力控制的，用于流体循环的 H01M 8/06 (91项专
利)：燃料电池与制造反应剂或处理残余物装置的结合

 

 

表 2    日本重要申请人专利信息

重要申请人 专利数 主要技术领域 重要专利 (申请年、专利族)a

Kobe (JP) 73

压缩气体装入压力容器的方法和设备；
容器或容器装填排放的零部件；指示、
计量或监控装置；套管、气缸、气缸盖
或流体连接件

JP 4886229 B2 (2005; JP); JP 5756356 B2 (2011; JP, US, EP, CN,
WO); JP 5839546 B2 (2011; JP, US, EP, CN, WO); JP 6060028 B2
(2013; JP, US, EP, CN); JP 2015152091 A (2014; JP, US, EP, CN,
WO); JP 2015158213 A (2014; JP, US, EP, CN, WO)

Nippon Oil (JP) 62
压缩气体装入压力容器的方法和设备；
氢气制备系统；指示、计量或监控装置
或方法

JP 4143028 B2 (2003; JP); JP 4676867 B2 (2005; JP);
JP 2013087820 A (2011; JP, US, EP, CN, WO); JP 6077565 B2
(2013; JP, WO); JP 2016114463 A (2014; JP, US, EP, CN, WO)

Toyota (JP) 56
压缩气体装入压力容器的方法和设备；
指示、计量或监控装置；用于压力、温
度控制的辅助装置或方法

JP 4276605 B2 (2004; JP, US, EP, CN, WO); JP 2006312373 A
(2005; JP, US, CN, WO); JP 5332933 B2(2009; JP, US, CN, WO);
JP 5489573 B2 (2009; JP, US, CN, WO); JP 5833808 B2 (2009;
JP); JP 5261408 B2 (2010; JP, US, CN, WO); JP 5115565 B2
(2010; JP, US, CN, WO); JP 5252089 B2 (2010; JP, US, CN, WO)

Honda (JP) 50
压缩气体装入压力容器的方法和设备；
用于压力、温度控制的辅助装置或方
法；指示、计量或监控装置

JP 2000128502 A (1998; JP, US, EP); JP 4153690 B2 (2001; JP,
US); JP 5503156 B2 (2009; JP); US 8783303 B2 (2010; US, JP,
EP, CN, WO); JP 5698210 B2 (2012; JP, US); JP 5959463 B2
(2013; JP, US); US 9212783 B2 (2013; US, WO); US 9347614 B2
(2014; US, WO)

a：CN中国，EP欧洲，JP日本，US美国，WO PCT申请
 

 

 
图 3   加氢站技术重要优先权国家的专利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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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神户制钢

神户制钢公司在加氢站领域的第一项重要专

利技术于 2005 年申请 (专利 JP 4886229 B2)，该

专利已被 13 项专利引用。所述专利公开了当超高

纯度氢气通过供给管线供给到 FCV 时，在供给管

线中配备杂质脱气装置和一氧化碳去除装置的

技术。

在专利 JP 5756356 B2中公开了适用于向 FCV
的外部氢气罐供给氢气的技术。该专利也通过

PCT 申请进入了美国、中国和欧洲国家。所述专

利公开了基于检测到的氢气罐内部温度来控制驱

动、控制单元转速的技术。神户制钢公司同时提

交了另一项重要专利 JP 5839546 B2，也是关于在

FCV 储氢罐中填充氢气的专利技术。所述专利公

开了启动单元通过传感器发出的信号启动润滑油

单元和氢制冷单元的技术，该专利的专利族已被

21项专利引用。

自 2013 年起，神户制钢公司的研发重点放在

了压缩机技术领域，通过多项专利同时在本国和

其他国家进行了专利布局，包括 JP 6060028 B2，
JP 6060032 B2，JP 6087713 B2，JP 201504525
1A，JP 201601161 8A 和 JP 201619689 9A 等专

利。神户制钢在压缩机技术领域的第一个重要专

利是 JP 6060028 B2。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检测单

元的往复式氢气压缩机的专利技术，所述检测单

元用于调节由流量计测量的气体流量等于或大于

预定阈值。

近年来，神户制钢公司还加大了对供氢系统

相关技术的专利布局，并通过 JP 2015152091 A，

JP 2015158213 A，JP 2015232384 A，JP 2016
153656 A，JP 2016169824 A，JP 2017203552 A，

JP 2017032016 A 和 JP 2017129221 A 等专利进行

了公开，这些专利技术都是供氢系统领域的重要

技术。专利 JP 2015152091 A公开了具有控制装置

的注氢设备能够同时将引入侧阀和导出侧阀置于

打开状态的技术，用于向 FCV 供氢的上述设备具

有预冷系统。专利 JP 2015158213 A、JP 2015
232384 A 和 JP 2017203552 A 中还公开了在该设

备的基础上压缩单元和蓄氢单元配置关系等技术。

2.4.2    新日本石油

在 2003 年申请的专利 JP 4143028 B2 中公开

了一种加氢站燃料电池系统的氢气生产装置的操

作方法，这是新日本石油公司早期的一项重要技

术。该专利涉及在制氢过程中从产生的氢气中吸

附氧气并在停止产生氧气时将氧气释放回调节器

的技术。

相关检测技术成为 2005 年和 2006 年的主要

专利布局目标，新日本石油公司在该领域申请了

多项专利，包括 JP 4676867 B2，JP 4845695
B2 和 JP 5084591 B2 等。专利 JP 4676867 B2 公开

了一种氢气泄漏异常情况检测装置。监测单元根

据声学和成像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来评估异常。专

利 JP 4845695 B2 中公开了另一个异常检测装置，

在该专利中描述了基于由声音收集单元输出的声

学信号的频谱，利用神经网络模型产生指示泄漏

气体的声音的测定值。

在 2013 和 2017 年间，新日本石油公司申请

了一系列加氢技术专利，包括 JP 2013087820 A，

JP 6077565 B2，JP 6077566 B2，JP 6114676 B2，
JP 2016065567 A，JP 2016183684 A，JP 2016
183685 A，JP 2016183686 A，JP 20161 83074 A，

JP 2016223589 A，JP 2016114463 A，JP 201700
3086 A，JP 2017171521 A以及 JP 2017171522 A等，

这些专利大部分仅在日本进行了申请。第一个重

要的加氢技术在专利 JP 2013087820 A中公开，同

时也通过 PCT 申请进入了美国、中国和欧洲。该

技术涉及一种加氢系统，其具有轴发电单元以产

生轴功率和热，通过与原料反应产生氢气的反应

器和压缩氢气的压缩机等设备和单元。专利 JP
6077565 B2 公开了一种在蓄电池温度高于预定温

度时控制蓄能器的氢气供应的技术。专利 JP
2016114463 A 公开了一种用于分析作为燃料供应

的氢气中的污染物的采样装置，用于测定从气缸

中提取的氢气样品。

2.4.3    丰田

丰田是 FCV 技术领域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其

专利布局重点是 FCV 储氢罐中的相关注氢技术。

丰田公司的第一项重要技术在 2004年通过专利 JP
4276605 B2 进行了公开，同时也通过 PCT 申请进

入了美国、中国和欧洲。该专利的专利族被引用

了 68 次。该专利技术涉及在车载储氢罐中的充氢

系统，包括储氢装置、用于从储氢装置供应氢气

的氢气罐分配器和用于向散热器吹送空气的鼓风

机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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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2010 年间，丰田公司申请了多项重

要专利，同时在日本、美国和中国进行了布局，

包括 JP 2006312373 A，JP 5332933 B2，JP 5489
573 B2，JP 5261408 B2 和 JP 5252089 B2 等专

利，这些专利和专利族被该领域后续专利多次引

用。专利 JP 2006312373 A 公开了一种使用 FCV
的燃料电池或二次电池来驱动压缩机的燃料供应

方法，该压缩机将氢从加氢站的蓄能器循环到车

辆的氢罐中。专利 JP 5332933 B2 涉及一种注氢系

统，包括用于确定是否将氢气填充到氢罐中的测

定单元，以及一个调节氢气罐温度的单元。该专

利的专利族被引用了 38 次。专利 JP 5489573 B2
公开了一种通过安装在 FCV 储气罐中的装置来填

充气体的系统，该系统具有基于传感器检测储气

罐中的气体温度以控制气体流量的流量控制器。

在专利 JP 5261408 B2 中提供了一种用于 FCV
的燃料加注站，其具有判断燃料箱的温度是否异

常并计算温度差是否超过安全阈值的单元。专利

JP 05252089 B2 公开了一种燃料泄漏检测装置，

其基于燃料的流量和关于燃料填充的数据可以检

测在将燃料装入车辆时产生的泄漏。

作为一家汽车生产企业，丰田公司也专注于

车辆侧的技术改进，并通过申请专利进行了布

局，包括 JP 5833808 B2 和 JP 5115565 B2。专利

JP 5833808 B2 公开了一种具有通信设备的 FCV，

当检测系统检测到气体泄漏时，该通信设备将控

制信号发送到再填充设备以停止填充燃料气体。

该专利被引用了 19 次，但仅在日本提交了专利申

请。专利 JP 5115565 B2 涉及一种 FCV 具有高散

热性的储气罐，连接到所述储气罐的分支通道

中，并设有截止阀，以限制供应到该储气罐的气

体量。

2.4.4    本田

本田公司在 1998年申请了最早的一项专利 JP
2000128502 A。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将氢气充入汽

车储存罐的方法，包括将传热介质从储氢罐循环

到车载氢罐以及进行高温循环的方法。本田公司

将该专利技术在美国和欧洲也分别进行了申请，

包括专利 US 6182717 B1 和专利 EP 995944 B1。
专利 JP 2000128502 A 被 17 个后续专利引用，专

利 US 6182717 B1 和 EP 995944 B1 分别被 70 和

27个后续专利引用。

除了 2001 年申请的专利 JP 4153690 B2，本

田公司在 2001 年到 2009 年间没有进行与加氢站

技术直接相关的专利布局。专利 JP 4153690 B2 公

开了一种加氢控制服务器技术，其中，主控单元

接收来自 FCV 车辆的残余氢体积，并基于残余氢

体积数据制定加氢单元的加氢操作计划。

自 2010 年起本田公司在 FCV 车载氢罐技术

领域加快了专利布局的进程，包括 US 8783303 B2，
US 9222620 B2，US 9212783 B2，US 9347614 B2，
JP 2017053459 A 和 JP 2017053458 A 等专利。这

些重要专利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了布局。专利

US 8783303 B2DI 公开了一种向 FCV 车载氢罐加

氢的方法，该方法包括通过预罐内的加氢状态预

测目标压力，以充气状态下压力变化曲线实现预

设的加氢时间。这项专利先在美国进行了申请，

而后在日本以美国专利为基础提出了优先权请

求，共被 42 项后续专利引用。在 2013 年申请的

专利 US 9212783 B2 中，公开了一种向高压车载

氢罐填充压缩气体的方法，包括在充气状态下基

于压力变化曲线实现预设加氢时间的技术。2014
申请的专利 US 9347614 B2 提供了一种向储气罐

填充压缩气体的方法，该方法包括根据压力变化

曲线使用分配器将气体输送到高压储气罐，在填

充时间结束时达到最终压力。此外，本田公司最

近提交的专利中包括了 JP 2017053459 A 和 JP
2017053458 A 在内的多项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在

日本和美国都进行了布局。专利 JP 2017053459
A 公开了一种涉及使用压力变化于指定时间内在

检测点获得压力的技术，专利 JP 2017053458 A公

开了一种涉及在供气时估算管道中产生的压力损

失并停止供气，从而使储气罐压力符合预定目标

压力的方法。

与丰田相似，本田公司作为一家车企同样也

专注于车辆侧的技术改进并申请了包括 JP 5503
156 B2，JP 5698210 B2，JP 5959463 B2 和 JP
6150839 B2 等多项专利。专利 JP 5503156 B2 公

开了一种 FCV 配置系统包括控制氢气供给流路中

的截止阀的单元和在停机条件下禁止操作的单

元，这项专利已被引用 18 次，但仅在日本提交了

专利申请。专利 JP 5698210 B2 公开了一种用于

向 FCV 供应燃料气体的车辆侧通信装置，专利 JP
5959463 B2 涉及一种 FCV 上配置的系统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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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确保发射机的控制阀仅在打开时操作，

以实现禁止启动与填充装置的连接。在 2015 年申

请的专利 JP 6150839 B2 中公开了一种车辆燃料气

体填充方法，该方法涉及一种使用车辆中的指示

器来验证和计算燃料水平的控制方法和系统。这

项技术在日本和美国都申请了专利。

2.5    其他国家的主要申请人及其专利技术

表 3 提供了在加氢站专利领域的重要专利申

请人林德、现代和德士古公司的专利技术信息。

2.5.1    林德

如表 3 所示，林德公司首先在德国进行了专

利申请，而后以德国申请为基础提交了优先权申

请，在日本、美国、中国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进

行了多项技术的专利布局。此次采用的检索方法

共筛选出林德公司在加氢站领域的 21 项专利，这

些专利属于 5 项专利技术。专利 EP 1602541

A1 公开了一种用于加氢装置的技术，该装置可根

据车辆中的接收装置进行调节，可移动至车辆上

方或下方进行加氢操作。国际专利申请WO 200701238

4 A1 公开了一种用于压缩气体的活塞式压缩机相

关技术，该技术涉及通过连接在高压表可对死体

积计算补偿体积的算法。国际专利申请WO 200701

9948 A1 涉及一种由燃料电池供电的控制单元，

包括控制低温增压器和气态和液态氢输送单元。

国际专利申请 WO 2012038039 A1 公开了一种用

于填充储气罐的方法，涉及将压缩氢气或压缩氦

从其他储气罐填充到目标储气罐的技术。专利 US

20160230931 A1 公开了一种加氢站系统，包括通

过液态氢形态进行存储，如蒸发态气体临时储存

在储氢罐中。

2.5.2    现代

此次分析中检索出现代公司的 10 项加氢站技

术专利。专利 US 8197988 B2 涉及一种用于燃料

电池的供氢系统，所述燃料电池具有电磁阀，其

用于将氢从金属氢化物罐排放到缓冲罐，从缓冲

罐将氢供应到燃料电池堆。专利 US 9450258

B2 公开了一种燃料电池中的氢气浓度控制装置，

用于控制负极通道中清除气体的技术。专利 JP

2013117301 A 公开了一种利用加氢站侧控制单元

实时监测储氢罐膨胀的技术，当无线膨胀值信号

指示罐膨胀达到不安全数值时停止氢气供应。专

利 US 9789775 B2 涉及一种有加氢需求时通过通

信系统向用户传达加氢站位置的方法，监控加氢

站的位置并通过控制器发出信号。专利 US 2017

0021726 A1 提供了一种 FCV 加氢状态显示系统，

该系统具有燃料充电接口单元，所述燃料充电接

口单元通过红外通信在氢燃料罐控制器和氢燃料

供应控制器之间传递信息。

2.5.3    德士古

如表 3 所示，德士古公司的 16 项专利，首先

在美国进行了申请，通过 PCT 申请以美国专利为

基础提出优先权请求后在日本、中国和欧洲进行

专利布局。专利 US 7763087 B2 公开了一种装

置，该装置具有制氢单元、压缩单元、储氢单元

和/或加氢单元，还有一个能够监测制氢单元和其

他几个单元运行的系统控制器。专利 US 200901

51809 A1 提供了一种用于 FCV 的串联式储氢技

术，该方法包括用剩余的气态氢填充储氢罐，并

将额外的气态氢引入串联式储氢系统后进行加氢

操作。专利 US 8061392 B2 涉及一种气态氢储存

方法，包括通过泵从离子液体储存罐中的离子液

体置换体积，将气态氢加注给车辆的技术。专利

 

表 3    其他国家主要申请人的专利信息

重要申请人 专利数 专利号 (优先权号及申请年、专利族)

林德 (DE) 21
EP 1602541 A1 (DE 102004026981 A/2004; EP, CN, JP, US); WO 2007012384 A1 (DE 102005034907 A/2005;
CN, EP, JP, US, WO); WO 2007019948 A1 (DE 102005039202 A/2005; EP, JP, CN, US, WO); WO 2012038039
A1 (DE 102010046120 A/2010; EP, JP, US, WO); US 20160230931 A1 (DE 102014015987 A /2014; US, JP, CN)

现代 (KR) 10
US 8197988 B2 (KR 200774871 A/2007; US, JP, CN); US 9450258 B2 (KR 2011126961 A/2011; US, CN); JP
2013117301 A (KR 2011127488 A/2011; JP, US, CN); US 9789775 B2 (KR 2014157817 A/2014; US); US
20170021726 A1 (KR 2015103534 A/2015; US)

德士古 (US) 16
US 7763087 B2 (US 200415054 A/2004; US, CN, EP, JP, WO); US20090151809 A1 (US 20090151809
A1/2007; US); US 8061392 B2 (US 2008342775 A/2008; US, CN, EP, JP, WO); US 20110274492 A1 (US
20110274492 A1/2011; US, CN, EP, JP,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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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20110274492 A1 公开了一种地下储气系统，

该系统具有一个埋在地下的储存管道用于储存气

体。该系统还可以为氢燃料提供足够的储存能

力，并且操作安全，储存管道能够提供一个固有

的安全屏障，防止篡改、意外碰撞和火灾。

3    结语

近年来，加氢站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

键技术领域的专利分析对公司和研究机构有重要

意义，在制定技术研发方案和商业化战略时可提

供有效参考信息。加氢站技术专利分析结果表

明，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是进行该领域专利

布局的主要目标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的企业

引领了加氢站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其中，神户

制钢、日本石油、丰田和本田公司作为重要专利

技术申请人，在将专利技术进行商业化和清除加

氢站技术壁垒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时，本文

对林德、现代和德士古公司等重要申请人进行了

分析。本文对目前重要的加氢站专利技术进行了

梳理，为商业化专利技术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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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增长情形下日本电力系统灵活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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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6 年巴黎协定生效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促进了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由于太阳能光伏发

电、风电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电力系统对传统发电厂的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通过常规发电厂来

调节不断增加的电网波动。除了常规发电厂的调节外，还有很多电网调峰方式：改善电网结构、储能和需求响应等。

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调峰方式，对实现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经济利用的最大化十分必要。在日本，政府引入

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同时启动了电力市场化改革，成功提高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但同时，日本九大电网

呈鱼骨状串联的独特电力系统结构又使不断增长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市场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对 2030 年日本电力系

统的灵活性价值进行了评估。一个新开发的生产成本模型被用于分析不同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情形。模拟结果定量

给出了各种调峰手段对发电成本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情况的影响，并阐明了电网灵活性对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

用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电网结构；电力供需；可再生能源；灵活性；日本电力系统；生产成本模型分析

 

引言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7 年世界能源展

望》[1]，2016 年全球电力行业中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比例已经达到 24%。2015 年末，第 21 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 年可再生

能源的年增长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426 TWh，其

中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增长非常可观：

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23% 和

17%。之前，欧洲地区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部署

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 2016 年，中国间歇

性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幅度全球最高 (77 GW)，是

整个欧洲地区的两倍以上，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发

展趋势。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升给电力系

统带来很多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当常规电厂的发

电量被越来越多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替代时，传

统电厂需要提供更高的灵活性来调控可再生能源

发电系统对电网带来的波动。除了传统电厂以

外，通过互连线路扩展电网系统、储能、需求响

应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控制等途径也可以提升电

力系统的灵活性。

对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经济利用要

实现最大化，就必须综合利用所有可能的调峰方

式来提高电网运行的灵活性。在日本，过去间歇

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

因此日本电网的灵活性问题没有受到关注。但是

2012 年情况已经开始变化，在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实施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开始上

升，预计未来还会持续增长。与欧洲等很多国家

的网状网络结构不同，日本电力系统的构成非常

独特，由九个电网串联成一个鱼骨状结构，之间

通过互连线路和变频器连接在一起，电网间的输

电能力有限。这种独有的特点又使间歇性可再生

能源的充分利用面临更多挑战。在间歇性可再生

能源不断增长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在推行一系列

电力市场改革措施。目前日本国内设计了 4 种不

同的市场措施——即日市场、基荷市场、零排放

优惠市场和零排放容量市场——目标是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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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市场措施能够投入运行。我们将在即日市

场的背景下研究日本电网灵活性，这需要正确地

设计市场模型，并且在设计过程中做出定量估算。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的份额和调峰能力对电网灵活性的影响，并作出

定量分析，以便理解将灵活性的价值货币化的市

场设计的含义。我们将采用新建立的生产成本模

型来模拟并分析 2030 年日本电力系统的情况。本

文第 1 节中介绍了日本国内现有电力系统的一些

背景信息；第 2 节会给出分析方法和相关假设；

分析结果则在第 3和第 4节中予以说明。

1    日本国内的电力行业

在 2015 年 7 月日本内阁制订的“能源供需长

期规划”[2]中，提出了到 2030 年日本电力组成结

构的目标，同时也明确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目

标，该目标也作为日本“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提

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文件指出，2030
年日本能源结构的目标比例分别为石油 3%、液化

天然气 27%、煤炭 26%，核电 20~22% 和可再生

能源 22~24%。此目标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能源政

策的最终目标：通过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发展低

碳经济来改善能源系统的安全性。日本政府提出

了具有挑战性的计划，使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将

非化石燃料发电比例提高到 44%。由于旷日持久

的安全评估过程，重启核电的工作出现延迟，目

前这一挑战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图 1给出了 1990
—2015 年的日本电力结构变化趋势以及 2030 年

的目标[2, 3]。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电力结构也已经发生

了变化。表 1 给出了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

不同种类的发电量数据[3, 4]。

1990 年至 2015 年期间，除了水力发电以

外，日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容量已经从不到

1 GW 增长至 40 GW。此外，28 GW 的抽水蓄能

发电系统也使得日本电力结构独具特色。

图 2 描述了可再生能源 (多数是太阳能光伏发

电) 的增长情况。日本为促进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

展而出台了各种政策，从 2003 年的可再生能源结

构标准到 2009 年的“过剩电力采购计划”。但是

这两项政策都未能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实际

部署。2012 年，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引入后，具有

吸引力的购买价格才使得电站级太阳能光伏系统

的施工数量大幅攀升。2017 年 3 月末的最新数据

显示，已投运的太阳能光伏系统总容量已达到 42 GW，

其中 33 GW通过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认证。

日本电力系统包括 10 个局部电网，相互之间

通过互连线路和变频器连接，按照频率又分为东

部电网 (50 Hz) 和西部电网 (60 Hz)。其中 9 个电

网首尾串联呈鱼骨架状，横跨日本 4 个主岛，每

个电网仅与其相邻的电网连接在一起。这一点完

全不同于美国或欧洲的网状结构。在网状电网

中，一个电网通常会与周围至少 4 个电网连接在

一起。图 3 给出了日本的电力系统结构、互连线

路的运行能力以及变频器容量、类型等数据。

 

表 1    日本国内各种能源类型的发电量 (GW)

1990 2000 2015

核能 31 45 42

煤炭 12 29 40

液化天然气 38 57 73

石油 53 52 40

水电 19 20 21

抽水蓄能 17 25 28

其他可再生能源 <1 9 40
 

 

 
图 1   日本国内各种能源的发电量

 

 

 
图 2   日本国内的可再生能源增长情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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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电网之间的互连线路数量存在一定差

异，这是由不同的电力需求规模造成的。日本最

北边的北海道只有一条容量 600 MW 的直流互连

线，4 个主岛南端的九州岛则只有一条容量为

2530 MW 的交流互连线。在东京和中部地区之

间，有 3个变频器，总输电能力为 1200 MW。图 3
中各个电网名下的数字是 2016 年各电网的 3 个单

位小时最大峰值电力需求的平均值，这些数据反

映了各个电网中所需要的发电容量。东京都的电

力需求量最大，关西地区 (大阪周围) 和中部地区

(名古屋周围) 次之。电网的电力需求越大，化石

燃料电厂可提供的调峰能力就越大，因此也就能

容纳更多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容量。如果间歇性

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的部署量与需求规模成正

比，这些发电系统就可以在没有大规模弃用的情

况下得到高效利用。但是，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

实际部署并未与需求成正比，而是特别集中在某

些地区。图 4 中给出了各电网的总装机容量、上

网电价补贴政策认证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容量，以

及日间最低负荷情况。图中显示，太阳能光伏系

统集中布置在九州地区，但是这一地区的白天用

电负荷非常低；2017 年 4 月 30 日，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的小时发电比例曾接近电力需求量的 73%。

 

 
图 3   日本地图和日本国内电力系统互连线的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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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本文分析的目的是考虑一年或几年中的多种

限制性因素，最大程度地降低互连电网的系统性

成本。如何高速计算各种复杂情形是问题的关

键。因此，我们开发了一个模型，将优化过程分

成两个部分来实现此目标：“优化互连电网之间

的电能交换”以及“优化各个电网系统中抽水蓄

能发电的抽水泵运行”[6]。新建模型的基本依据是

前文提到的日本国内独特的电网系统。通过互连

线路，我们将调峰容量交换和负荷爬升容量交换

结合在一起，来计算电网可能存在的最大灵活

性。目前市场上也有其他可用的商业生产成本模型，

但是这些模型都没有考虑调峰能力交换的问题。

本文根据不同的模型[7−9]，从边际成本、储能

容量和需求响应等多个方面，对 2030 年间歇性可

再生能源增加之后日本的电力系统进行了相关分

析。方法流程图如图 5 所示。为了优化模型，我

们使用了 Gurobi Optimizer 6.5.1[10]数字优化软件。

采用生产成本仿真模型对 2030 年日本电力系统的

灵活性进行了评估分析。该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

是能够考虑电网波动和调峰能力之间的平衡问

题，并通过互连线路和变频器实现调峰容量借用。

模型的目标函数是求取九个互连电网和一个

孤立电网发电系统在 8760 小时内的总发电成本

(包括启动成本和燃料成本) 的最小值。模型本身

没有考虑固定成本：

min

Ngrid∑
ig=1

idxig+NGig−1∑
i=idxig

(F (Pi)) =

min
Ngrid∑
ig=1

idxig+NGig−1∑
i=idxig

(bi ·Pi+ ci ·Ui+ startup ·S Ti)


(1)

该目标函数的极值条件如下：电网供需平

衡，波动需求和可用负载频率控制容量之间平

衡，各发电装置的单位小时输出功率的上下限以

及用于网间电能输送的互连线路容量之间平衡

等。另外，我们在相关案例中还考虑了互联线路

容量作为负荷频率控制容量借用的限制条件。本

项研究中，未按照当前的日本上网补贴电价规定

中关于优先调度间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要求进行

预设。

3    计算条件

3.1    供电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情景

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电力行业目标[2]以及现有

电厂和项目的情况，对 2030 年时日本的各种能源

类型的发电容量进行了假设。核电方面，我们假

定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的所有机组均为关停状

态。另外假定所有燃煤和燃气机组在 40 年的使用

寿命期限后都将退役；另有一些正在进行环评的

新项目将开始修建，燃油电厂则将保持现状。对

太阳能光伏和风电系统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假定

了两种研究情景：PV64 和 PV103。PV64 情景与

日本政府 2030 年的目标一致。由于 2030 年目标

只给出了各大类能源的发电量数据，因此太阳能

光伏和风电的发电量将通过平均容量系数进行反

推求得。根据数项相关研究结果[11,12]，PV103 情景

假定为大规模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部署方案。在这

两个情景中，太阳能光伏系统和风电系统在电网

中的分布参考目前的斑块状分布情形。对于化石

 

 
图 4   各个电网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部署情况

 

 

 
图 5   模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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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和核能发电，在考虑部分负荷特点和定期维

修天数之后，确定了各个机组的额定容量、最低

容量、辅助功率、能量效率等参数。水力发电的

月平均发电量根据河流径流量数据确定；另外为

调节水库设定了按月计的输出数据。对于抽水蓄

能发电，确定了各个机组的额定容量、最小输

出、效率和类型 (恒定速度或可变速度)。表 2 中

给出了各个电网中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光伏

和风电) 的装机容量，图 6 给出了两种情景下各类

能源的总装机容量数据。

3.2    需求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形式

在计算 2030 年总电力需求时，使用了“长期

电力供需计划” [ 2 ]中的相关数据，数据按照

2013年各个电网的比例进行了分配。根据 2013年

公布的小时需求数据记录和各个电网的年电力需

求数据，预设了各个地区在 2030 年的每小时需求

数据，并且绘制了相应的曲线。

根据 2013 年记录得到的小时风电发电数据，

按照相应的设备部署比例，估算得出 2030 年各个

地区的风力发电量曲线。根据 2013 年太阳能辐射

和温度的小时记录数据，并考虑 2030 年太阳能光

伏发电的部署容量，预估了 2030 年各地区太阳能

光伏发电量曲线。

3.3    可变性和调峰容量

本文分析的灵活性是指负荷频率控制时域中

的调峰容量；对传统发电机而言，负荷频率控制

容量是部分负荷运行工况下燃煤、燃油和液化天

然气电厂额定容量的±5%，在运水电站容量的

±20%，抽水蓄能发电设施额定容量的±20%，对

于变速泵抽水蓄能发电过程，也是其额定容量的

±20%。

根据电力系统工作组政府委员会提出的设

想，负荷频率控制时域中的需求波动假定为单位

小时需求量的±2%。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波动假定为输出电量的±10%，风电的波动则假定

为装机容量的±5%。在输出功率为装机容量 0~
15% 的地区，假定波动将从 0 上升至±5%，再线

性增加到 15%。

3.4    灵活性评估案例研究

本文分析了电网调峰容量的可用性和其相关

影响，包括：通过互连线路和变频器的电网间电

能传输、燃煤电厂的负荷频率控制容量、抽水蓄

能容量和通过互连线路和变频器实现的负荷频率

控制容量借用 (限制在运行容量的 10%)。
表 3 给出了案例研究的相关情况和日本国内

的现状。政府委员会最近讨论了间歇性可再生能

源增加情况下的电网稳定性问题，结果发现电力

企业没有充分利用燃煤电厂的负荷频率控制容

量。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没有负荷频率控

制的情况下，电厂可以平衡灵活性和可变性。但

是在 2030 年的基准案例研究中，我们假定燃煤电

厂能充分利用负荷频率控制容量。

4    结果和分析

图 7 给出了根据案例研究和各种情景得出的

年度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总量的模型计算结

果。表 4 给出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率与弃用

前的发电量 (即表 4 中情景名称下面的数据)。在

与基准案例的比较过程中可以发现，在缺少网间

 

表 2    各个电网各种情景下的太阳能光伏和风电容量 (GW)

情景电网
PV64情景 PV103情景

光伏 风电 光伏 风电

A Hokkaido 2.5 1.1 4.5 2.7

B Tohoku 7.5 3.3 13.5 10.9

C Tokyo 17.0 1.6 27.4 5.9

D Chubu 8.6 1.1 12.9 3.7

E Hokuriku 1.1 0.2 1.8 0.8

F Kansai 8.7 0.9 14.2 2.1

G Chugoku 4.8 0.6 7.5 2.1

H Shikoku 2.4 0.6 3.6 1.1

I Kyushu 11.2 1.2 17.3 2.4

J Okinawa 0.5 0.1 0.6 0.4

总计 64.3 10.6 103.4 32.2
 

 

 
图 6   各种情景的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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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电能 (案例一)、燃煤负荷频率控制 (案例二)、

抽水蓄能发电系统 (案例三) 和燃煤负荷频率控制

/抽水蓄能发电系统综合模式 (案例四) 的情况下，

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弃用率上升。而调峰容量的

借用 (案例五) 会降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因

此，所有调峰手段在降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

方面都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既没有燃煤负荷频率

控制也没有抽水蓄能发电系统的情景下，间歇性

可再生能源的弃用率要高很多。

PV64 情景基准案例中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

用率较小。因此，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燃煤负荷频

率控制容量，则即使在考虑电网波动和灵活性之

间的平衡需求后，日本政府的 2030 年电源比例目

标也是合理的。但是在 PV103 情景中，即使是基

准案例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率也达到 14%，

而在案例五 (既无燃煤负荷频率控制也没有抽水蓄

能发电系统) 中则甚至超过 55%。若所有调峰能力

都可用，则弃用率可以降低至 9%。这意味着大量

部署并且利用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时，电网的

灵活性将变得尤为重要。

由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大，更多

传统的发电系统被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替

代，PV103 情景的绝对成本 (燃料和启动成本) 在

任何情况下都比 PV64 情景低。我们通过比较各

种案例与基准案例之间的成本差异比例，分析出

非灵活性情况下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图 8 中描述

了基础案例和各情景的成本比例增加情况。在缺

少网间电能输送 (案例一)、燃煤负荷频率控制 (案

例二)、抽水蓄能发电系统 (案例三)、燃煤负荷频

率控制/抽水蓄能发电系统综合模式 (案例四) 的情

况下，绝对成本上升；而网间调峰容量的借用可

以降低基准案例中的绝对成本。因此，在降低发

电成本方面所有调峰手段都是有效的。这是因为

电网灵活性的降低会提高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

率；此时就要提高化石燃料发电比例来满足电力

需求。比较 PV64 和 PV103 这两个情景之后发

现：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越大，对成本的影

响越大，这是因为 PV103 情景的成本比例升高比

例比 PV64 情景大。这也说明电网的灵活性是可

以用经济指标量化的。

图 9 说明了 PV103 情景下每个案例中各电网

 

表 3    各个案例可用的灵活性来源

案例名称
灵活性来源

网间电能输送 燃煤 LFC 抽水蓄能 平衡容量借用

日本当前状况 是 不全是 是 否

基准案例 (2030年的常规案例) 是 是 是 否

一：无网间电能输送 否 是 是 否

二：无燃煤负荷频率控制 是 否 是 否

三：无抽水蓄能 是 是 否 否

四：无抽水蓄能且无燃煤负荷频
        率控制

否 否 否 否

五：平衡容量借用可用 是 是 是 是
 

 

表 4    年度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率

基准案例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PV64 (91 TWh) 2.8% 4.3% 8.6% 23.5% 42.6% 0.7%

PV103 (211 TWh) 13.9% 16.8% 24.2% 39.9% 55.4% 9.0%
 

 

 
图 7   基准案例和多种情景下每年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弃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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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情况。图中显示，在缺

少灵活性时各个电网会受到的影响各有不同。由

于没有燃煤负荷频率控制容量，B 电网在所有案

例中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弃用率最高，因此

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但是，C 电网在案例三 (无

抽水蓄能发电系统) 和案例四 (无燃煤负荷频率控

制和无抽水蓄能发电系统) 中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发电弃用率最高，因此抽水蓄能发电系统对 C 电

网的灵活性影响最大。各种要素对灵活性的影响

差异是电网中电源比例的差异导致的。在 B 电网

中，燃煤电厂的比例相对较高 (16%)，抽水蓄能

发电系统的比例则较低 (2%)。相反，C 电网中则

有 12 GW 的抽水蓄能发电系统，日本国内总共有

29  GW，因此抽水蓄能发电系统的比例较高

(9%)，而燃煤火电的比例则较低 (8%)。

我们还分析了燃煤负荷频率控制以及抽水蓄

能发电系统分别在 B电网和 C电网中的作用机制。

图 10(a) 给出了 4 月 29 日 B 电网基准案例的

每小时剩余电力需求 (绿线 )，未考虑输出 (输

入) 电能时的电力需求 (红线) 和各类电源的发电

量 (立柱)；图 10(b) 则给出了可再生能源弃用前需

要调峰的容量 (左轴蓝线)，弃用后需要调峰的容

量 (左轴红线)，代表各电源的调峰容量 (左轴立

柱) 和可再生能源弃用量 (右轴立柱)。特意挑选这

一天是因为当天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系统的发电量

都很大，但电力需求却很少。图 11 给出了案例二

情景下的上述相同信息 (无燃煤负荷频率控制)。

在图 1 0 所示的基准案例中，从 7 时到

17 时，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总发电量中占据了一定

的份额 (图 10(a))。液化天然气发电全天都没有运

行。除了 11 时到 13 时以外的时段，B 电网都要

向其他电网输电，因为 B 电网中由煤炭决定的边

际成本比 C 电网中液化天然气决定的边际成本

 

 
图 8   基准案例和各情景的额外生产成本

 

 

 
图 9   各电网案例情景下每年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弃用情

况 (PV103情景)
 

 

 
图 10   每小时电力供需平衡

(a) 每小时需要的和实际可用的平衡容量以及 (b) B 电网 4 月 29 日

可用的平衡容量 (PV103情景基准案例)
 

 

 
图 11   每小时电力供需平衡情况

(a) 每小时需要和实际可用的平衡容量以及 (b) B 电网 4 月 29 日可

用的平衡容量 (PV103情景，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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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峰容量一直由煤炭提供 (图 10(b))，但是仍

未能满足需要，因此在 0 时到 18 时时段内有间歇

性可再生能源被弃用。

但是在图 11 所示的案例二中，由于没有燃煤

负荷频率控制容量，光伏发电在 9 时到 15 时时段

内未被用于供电 (即被弃用)；这些时段中，B 电

网一直由临近电网输电，并且全天都在采用液化

天然气发电 (图 11(a))。由于缺少调峰容量，网间

能供应的调峰容量也较小 (图 11(b))，因此间歇性

可再生能源的弃用率比基准案例要高，同时使用

液化天然气也导致成本比基准案例要高。

上述分析阐明了燃煤负荷频率控制容量是如

何有效地降低可再生能源弃用量和电网成本的。

图 12(a) 给出了 4 月 29 日 C 电网基准案例的

每小时的剩余电力需求 (绿线)，未考虑输出 (输
入) 电能时的电力需求 (红线) 和各类电源发电量

(立柱)；图 12(b) 中则说明了可再生能源弃用前需

要调峰的容量 (左轴蓝线)，弃用后需要调峰的容

量 (左轴红线)，代表各电源的调峰容量 (左轴立

柱) 和可再生能源弃用量 (右轴立柱)。图 13 给出

了案例三情景下的上述相同信息 (无抽水蓄能)。
在图 12 的基准案例中，主要由抽水蓄能提供

必要的调峰容量 (图 12(b))，而光伏发电由于其弃

用率很低，在总发电量中占据了较大比例 (图
12(a))。由于光伏发电量充足，日间不需要液化天

然气发电，仅在夜晚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才需要液

化天然气发电。

在图 13 的案例三中，没有抽水蓄能的情况

下，由于缺少调峰容量，大量太阳能发电被弃用

(图 13(b))，并用液化天然气发电系统替代了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 (图 13(a))。这种替换导致燃料成

本上升。

上述分析揭示了抽水蓄能容量如何有效地降

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率和燃料成本的机理。

5    结论

本文使用发电成本模型对 2030 年日本电力系

统灵活性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

(1) 不能利用各种调峰能力——通过互连线路

和变频器的网间电能借用、负荷频率控制容量、

抽水蓄能发电以及通过互连线路及变频器实现调

峰容量借用——将会对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弃

用和发电成本产生影响。

(2) 不能利用各种调峰能力，因为这将导致间

歇性可再生能源弃用和发电成本上升。因此，丧

失灵活性将导致电网的经济损失。

(3) 当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大且缺少多样

性的调峰能力时，对电网的影响会加重。

(4)电网电源结构不同，调峰能力也不同。

(5) 在 B 电网中，燃煤负荷频率控制具有较好

的调峰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弃用程

度；而在 C 电网中，抽水蓄能发电系统具有较好

 

 
图 12   每小时电力供需平衡

(a) 每小时需要的和实际可用的平衡容量以及 (b) C 电网 4 月 29 日

可用的平衡容量 (PV103情景，基准案例)
 

 

 
图 13   每小时电力供需平衡

（a）每小时电力需求和可用的平衡容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切除

和（b）C电网 4月 29日的情况（PV103情景，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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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峰能力，能够有效地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弃用

程度。

(6) 充分利用调峰潜力，对最大程度减少间歇

性可再生能源的弃用量非常重要，同时可以提升

电网经济效益，并降低电力部门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这些结果意味着要充分利用灵活性潜力，需

要按照价值情况进行市场设计、调控和实施，恰

当地确定灵活性的货币价值。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生产成本模型可以对现有设施的灵活性进行

经济性评估。

为更准确地评估灵活性状况，对需求侧提供

的灵活性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为评估长时段内的

灵活性，则应考虑电网负荷的升降速率等因素。

在对新设备 (如新建化石燃料电厂或互联线路) 的

调峰能力进行评价时，则需要考虑施工成本问

题。这些都是在后续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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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周期性潮汐资源数据评估及针对尼日利亚国内

特定区域的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

L.M. Amoo*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boken, New Jersey 07030, USA)

摘    要: 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只需开发出相应的技术以对其进行高效利用和经济地配置。能源向电

力的转换一直是工程师及研究人员长期重点关注的领域。潮汐能被列为五种可以改变世界的新能源之一——其他四种分

别是燃料电池、锂空气电池、智能电网和空间太阳能电站 (http://oilprice.com/Alternative-Energy/Renewable-Energy/5-Clean-

Energy-Innovations-That-Could-Transform-Our-World.html)。任何类型的能源，若想得到有效利用，第一步都要进行资源

工程评估。尼日利亚潮汐流能源丰富，有多个候选场地可供评估。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利用改进型的连续小波变换法

对 7 个沿海地区的潮汐资源进行评估，并做出相应的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Foster 方法初次应用于分析非周期性的潮

汐序列数据。结果表明，各个场地的峰值平均近似速度约为 10 m/s 时，潮汐能源功率能够维持在可用的水平，且可

以较为经济地提取出来，其平准化发电成本估值低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给出的数据。本项研究在一系列研究热带

尼日利亚潮汐能源的论文中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 潮汐能；可再生能源；连续小波变换 (CWT)；平准化发电成本；尼日利亚

 

  引言

由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制约，各种形式的

能源都具有其局限性。化石类燃料由地球上腐败

的有机物历经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而形成。人类

之所以持续关注这类能源是因为人类使用这些能

源的速度远远大于它们的形成速度。当前，全球

能源体系正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化。因此，至少在

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必须要开始讨论何时以及如何

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问题。现在讨论的焦

点主要是围绕如何尽快阻止全球变暖的趋势及气

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潮汐能是一种水能 (类似于风能，只是能量载

体是水而不是空气)，比风能或太阳能都更为稳

定、可靠。潮汐能的可预测性比其他可再生能源

高很多，但也属于间歇性能源。潮汐循环可以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它的形成来源于月相变化[1]。

世界能源委员会预计，到本世纪中期，约有 1000 GW

的海洋能源可用于发电[2]。其中，潮汐能可以为人

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潮汐水

流能与风能概念非常类似：可将水流的动能用于

驱动机–电转换装置来发电[3]。水的密度高达空气

密度的 800倍，空气 (1.225 kg/m3)和水 (1000 kg/m3)

的密度差异使潮汐能的涡轮机远远小于风机的规

格，密度差异还能使潮汐发电机的叶片运转速度

比风机叶片的运转速度低很多。水体发电还有很

多其他优点，例如水体的表面粗糙度比陆地低 (多

数风机都安装在陆地上)、水体的热惯量更高等。

2014 年的数据显示，76%的潮汐涡轮机都是水平

轴涡轮机，另有 12% 是竖轴涡轮机[4]。同时，约

80% 的潮汐流发电技术研发投资都用在水平轴涡

轮机领域，包含 4% 的封闭式涡轮机和 2% 竖轴涡

轮机 [5 ]，这说明水平轴涡轮机是一个优选方案。

Atlantis 等一些大型工程公司、潮汐涡轮机制造商

和大型电力公司一直在相互合作，努力证明潮汐

能技术的价值。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证明潮汐能用于发电具有

较好的潜力，单位发电成本具有较高的商业可行

性。如果可以利用潮汐能，尼日利亚将减少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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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尼日利亚拥有充足的海

洋资源，该国在油气勘探领域也有丰富的经验。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确定开发潮汐能

的最佳方法，研发潮汐能发电技术，有效利用这

种可再生能源将会为尼日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

目前，全球的能源需求一直在增长，导致各

种资源不断减少，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也一直在

持续。最近，美国《气候科学特别报告》(Climate
Science Specical Report) 指出，人类活动是气候变

化的主要原因[6]。因此，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现代经济建立在能源的基础上，

能源的可持续性是人类所面临挑战的核心所在。

目前，人类仍然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来改良能源系

统，例如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约

能源消耗、设计和开发能源密集性更低的工艺和

系统等，但其实，加速向二氧化碳零排放的能源

环境过渡，最显著的方法是推进替代能源、清洁

能源的使用。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人类最终必

须实现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即采取切实行动，投入更

多的人才进行研发，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

用。必须让全世界不再完全依赖于化石能源，才

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7,8]。

可再生能源领域正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丹

麦、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一直努力引领全球向可

再生能源、实现低碳乃至无碳排放经济转型 [ 9 ]。

2006 年至 2015 年期间，全球风电容量增长了

600%，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了 3500%。来自

美国风电协会 (American Wind Energy Asso-
ciation) 的研究显示，风电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可

再生电力来源[10]。实际上，风电已经超越了传统

水电，成为最主要的可再生电力来源，并且成为

第四大能源来源。另外，风电在美国电网中占比

第一次达到 50%[11]。2009 年以来，风能的发电成

本已经下降了近 70% [ 12 ]。加上持续的天然气消

耗、较低的油价、高能效发电系统的快速部署等

因素，2016 年美国的能源成本曾达到其历史最低

值[13]。Bloomberg Energy 报告显示，欧洲风能增

长了 8%，其占比已经超过了煤电的装机容量，达

到了 153.7 GW，占电能总装机容量的 16.7%。实

际上，风能现已有可能成为欧洲的第二大能源[1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太阳能是新能源中成本最

低的一种能源[15]。

其他重要的发展态势包括风力发电的电池储

能技术[16]。2016 年，全球 55% 的新增发电容量都

是清洁能源[17]。另外，关于海洋波浪能和海洋热

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正在不断涌现，进而使可再

生能源形式更加多样化。澳大利亚的一家名叫

Wave Swell Energy 的公司开发了一种值得关注的

新技术，此项技术可以通过采集波浪能发电，成

本约为 0.07 美元/kWh[18]。据联合国数据估计，到

2030 年，快速发展的清洁能源产业价值将达到

8万亿美元[19]。

很多关于潮汐能的最新研究结果正不断地涌

现，潮汐能的应用潜力因此得到评估。Jacobs[20]使
用边界层理论计算得到了潮汐公式的渐进解。

Laplace潮汐等式是潮汐动态理论的基础，详见[21]。
关于潮汐流能量耗散速率极限的数学讨论，见[22]。
潮汐能评估的相关情况见[23–26]。[27,28]中则考

虑了对海洋能源环境的影响研究情况，结果显示

波浪能发电对海洋生物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

影响。

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情况不可以独立于气候变

化之外进行讨论。气候变化与人类消耗化石能源

联系紧密，并在全球很多地方给人类的生存带来

真实、明显的威胁。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是气候变

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和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
spheric Administration) 的数据显示，2016 年是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当年，地球连续第三

年出现创纪录高温；另外当年还连续第 40 年全球

气温高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水平[29]。Goldman
Sachs 和 Bloomberg Energy 等公司一直在根据气

候变化模型的情况调整风险预测数据。能源问题

将一直是人类文明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

Fagbenle[30]就做了关于尼日利亚气候变化影响基础

设施的相关研究。

1    尼日利亚能源现状简介

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一次能源。然而，这个

国家面临着如果没有石油该如何继续生存的问

题。尼日利亚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全部采用非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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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为基础制订了 2016—2025 年的能源规划[31]。

尼日利亚国内的能源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业界一

直在呼吁发电部门实现多样化，提高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比例。相比于潮汐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

主要的可再生能源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

电) 在尼日利亚国内都得到了更多深入的研究[31]。

但是，一种更加可靠的方法是必须恰当地考虑所

有可再生能源形式。尼日利亚国内太阳辐射量很

高，在北部和沿海各州海上和陆上风电、小水电、

较好的潮汐能源、生物燃料能源和其他能源的潜

力都有待进一步发掘。但该国一直对各种能源问

题有比较明显的忽视、不作为倾向。制定和实施

正确的组合政策之后，尼日利亚可以成为可再生

能源大国，就像其一直是主要的油气生产国一样。

尼日利亚国内的老旧电力电网系统有明显的

碎片化特点，并不太适合配置可再生能源。由于

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分配给尖端能源技术研究

的资金总量很有限，因此情况又进一步复杂化。

尼日利亚国内的决策者一直缺少相应的知识，对

现有的科研状况和尼日利亚国内的可再生能源潜

力了解甚少，且罔顾事实，见文献[31]及其参考文

献。很多文献已彻底地讨论了尼日利亚能源系统

的各个重要方面的情况，见文献[31]及其参考文

献。当然，政治和政策从来都不简单，缺少合理

性甚至缺少有效性——事实上常常都会有很多混

乱、艰难的渐进过程。政策的关注重点应是如何

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优良的环境，如何实现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动新的新能源技术开发、

优化，让其逐渐替代老旧的化石燃料技术。就像

汽车替代马匹、手机替代座机、蒸汽机替代水车

一样，很快电动机就将替代汽油机，可再生能源

也将逐步替代化石能源。这个过程是事物的自然

演化过程和趋势[32]，是不可避免的。

在尼日利亚，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领域有显著的发展[33]。2016 年，该国签署了其有

史以来第一份太阳能发电系统采购协议，协议价

格为 1.46 亿美元，电厂投产后，预计将按照每度

12 美分的价格售电 [ 3 4 ]。位于尼日利亚北部的

10 MW Katsina 风电场正在施工，共有 37 台风

机，每台风机的额定功率为 275 kW，所在地的年

均风速为 6.044 m/s。竣工之后，这将是尼日利亚

国内第一个风电场。考虑到该国发电量的赤字幅

度，可再生能源领域确实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

努力[31]。

2    数据来源

尼日利亚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是非洲西部

一个热带国家，北纬 4°~13°9'，东经 1°2'~14°30'，

标准气温约为 25 ℃，P0=1 大气压，分为干湿两

季，全年都有周期性降雨。

本文中的二维数据来自尼日利亚海军水文办

公室 (HONN)[35]。文献中的多数潮汐数据都来自

周期性潮汐数据。但是，有时在工程领域遇到的

数据并无周期。尼日利亚的潮汐数据也并无特定

周期，本文作者尚不清楚原因。从计算分析的角

度看，非周期数据的处理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具

体情况将在第 3 节中讨论。HONN 的数据库显

示，总共有 19 个场地可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还有其他场地 (见表 1) 虽没有在 HONN 的数据库

中，却已在英国水文局 (UKHO：2015 年 4 月

8日与作者的沟通确认)的资料中记录在案。HONN
 

表  1     尼日利亚的候选潮汐场地及其地理坐标 (来自

HONN)

编号 场地/站点 纬度/经度

1 Benin River 北纬 5°43.0'/东经 5°02.0'

2 Lagos Bar 北纬 6°24.0'/东经 3°23.9'

3 Apapa, Lagos 北纬 6°27.0'/东经 3°23.0'

4 Escravos Bar 北纬 5°34.0'/东经 5°11.0'

5 Warri Port 北纬 5°31.0'/东经 5°44.0'

6 Forcados 北纬 5°23.0'/东经 5°13.0'

7 Akassa Nun River 北纬 4°19.0'/东经 6°04.0'

8 Brass River Entrance 北纬 4°19.0'/东经 6°15.0'

9 Sambreiro River 北纬 4°47.0'/东经 6°47.0'

10 Bakana, New Calabar River 北纬 4°44.0'/东经 6°58.0'

11 New Calabar River Bar 北纬 4°20.9'/东经 7°02.0'

12 Port Harcourt 北纬 4°46.0'/东经 7°00.0'

13 Bonny Town 北纬 4°27.0'/东经 7°10.0'

14 Bonny River Bar 北纬 4°20.0'/东经 7°05.0'

15 Opobo River Entrance
(Sandy Point)

北纬 4°29.0'/东经 7°35.0'

16 Calabar Port 北纬 4°58.0'/东经 8°19.0'

17 Akpa Yafe River 北纬 4°41.0'/东经 8°32.0'

18 Tom Shot Point, Calabar
River

北纬 4°35.9'/东经 8°20.0'

19 Calabar River Approach 北纬 4°20.0'/东经 8°22.0'

*字体加粗的场地是本文中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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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场地的一些最近的数据，这些数据不在本

文的研究范围中，但在附录 A 的表 A1 中已给

出，作为参考。另外英国水文局的网站 EasyTide提
供了全球 7000 多个港口的潮汐数据，其中包括尼

日利亚的 37 个场地的数据。但是，UKHO 表示员

工很有限，难以彻底调查相关情况，因此并不确

定是否能从档案中找出尼日利亚在之前各个年份

的相关数据，并且建议我们咨询 HONN。我们发

现 UKHO、EasyTide 和 HONN 的场地数量差异原

因可能是多年来随着时间推移 (也可能是由于气候

变化)，有些场地已被合并，因此现在 HONN 只

有 19 个场地。比如，在 HONN 采集的数据中，

已经注明“Ogdigbe的信号站现已关闭”。图 1在

尼日利亚地图上给出了其中 19 个场地的位置。

图 2 在非洲地图上就一些候选场地的位置提供了

参考。很明显有些海岸位置的能量通量较为集

中，因此潮汐能提取可以具有经济可行性。由于

海峡、河口或结构干扰对来往潮汐的影响，能量

通量更为集中，因此潮汐的幅度比附近海岸要大

些。我们注意到收到的数据 (附录 B 中所示案

例) 有新月和满月标记，因此，我们认为在分析中

考虑这些标记会比较有用。关于此问题的重要

性，见后文详细说明。

3    小波分析

如同第 1 节中提到的，HONN 采集到的尼日

利亚潮汐数据并无周期性。在很多应用科学领域

中，有很多因素致使数据和测量结果并不具有较

规律的时间间隔 (即等间距时间框架)。虽然我们

可以将这种非稳态数据转换为等间距数据，但如

此一来，无疑会导致信息丢失或稀释。比如，我

们可以使用拉格朗日多项式插入一些数据，然后

使用插入函数对应的数据，填入一些丢失的

数据。

假设在 t1，t2，…，tn 等时间点，采集了 f1，
f2，…，fn 等数据，需要用函数 f(t) 来拟合观测到

的数据，即 f(t1)=f1，f(t2)=f2，…，f(tn)=fn。为此，

可以使用拉格朗日插值公式，即：

L j (t) =
n∏

k = 1
k , j

t− tk
t j− tk

(1)

式中，t1≤t≤tn 且 Lj(tj)=1。因此，可以用下列函数

来代表此数据集：

f (t) =
n∑

k=1

fk ·Lk (t) t ∈ (t1, tn) (2)

其中，对每个 tj 而言，由于 Lj(tj)=1，函数对应于

其数据点 fj。
ti
1, t

i
2, · · · · · · , t

i
m

f i
1 = f

(
ti
1

)
, f i

2 = f
(
ti
2

)
, · · · · · · ,

f i
m = f

(
ti
m

)
然后，可以在等时间距 向量，分

析 m ≥ n 时 插 入 值  

。

 

 
图 1   尼日利亚海岸线上 19个候选潮汐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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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的精度，拉格朗日多项式可以替换

为样条函数或其他更加高效的插值方式。但是此

类方法也有明显的缺点：若观测的时间比较接

近，并非等间距时间，则将有很多数据被省略

掉，如果间隔很大，则必须加入一些数据，进而

致使对有些极重要的量有偏倚。

可以使用波谱法等其他时序分析方法克服这

些缺点。众所周知的方法包括傅里叶分析和经过

相应变换后的小波分析。但是，傅里叶分析最好

用于分析无周期时序且幅度和相位恒定的数据，

小波分析则可以检测和量化各种参数随着时间推

移的演化情况。小波转化可以将时序数据扩展至

时–频域，并且检测局部化信号、峰值、周期性

等。与傅里叶变换类似，有 2 种类型的小波变

换：离散型和连续型。第一种是比较紧凑的数据

转换，尤其对降噪和数据压缩有用；第二种对提

取信噪比较低的时序数据、预测等工作更好。但

是，离散小波变换和连续小波变换都仅在等间距

时序数据应用中成熟应用。

改良的小波收缩方法最早是为分析等间距时

序数据而开发出来的，见[36]。在关于时序数据必

须具有的特定形式的假设下，定义一个类似于

Haar 小波收缩估算量，用于分析有噪音的非等间

距数据。在[37]中，通过保持或消除给定尺度上的

所有小波系数，利用小波方法对非均匀采样数据

进行曲线估计。[38]中，非等间距取样数据被替换

为等间距采样数据的平均值，然后对等时挑选后

的数据应用常规的小波变换。不规则数据分析常

 

 
图 2   尼日利亚海岸线上 19个候选潮汐场地相对于非洲地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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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数学工具是 Foster 方法，在[39]中有详细的解

释，并且用实例做了详尽说明 (关于天文数据)。
作者改进了了小波分析方法 (更确切地说，优化了

连续小波变换)，调整后的方法被称为加权小波

Z 变换，并且将其用于分析不规则测量的天文学

数据。

在本次研究的其余部分，我们使用 Foster
Z 变换来分析时域分布不均匀的潮汐数据。注

意，即使在[40]中 (有对小波和潮汐数据连续小波

变换分析的基本介绍)，也只考虑了等间距时序数

据，因此分析过程已被极大地简化，使我们对非

周期性潮汐数据的分析工作变得有意义。

我们定义连续小波变换函数 f(t)：

W
[
f
]
(τ,σ) =

1
√
σ

∞w
−∞

f (t) ψ̄
( t−τ
σ

)
dt (3)

正数 σ 常被称为扩张系数，借此我们可以规

定小波的宽度，进而可以只关注信号中的一部

分，即时移 τ。这让我们可以在时间点上搜索信号

和母小波 ψ 的复共轭，这是对包围信号的包络。

连续小波变换 (CWT) 将函数从时域映射到 (τ，
σ) 域，它本质上是一个时域和频域。小波变换比

较类似于傅里叶变换，只是傅里叶变换只是将函

数映射到频域上。虽可让我们分析信号的频率，

但是也可能失去频率的位置，亦即，特定频率发

生的时间信息都可能丢掉。另外，由于信号中常

常有瞬态分量，傅里叶变换可能会破坏瞬态分量

的位置信息。但是采用连续小波变换则可以保留

所有瞬态频率的位置信息。

使用最多的母小波是Morlet小波，即

ψ (t) =
exp(iwt)
√

2π
exp

(
−α t2

2

)
(4)

频率 ω 通常被设置为 2π，衰变系数为 α。

Morlet小波常用于声音信号分析。

在计算机计算运行中，用有限和替换小波变

换积分部分：

W
[
f
]
(τ,σ) =

1
√
σ

n∑
k=1

fk (tk) ψ̄
( tk −τ
σ

)
∆k (5)

但是，对非等间距数据而言，这是一个极粗

略的近似处理，其处理效果很差。因此 Morlet 小

波被修改成缩略版的Morlet小波

ψ (t) = exp
(
it−αt2

)
(6)

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一个测试函数

ϕ 来拟合此函数：

f (t) =
m∑

i=1

f1φi (t) (7)

此测试函数是记录数据的最佳拟合。要实际

计算系数，我们必须先确定 u 和 v 函数的内积

⟨u |v ⟩ =
∑n

i=1 wiu (ti)v (ti)∑n
i wi

(8)

其中 ωi 是指定给 ϕ 的权重

wi = exp
[
i
t−τ
σ

]
(9)

可以用测试函数与采集到的数据 f 的内积乘

以 S 矩阵 Sij= <ϕi|ϕj> 的逆矩阵，确定测试函数的

最佳拟合系数

f1 =
m∑

j=1

S −1
i j

⟨
φ j | f

⟩
(10)

其中 <ϕ i |f> 是 f 在 ϕ i 的投射，即投射在 ϕ i 上的

f 部分是等式 (2) 中的函数。由于能像回归分析中

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一样，将残差的平方减至最

小，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最佳拟合效果。对非等间

距数据而言，Foster建议使用三个测试函数：

φ1 (t) = 1
φ2 (t) = cos

(
t−τ
σ

)
, 以及

φ3 (t) = sin
(

t−τ
σ

) (11)

根据等式 (7)，我们使用这些数据建立函数

f(t)，并且用小波变换进行此函数分析 (等式 (5))。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Foster 的方法可以实现

非均匀采样时序数据的周期性分析。用给定的时

序数据得出一个平均周期之后，对于 t>tn 可以周

期性的持续，并且可以借此做预测。通过修正之

前确定的统计权重参数 ωk，可使预测更为准确。

3.1    方法

本质上来说，相较于其他研究者使用的普通

小波变换，Foster 的方法在之前的基础上引入了

一个新的测试函数 φ1。本文作者用 f1j 乘以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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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结果 (这是正时间的特征函数)，并且用乘

积表示小波信号。亦即，Foster 法会在信号和时

变矩阵之间建立对应联系，负时间的数据为零，

正时间则是非周期性数据的矩阵，进一步处理矩

阵。然后会产生以下问题：以小时为尺度计算 (比
如从 HONN 收集到的数据)，有些信息可能会被

忽略或丢失。为了准确表征潮汐资源，所收集的

数据不能有任何的丢失。因此，为了方便，我们

将一天的小时数据转换为分钟数据。比如，若潮

汐测量数据采集时间为 16:43，则转换为 16×
60+43=1003 分钟。另外，如同公式中所示，不再

需要转换后的测值 φ2 和 φ3，因为，如第 4 节所

示，信号的划分已经足够密集，即 φ1 就够了。我

们也可以讨论将信号转换为以秒为单位，但是这

并不能进一步改善相关结果。

3.2    发电和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

本节中将讨论本次研究使用的代表性公式和

平准化电力成本等问题。质量为 m 速度为 v 的流

体的动能为：

K.E. =
1
2

mv2 (12)

功率是动能变化的速率，计算公式为

P =
1
2

dm
dt

v2 (13)

式中 dm/dt 是质量通量，计算公式为

dm
dt
= ρAv (14)

式中 ρ 是水的密度，A 是涡轮机的孔径。因

此，在给定 v(t) 时 (时间 t 的瞬间水流速度)，功率

密度必须在期望的时间范围内积分，计算公式为

P.D. =
tw

0

1
2
ρA[v (ti)]3dt (15)

这说明功率密度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根据

获得的 5 年内的二维数据，用数据的时间导数来

近似表示速度。我们用修正后的 CWT 在连续时

间内获得了潮汐波的 z 分量，因此速度近似为分

量对时间的导数。然后将其代入年能源资源或[41]
中的 ATR 公式，积分结果也做了近似处理。因此

年发电量 αt 可以用适当的常量表示为

αt =CiCpρ

tw
0

v(ti)3dt (16)

式中 C i 是设备交互作用产生的能源转换指

数，且常常设置为 1，Cp 是涡轮机和功率设备效

率的乘积，或者潮汐流涡轮机的功率系数，其范

围为 0.35~0.50[42]。对潮汐流能量技术而言，假定

一年运行时间为 340 天。时间减少是由于有运行

和维修停工。

基于以上假设，年发电成本 PE 可以表示为：

PE =

T∑
t=0

βt +γt

(1+ r)t

(
αt

(1+ r)2

)−1

(17)

式中 γ 是贴现率，βt 是第 t 年的资本支出率，

γt 是第 t 年的运维成本，T 是潮汐流发电机的使用

寿命。此公式显示，T 年 (其中 (1+r) – 1 指贴现

率) 的运维成本和资本支出除以 T 年生产的电量，

等于潮汐流发电机在其使用寿命 T 内的运行成本。

本次研究中 T=5(2011~15)。本项研究中对应的资

本支出率 βt 近似等于 560 万美元/MWe，运维成本

则等于 γt=8 万美元/MWe。平准化发电成本估算中

常常使用的贴现率为 10%[41]。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估计，潮汐能发电的成本范围为 0.20 美元/kWh
至 0.27美元/kWh[4]。

4    结果分析

在 MATLAB 中实现了小波分析算法扩展至

研究间距不均匀 (不规则) 间隔潮汐数据。在选定

场地每天观测 3~4 次，如前所述，考虑了新月和

满月的约束条件。随后讨论了各个场地的详细调

查结果。另外，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各个场地的

数字化年度数据都有一定相似性。但是，我们确

认了其中一些明显较大的差异，需要就这些差异

说明相关情况，我们也尽力做了说明。由于文章

要求版面简洁，建议读者查看本文的在线补充数

据，这些数据给出了时序特征值的更详尽的结

果，以及本项研究中各个场地的流速情况 (补充数

据编号见附图 3-72)。随后，我们比较了相关场地

的潮汐高度和速度，并且简单地给出了相关结

果。图 3 中比较了各个场地在 5 年内的潮汐高低

值。Calabar 港的潮差最大，大约为 3.1 m。表 2
给出了各个场地在各个年份中峰值和退潮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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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平均值，图 4 是用表 2 数据绘制成的图，其

中显示了峰值和退潮速度的比较情况。速度情况

显示，退潮相比于涨潮占优势。

5    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结果

仅考虑潮汐资源的情况并不能完全明白潮汐

资源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情况，因此要做平准化

发电成本分析。在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估算中，

表 3 显示了各个场地的结果，单位为美元/kWh。
概要地看，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计算的数据涵盖

了潮汐场地运行的整个时期 (亦即 5 年)。考虑到

所有场地的数据都具有显著周期性，未来 5 年、

10 年乃至 15 年的平准化发电成本分析在理想状

态下也将是一样的。相比于 IRENA 估算[4]，本文

中对各个场地的估算结果明显偏低很多。在平准

化发电成本分析方法或估算数据中，可能会有一

些次要的成本因素没有考虑进去，若对次要成本

进行考虑，则 7 个场地的成本接近 IRENA 估算数

据或在其范围内。Cusick 已经做了一项平准化发

电成本分析[13]，且其调查成果也可适用于本文的

研究工作。另外，考虑到局部状况，在本层面的

初步分析工作中，我们推迟执行更可靠的敏感性

和不确定性分析工作，准备交给其他研究人员，

或者将来由我们自己来做相关工作，到时候可以

获得更好的数据，或建立更高阶的水力学或计算

流体力学模型。

6    讨论

在本次研究工作中，我们改进了一种最初用

于非稳定天文数据的 CWT 方法，将其用于非稳

定的潮汐数据，目的在于表征尼日利亚国内 7 个

候选场地的潮汐动力学情况，进行潮汐流能量研

 

表 2    5 年期内各个场地的峰值涨潮/退潮速度（m/s）

年份

Sambreiro
River

Tom Shot Point,
Calabar River Warri Port Opobo River Entrance

(Sandy Point)
Port

Harcourt
Calabar
Port

Brass River
Entrance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涨潮退潮 涨潮 退潮

2011 10 10 10 17 10 11 10 17 10 16 10 18 10 15

2012 10 10 10 17 10 11 10 17 10 16 10 18 10 15

2013 10 14 10 16 10 11 10 16 10 17 10 19 10 18

2014 10 10 10 16 10 11 10 17 10 16 10 19 10 15

2015 10 10 10 16 10 11 10 17 10 16 10 19 10 15
 

 

 
图 3   5年期内所考虑各个场地的平均高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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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本项研究的场地具有相对类似的特点。在所

有场地，涨落潮发电的潜力都是近似相等的。在

这些海岸地区安装一排或多排涡轮机可以利用有

价值的潮汐能来发电。为进一步说明情况，使用

Atlantis AR1500，转子直径为 18 m，扫掠面积为

254.47 m2，中等潮汐速度为 2 m/s，年电能输出

为 391 MWh。另外，假定将在任何一个场地部署

40 台潮汐涡轮机，则所有涡轮机的年度总潮汐电

力输出功率将达到约 15.6 GW。因此，这些场地

有潜力供应大量的电力。

本项研究以及其他研究[31,43]的成果都说明，在

尼日利亚海岸有 19 个区域有较高的潮汐流速度。

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读者，本项研究和其他研

究[31,43]都是基于二维数据，只是对资源的初步分

析。尤其是，气象影响、时间和小港口的高度校

正等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破坏数据本

身的表观准确性，进而致使潮汐速度数据相对于

世界上其他已知地方速度要高。因此需要密集程

度更高的数据或者三维数据，结合先进的方法和

技术，才可确知资源的确切情况。但是，在大西

洋沿岸各个国家 (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加纳和喀

麦隆) 的其他地方，尤其有很好的候选场地和很大

的潮汐能利用潜力[44]。

本项工作已经提供了 7 个候选场地的详细结

果。比较显著的调查结果如下：

－尼日利亚的潮汐是半日混合类型。

－场地潮汐速度动力学状况呈现自西向东的

渐进波，高潮面向东西方向，低潮大约出现在中

点/年中。

－新月和满月标记的可变性说明了二者中哪

一个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点出现更多。

－静止的水体意味着容量系数较低。但是，

本项研究中给出的速度状况显示有较大的运动，

因此也会有较高的容量系数，对尼日利亚的潮汐

能源利用比较有利。

－速度状况主要显示，退潮比涨潮的优势更

大 (见在线补充数据)。
－相对较高的容量系数本身也显示各个场地

的平准化发电成本估值较低，以及具有一定经济

可行性。

另外，与风机类似，潮汐涡轮机运行环境也

有紊乱剪切流，因此需要分析工作具有更高的可

 

表  3    各个场地的平准化发电成本估算与潮汐能的 IRENA
估算

场地/站
平准化发电
成本估算
(美分/kWh)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4]

平准化发电成本估算
(美分/kWh)

Sambreiro River 5 0.20~0.27
Tom Shot Point,
Calabar River 8

Warri Port 2
Opobo River Entrance
(Sandy Point) 4

Port Harcourt 2

Calabar Port 5

Brass River Entrance 3
 

 

 
图 4   各个场地近似平均潮汐速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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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度，采用更好的数据采集方法 (如声学多普勒流

剖面仪 (ADCP)) 和高阶 CFD 技术 (如非连续的

Galerkin 有限元法 (DG-FEM))，以便更加深刻地

研究尼日利亚海岸场地的潮汐能潜力。建议使用

声学多普勒流剖面仪进行现场测量，以进行必要

的验证并消除任何不确定性。若各个场地有更稳

定、更全面的数据集或者数据库，则可用于帮助

比较技术和分析模型。理论上，DG-FEM 是一种

完善的高阶 CFD 方法，可以用于按照文献中给出

的方法评估潮汐能源情况。另外，开发潮汐涡轮

机可能取决于流入流体的湍流强度等因素，但是

总体资源表征将考虑测得数据的 x，y，z 等分量

(比如使用 ADCP)。但是，我们注意到，二维 DG-
FEM在缺乏密集数据时也可供使用。

7    结论

本次研究的目的以及将来的研究工作的目标

都应是，如何以商业可行的单位发电成本发电。

潮汐流发电的电网连接将采用 33 kV 电缆。由于

本项研究中多数是沿海离岸场地，考虑到全球海

上风电场的成熟应用，开发海上交–直流电网基础

设施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借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尼日利亚海岸有具备丰富动能的场地 (全年都

有大量的水量)，如果建设一个高效、低成本的潮

汐流发电系统，可以使农村电力系统发生革命性

变化。扩大可再生的潮汐能源利用须放在尼日利

亚能源日程和能源政策的优先位置。尼日利亚的

潮汐流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却可能有很大的

利用潜力。将采集到的潮汐数据和本文中给出的

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使决策者了解更多信息，

对制订政策很有帮助。

气候变化一直威胁着全球数十亿人的安全与

生活。全球的工程师们都一直在努力开发先进、

高效、经济的技术，以帮助各国大规模的采用替

代能源技术。一直以来，更广泛地采用可持续能

源技术对发展可持续经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

保护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

项工作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实现潮汐流发电项

目。各个电站可以生产大量的清洁、可再生的电

能，提高尼日利亚的总体电网的能源多样性。采

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尤其是潮汐能发电，可

以支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对生态环境也十分友好。我们必须寻找

并且获得一个合理、大胆而且可用的能源组合，

确保其方便性和整体性，同时还要考虑其对经济

和环境的各种影响。

8    补充数据

补充数据见 Clean Energy 网站本文网络版的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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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风机故障检测仪及其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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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便携式风力发电机故障检测系统及其在风机传动链部件故障检测中的应用。基于振动测试和

分析的便携式故障检测仪在常规旋转机械中的应用已有很久的历史，但在风力发电机中的应用并不广泛。究其原因

是多样的，除了测试条件要求高外，更重要的是风力发电机传动链的结构多样性，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同

部件损伤机理的复杂性，都使得基于常规旋转机械故障检测的方法应用于风力发电机时可测率和准确率较低，从而

影响了便携式系统的广泛应用。本文利用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开发的一种基于风力发电机传动链运动学和不同

旋转速度下各部件故障的动力学为基础的振动分析方法，对同步采集的加速度和高速轴速度信号，通过齿轮箱内任

意指定轴的同步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故障检测，提高了对各类部件尤其是有关中低速轴部件损伤检测的可行性和精

准度。本文对 3 个风机的实测案例进行了分析，涵盖了低速和中速行星齿轮内圈齿轮损伤、低速行星齿轮损伤和主轴

承损伤等典型的齿轮箱检测中较难处理的损伤模式，验证了该振动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精确性。

关键词: 风力发电；传动链；便携式；振动分析；故障检测；风场实测案例；风机故障检测仪

 

  引言

随着技术的进步，风能成本逐渐降低。根据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的预测，到 2022 年，风力发电机

的平准化发电成本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LCOE)(包括税收抵免) 将是常规发电技术中最低

的[1]。与常规的发电模式相比，风力发电机不需要

能源费用，但其运行和维护 ( O p e r a t i o n   &

Maintenance，O&M) 成本较高。通常，在陆上风

电 LCOE 中，O&M 成本占比可以高达 11% 甚至

30%[1, 2]，而在离岸风力发电机中，这一占比无疑

会更高。所以有效地降低 O&M 成本是继续降低

风能 LCOE，使风能更具竞争力的关键。

风机故障检测系统作为降低运维成本、优化

风场运行的一种工具，已逐渐被风电行业所接

受。一个成功的风机故障检测系统，关键在于有

一个能将传感器采集的原始数据转换成表征被检

测系统各部件的健康状况的物理模型。在风机的

故障检测实践中，由于风机复杂的变速箱设计及

其变速运行要求，直接利用基于传统定速旋转机

械故障检测的分析系统往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尤其是有关低速轴部件的检测，如主轴、行星齿

轮等相关部件。

传统上，旋转机械的故障可以通过振动、噪

声、温度以及油品检测，结合运维工程技术人员

的经验来综合分析和检测[3−7]。在风力发电机传动

链的应用中，由于风机地理位置的分散性、风机

运行的非恒速等特点以及传动链的结构复杂性，

一个有效的故障检测系统，应该具有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检测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为降低运维成本，提高生产服务效率，温度传感

器可以用于风机的故障检测[8]。其基本原理是：存

在故障的旋转部件运行时，会因机械摩擦和交变

变形而产生附加的热量。但是，基于温度变化的

旋转机械部件的故障检测很难提高故障检测的灵

敏度，因而很难实现早期预测。另外环境温度变

化也会引入诸多确定因素 (如季节，昼夜的变

化) 与不确定因素 (如阴晴雨雪的影响，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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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等)。油品检测如齿轮箱润滑油的铁屑与非

金属颗粒数的测量，能为齿轮箱的健康状况提供

非常有用的参考价值，但这一技术的应用成本较

高，并且无法定位具体部件的损伤程度。

基于压电传感原理的振动加速度传感技术被

认为是目前旋转机械故障检测传感技术上最成

熟、最可靠和低成本的方法之一。另外，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传统旋转机械故障诊断方法的研究

从未间断过，从时域分析[9, 10]，频域分析[11]，到特

定的同步采集分析[12, 13]，包络谱分析[14]等，形成了

许多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然而，由于风机传动

链的结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风机运行条件的

不恒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借用传统的旋转机械

故障诊断方法直接分析风机传动链，往往很难得

到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对齿轮箱内与较低速的轴

相连的部件进行的故障诊断。

本文使用的是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开发

的一套专门用于风力发电机传动链的故障检测系

统 (以下简称 NiceCMS)。该系统以加速度传感器

和高速轴速度信息为基础，充分考虑了各类传动

链系统的运动学关系，以及风机运行状况的复杂

性，在信号处理过程中，利用损伤部件响应的动

力学特性，对不同部件的损伤响应进行有效地分

离，以实现传动链各类故障的准确识别。本文首

先介绍 NiceCMS 的主要功能；然后介绍了行星齿

轮虚拟轴的概念和齿轮箱中任意轴同步采样技术，

及其在故障检测中的应用；最后介绍利用 Nice-
CMS系统在风场实施故障检测过程中的几个案例。

1    风机传动链故障检测便携式系统

风机的故障检测最终应该是分布式的并具有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检测等功能，但鉴于目

前国内风机故障检测的现状，开发一个行之有效

的便携式故障检测系统，对优化风力发电机组的

运维、降低风电生产成本以及提高风电生产效

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成功的便携式

系统可以与分布式检测系统互补，以实现最优化

的故障检测，其主要功用包括：

(1) 快速反应工具：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快速

部署便携式系统，实施数据采集与分析诊断；

(2) 现场诊断与分析：可以为维修现场提供实

时的分析结果，提高解决故障的效率；

(3) 取代基于内窥镜的故障诊断：内窥镜检测

可以提供最为直观的故障检测，但在风力发电机

中，有许多部件是无法用光学手段检测到的。另

外，故障检测的完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检测

员的经验。而振动信号只与机械传动路径有关。

随着基于振动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基于振动分

析的故障检测系统有望取代内窥镜系统，为风机

传动链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检测；

(4) 风机振动噪声分析工具：基于同样的硬件

设备，可以为风机的振动和噪声分析需求提供服务。

要实现上述功能，必须解决风机故障诊断中

遇到的几个实际问题，如风机的变速运行问题、

低速运行部件的可测性问题、损伤振动响应的混

频问题以及差动轴承与齿轮的故障检测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NiceCMS 设计了一系列数据处理方

法，包括：

(1)齿轮箱运动学自动整合技术；

(2)任意轴的同步再采样技术；

(3)任意轴的同步平均与同步分析技术；

(4) 根据损伤动力学特性设计的频率成分抑制

技术；

(5) 不同于常规调幅解调技术的齿轮和轴承故

障诊断技术；

(6)行星齿轮级齿轮和轴承的虚拟轴分析技术。

运用这些信号处理与分析技术，可以有效地

提高风机的故障检测概率，使得与高速轴相关的

部件故障检测更为精准，与低速轴相关的部件故

障检测变得相对容易。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介

绍行星齿轮级齿轮和轴承的虚拟轴分析技术，和

任意轴的同步再采样技术。对其他分析技术有兴

趣的读者可参阅文献[15]。

1.1    行星齿轮级的虚拟轴

在行星齿轮中，如图 1(a) 所示，其运动学关

系比平行齿轮更为复杂。为获得各个轴的旋转频

率和齿轮啮合频率之间的关系，一个简单的办法

是将整个行星齿轮做以旋转速度与行星架相同大

小但方向相反的旋转运动。这也就是说假想将观

察者固定到行星架上一起运动来观察各部件的运

动，如图 1(b) 所示。在这种变换下，齿轮啮合频

率 fm 与各齿轮的齿数和各轴的旋转频率有如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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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 Nr fc = Np
(

fp+ fc
)
= Ns ( fs− fc) (1)

因此，行星齿轮的绝对轴速度 fp 可以表达成

与输入轴速度 fc 如下的关系:

fp =
(

Nr

Np
−1

)
fc (2)

为便于行星齿轮故障诊断分析，在这里我们

定义一个假想轴：即行星齿轮相对于行星架的相

对运动，其运行速度为 fPLTr：

fPLTr
∆
= fp+ fc =

Nr

Np
fc (3)

通常，fp 和 fPLTr 与 fc 之间不是整数倍的关

系。但在虚拟轴下 (参见方程 (3) 及图 1)，行星齿

轮每旋转一次，其单齿损伤将与内圈齿轮和太阳

齿轮各接触一次，所以行星齿轮的单齿损伤频率

frgd 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fpgd = 2
(

fp+ fc
)
= 2 fPLTr (4)

也就是说，行星齿轮损伤响应是与虚拟轴同

步的，而与齿轮箱内任意物理轴不同步。因此，

利用这个虚拟轴的概念，我们可以利用同步平均

和同步分析的方法，很方便地识别行星齿轮的故障。

同理，行星齿轮的轴承部件损伤特征在上述

虚拟轴下也可以被简单地表达成：

滚子损伤特征频率：

fRE =
D
2d

(
1− d

D
cosα

)(
1+

d
D

cosα
)

fPLTr (5)

内圈损伤特征频率：

fBPFI =
n
2

(
1+

d
D

cosα
)

fPLTr (6)

外圈损伤特征频率:

fBPFO =
n
2

(
1− d

D
cosα

)
fPLTr (7)

滚子架损伤特征频率:

fFTF =
1
2

[(
1+

d
D

cosθ
)

fp−
(
1− d

D
cosθ

)
fc

]
(8)

行星齿轮的损伤特征 (除了滚子架损伤特

征) 频率在行星相对轴表达式中显得非常直观。需

要注意的是加速度传感器往往置于变速箱壳体的

固定位置上，因此轴承的损伤特征响应将被行星

架的速度 fc 及其谐波所调制。

1.2    任意轴的同步再采样

在工业应用中，有许多情形是无法直接进行

同步采集的。如对差动轴承的故障诊断，因为故

障特征频率是与内圈和外圈的速度差成正比的，

而形成一个对速度差做同步采集的物理装置是很

困难的。另一方面，在风力发电机的齿轮箱中，

并不是每一根轴的速度信息都是直接可以通过数

据采集而获取的。但当高速轴 (输出轴) 或低速轴

(输入轴) 的速度已知时，齿轮箱内任一轴的速度

剖面可以由齿轮箱的运动学关系而获得。

本文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域方

法，在轴速和加速度响应信号为已知时，实现对

 

 
图 1   同步啮合的行星齿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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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响应的等转角同步再采样。数据处理流程

如图 2所示，简介如下：

(1) 等时离散。假定振动加速度信号和轴速的

等时离散时间函数已经获得，从齿轮箱的运动学

关系，可以得到虚拟轴或齿轮箱内任一物理轴的

速度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θ (t) =
t
∫
0
ω (τ)dτ

(2) 轴速数值积分。对轴速积分得到轴的相对

转角的时间函数： ，其中 ω 是轴

速，以圆频率为单位；θ 是轴的相对转角，通常

可以将时间为零时的转角设置为零。

(3) 周期识别。在轴周期时间函数中，如图 3

所示，识别整周期相应的相对时间位置，标记为

ti。注意到当轴是非匀速运行时，轴的周期不是常

数，也就是说，Ti=ti-ti-1 不是常数。

(4) 形成轴同步采集时钟。一旦确定了整周期

的时间位置，同步采集时钟便也可以通过数值方

法来生成。例如，当给定轴转动的某一周期产生

同步采集时钟时，可考虑根据这一时刻的轴速变

化情况而采用相应的方法：如果当前轴速变化较

小，可以用匀速插值的方法，即认为本周内的采

样时钟是均匀的；如果当前轴速变化较大时，则

可以利用前一周和后一周的速度信息对本周的采

样时钟进行插值。

(5) 响应重采样。响应信号等时离散时间波形

用生成的采样时钟重新采样便可得到响应的轴周

期同步波形。为避免采样混叠，应在重采样前进

行相应的滤波。

(6) 同步平均和同步分析。对轴周期同步波形

的同步平均和同步分析可以用来对与轴连接的齿

轮和轴承进行故障诊断。

2    风场应用

三级齿轮啮合是现今风力发电机中多级齿轮

的一个典型设计。图 4 所示的是具有二级行星齿

轮和一级平行齿轮的三级齿轮箱简图。本文案例

均针对该结构齿轮箱进行测试分析。

该齿轮箱在额定功率下，输入叶轮速度约为

17 转/分 (RPM) 或约 0.29 赫兹 (Hz)，高速轴输出

轴速度约为 1800 RPM 或 30 Hz，放大倍数约为

104 倍。一级行星齿轮的输出轴速度 (一级太阳轮

轴速度) 约为 90 RPM 或 1.5 Hz，二级行星齿轮的

输出轴速度 (二级太阳轮轴速度)约 480 RPM或 8 Hz。
一级行星齿轮的啮合频率约为 29 Hz，二级行星齿

轮的啮合频率约为 154 Hz，三级平行齿轮的啮合

频率约为 800 Hz左右。

在这种结构的齿轮箱中，各个不同旋转部件

的转速差异很大。有许多部件，如齿轮和轴承，

是与相对低速的轴 (如主轴，一级行星齿轮轴至二

级行星齿轮轴) 相联旋转的，因此，此类部件损伤

引起的加速度响应，与运行引起的正常响应 (如高

速齿轮啮合响应) 相比会小很多。而风速的不稳定

性，更会进一步导致损伤特征在常规的频谱分析

中产生弥散而无法识别。

NiceCMS 便携式系统的测点安排如下：在风

机传动链上安装 6 个加速度传感器和一个速度传

感器，如图 4 所示。其中加速度传感器 #1 安装在

 

响应信号等时
离散时间波形

轴速度等时
离散时间函数

数值积分

周期识别

形成轴同步
采集时钟

相应重采样

同步平均
同步分析

 
图 2   数据处理流程图

 

 

 
图 3   轴周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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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承附近；加速度传感器 #2 和#3 分别安装在

一级和二级行星齿轮的圈齿附近；加速度传感器

#4 安装在高速轴轴承附近；加速度传感器 #5 和

#6 分别安装在发电机上下风端的轴承上；而速度

传感器则安装在联轴器附近。所有传感器通道以

20 kHz 的采样频率同步采集，模数 (A/D) 转换为

24位，每次采集的时间长度为 60秒。

2.1    星齿轮圈齿损伤检测

某风机的齿轮箱已运行多年，内窥镜年检发

现若干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级行星齿轮圈齿

齿面凹坑与剥落 (见图 5) 和二级行星齿轮圈齿齿

面凹坑与剥落 (见图 6)。

一级和二级行星齿轮圈齿损伤，正如前文所

述，用常规的时域分析与频谱分析是很难被准确

诊断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常规的时域和频域分析

中，由于损伤部件位于齿轮箱内转速较小部位

处，因故障部件产生的损伤振动信号较小，且与

齿轮箱正常运行响应信号混频。所以，在齿轮箱

运行过程中，相较于齿轮箱运行振动响应，损伤

产生的振动响应幅值也因频率较低而不显著。除

此之外，为了对低速信号的分析取得足够的频率

分辨率，需要长时间采样，而大部分风机是变速

运行的，这样势必导致谱分析中出现频率弥散现

象，从而进一步增加故障诊断的难度。

图 7 所示的是该风机在接近额定功率运行

时，利用 NiceCMS 系统采集上述齿轮箱各部位振

动信号时高速轴的轴速在 1 分钟内的变化情况。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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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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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齿轮箱简图

 

 

 
图 5   一级行星齿轮圈齿齿面凹坑与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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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用常规谱方法对本例数据进行分析，轴速

变化虽然不是很大，但由此引起的频率弥散已是

十分严重的。如图 8 所示，在图 7 的轴速变化运

行条件下，基于傅立叶变换的常规谱分析中已很

难确定其中的啮合频率的位置。图 9 显示了

0~400 Hz 的局部频谱。在这一频段，频谱里应包

括二级行星齿轮的啮合频率 (额定功率下为 154 Hz)

及其谐波 (约为 300 Hz)，但由于轴速的变化，这

些啮合频率已被严重地弥散了。而预示损伤信息

的调制频率更是无迹可寻。同样，图 10 显示了

 

 
图 6   二级行星齿轮圈齿齿面凹坑与剥落

 

 

 
图 7   风机 #2高速轴转速识别

 

 

 
图 8   加速度传感器 #2的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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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Hz 的细化频谱。这一频段里，频谱包含了

一级行星齿轮的啮合频率 (额定功率下为约 29
Hz) 及其谐波。另一组频率为高速轴的速度 (额定

功率下为 30 Hz) 及其谐波。虽然一级行星齿轮啮

合频率的弥散度较低，但因一级圈齿损伤引起的

调制频率更低 (0.3 Hz 和 0.9 Hz)，直接利用频谱

分析鉴别圈齿损伤是很困难的。

利用任意轴同步采样与同步分析技术[12]，对

采集信号进行关于二级行星架的同步再采样和同

步平均，得到的结果如图 11 所示。由于二级行星

齿轮的啮合频率相对较低，在实施同步平均前，

需要对运行的高频成分，如高速平行齿轮啮合频

率及谐波，进行滤波抑制。图 11 中显示的冲击响

应模式是很典型的具有三个行星齿轮的行星齿轮

系的圈齿单一损伤。这些脉冲响应均以行星架速

度为周期，并且每周内有三个脉冲，对应于行星

架每转一周，每个行星均与圈齿上的损伤啮合一

次。将二级行星架整周期同步平均后的一周数据

以极坐标的形式表达，能更直观地显示损伤模

式。如图 12 所示，圆周角表示二级行星架旋转的

角度，而波形则是同步平均后的振动响应。当二

级行星架从某一参照点旋转 30°后，圈齿损伤与第

一个行星齿轮啮合。损伤引起的啮合不匹配引起

了第一组冲击振动响应。当二级行星架继续运行

120°后，第二个行星齿轮与圈齿损伤啮合，在

150°处产生了因啮合不匹配形成的附加冲击响

应。最后，当第三个行星齿轮与圈齿损伤啮合

时，产生的附加振动显示在 270°处。

一级行星齿轮圈齿的损伤识别有一定的难

度，因为相较于二级行星齿轮，一级行星齿轮啮

 

 
图 10   加速度传感器 #2的细化频谱

 

 

 
图 9   加速度传感器 #2的细化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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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频率与调制频率更低，但利用 NiceCMS 的算

法，依然可以成功地检测到相应的圈齿损伤。如

图 13 所示，经过高频抑制后的原始信号，再做关

于一级行星齿轮架整周期的同步再采样与同步平

均，得到的周期域信号具有与上述分析过的二级

行星齿轮圈齿损伤类似的特征，即在一级行星架

(主轴) 的周期域中，齿轮啮合波形为行星架的三

分之一周期所调制 (一级行星齿轮由三个行星齿轮

构成)。对同步平均波形进行包络谱分析，结果显

示很强的主轴速度的三阶次响应成分，这也进一

步验证了一级行星齿轮存在圈齿损伤 (图 14)。

2.2    一级行星齿轮行星齿损伤检测

某台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内窥镜年检结果显

示一级行星齿轮系的行星齿轮有齿轮面剥落的现

象，如图 15所示。

一级行星齿轮系中的行星齿轮损伤与行星齿

轮轴承损伤的探测是以振动响应为基础的故障检

测系统中的难题。这是因为，一是运行速度低；

 

 
图 11   关于二级行星架的同步平均结果

 

 

 
图 12   关于二级行星架的同步平均结果 (极坐标表示)

 

 

 
图 13   关于一级行星架的同步平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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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振动传递路径较远且复杂；三是运动学关系

相对复杂。在如图 4 所示的齿轮箱中，在额定功

率转速下，行星齿轮的绝对转速不到 0.5 Hz；行

星齿轮分别与圈齿和太阳齿轮啮合，损伤啮合振

动的传递路径较远，尤其是与太阳齿轮的啮合振

动传递路径会更远，更复杂；行星齿轮的转动包

括随行星架一起的转动 (公转) 以及行星齿轮相对

于行星架的相对转动 (自转)。
传感器配置及数据采集参数同前例。对转速

数据进行分析，得到高速轴的轴速在 30 Hz 左右

(如图 16 所示)，接近额定功率的转速。为有效地

检测这类损伤，NiceCMS 采用了前述的虚拟轴概

念和任意轴的同步再采集和分析等技术。

图 17 显示了关于一级行星齿轮相对轴的同步

平均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虚拟轴每转一周，

产生了两组振动冲击响应，符合行星齿轮损伤的

特征，即，虚拟轴每转一周，行星齿轮损伤处与

圈齿和太阳齿轮各啮合一次。图 18 显示的是图

17 的包络阶次谱。图中，虚拟轴的二阶阶次占主

导地位，论证了前述行星齿轮损伤的损伤特征。

图 19 是关于虚拟轴的同步平均后的阶次谱。

在虚拟轴下，一级行星齿轮的啮合频率阶次为

39。在图 19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啮合阶次为 39 的

谐波系列，此外这些啮合阶次和高阶谐波附近均

有 2 倍虚拟轴速度阶次的旁瓣，也就是说，一级

行星齿轮啮合振动是被虚拟轴速度的 2 倍所调

制。这一现象也符合行星齿轮损伤的特征。

2.3    主轴承损伤检测

风场对某风力发电机传动链的年检发现严重

故障。为验证 NiceCMS 的可靠性，年检损伤报告

事先未与故障检测工程师进行任何沟通。传感器

配置及数据采集参数同前二类似。由于天气状况

的限制，数据采集没有得到接近额定功率的转

速。从采集到的有效数据识别到高速轴的轴速如

图 20所示。

NiceCMS 分析结果显示主轴轴承有损伤。

图 21 是经高频成分抑制后的主轴同步信号。图中

 

 
图 14   关于一级行星架的同步平均包络谱

 

 

 
图 15   一级行星齿轮行星齿面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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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3 � 15.87

显示一系列的冲击响应被主轴周期调制。粗略估

计脉冲周期为 0.063倍主轴周期，或

主轴阶次。包络信号的阶次谱分析 (图 22) 显示振

动脉冲频率为 15.57 主轴阶次及其高阶谐波。脉

冲频率及其谐波的主轴转速阶次 (1) 旁瓣也在图中

清晰可见。

 

 
图 16   识别的高速轴速度

 

 

 
图 17   关于一级行星齿轮相对轴的同步平均

 

 

 
图 18   关于一级行星齿轮相对轴的同步平均包络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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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图 21 和图 22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主

轴承内圈有明显损伤。这与内窥镜检测结果也是

一致的，见图 23。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主轴承的故障识别，不

 

 
图 19   关于一级行星齿轮相对轴的同步平均阶次谱

 

 

 
图 20   识别的高速轴速度

 

 

 
图 21   高频成分抑制后的主轴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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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常规的高速轴轴承的故障诊断方法来实现。

像本文所举案例中的齿轮箱，即使是在额定功率

下，主轴的轴速不到 0.3 Hz。而本例的主轴速度

更是小于 0.2 Hz。当轴承滚动元件与轴承损伤处

接触时，其切入速度和切出速度都很小，损伤激

励的时间脉冲较宽，因此，主轴损伤不大可能激

励出超越齿轮箱高级齿轮 (如二级行星齿轮、三级

平行齿轮) 的啮合频率。加上加速度传感器的低频

灵敏度较低，所以传统的时域信号分析 (图 24) 与

频域信号分析 (图 25) 往往得不到预期的检测结

 

 
图 22   加速度包络分析 (主轴阶次谱)

 

 

 
图 23   主轴轴承滚道剥落

 

 

 
图 24   加速度传感器 #1的时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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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 NiceCMS 的主轴承损伤分析，采用了诸如

同步采集、高频成分抑制、同步分析等技术，解

决了主轴承损伤分析中信噪比以及变速弥散等问

题，有效地提高了主轴承损伤检测的成功率。

3    结论

风力发电机尤其是双馈式风机的故障检测有

其显著的特殊性，例如，齿轮箱大跨度增速、风

机变速运行、低速运行部件承受高载荷、众多且

越来越复杂的齿轮箱设计等。由于这些特点，直

接利用常规的旋转机械故障检测方法对风机进行

检测，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针对风机特点而

开发的数据分析技术，如风机传动链运动学整合

技术、任意轴同步再采样技术、任意轴同步平均

与同步分析技术、虚拟轴技术、差分轴承分析技

术以及选择性频率成分抑制技术等，有效地提高

了风机故障检测的精准度，尤其是那些与低速轴

相连部件损伤的可测性。

便携式旋转机械故障检测仪在常规的旋转机

械中有广泛的应用，但在风机的故障检测中应用

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风机结构设计的多样性、

风机损伤动力学的复杂性以及风机运行的不可控

性，导致常规故障检测方法失效或成功率降低。

因此大部分风场多用内窥镜检查的方法来取代。

内窥镜检查有直观可视的优点，但在风机齿轮箱

内，有许多转动部件是内窥镜探头所无法检查到

的。随着分析检测技术不断完善，以振动为基础

的风机故障检测系统有望取代内窥镜检测系统，

为风机提供全面的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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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在二代富氧燃烧技术

市场部署中面临的限制

Kalle Nuortimo1,*，Timo Eriksson2，Reijo Kuivalainen1，Janne Harkonen3，
Harri Haapasalo3 and Timo Hyppäne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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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用于碳捕集和封存的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在不同阶段的市场潜力评估结果，其中增加氧含量可以提

高效率并且延长产品生命周期。需要强调的是，一项开发时间很长的能源技术要商业化应用，会面临很多风险因

素。同时，外部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和二氧化碳的市场交易价格等也会造成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本文的研究是基于

一种二代循环流化床富氧燃烧技术，研究内容包括 SWOT 分析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估算。以循环流化床富氧燃烧技术

为基础，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商业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能源市场环境的技术、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现

在，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价格不到 10 欧元/吨，这不利于 CCS 技术的投资。二氧化碳封存还面临公众的反对和欧

盟法令方面的限制。估计此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时间将在 2030 年，到时候二氧化碳交易价格需要在 30 欧元 /吨左右。

要使二代循环流化床富氧燃烧技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则还需要相关的技术开发或政府补贴。由于技术的价格发展

趋势会受到欧盟环境政策、政治和公众接受度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投入市场实用，技术进步和政府补贴等

都非常重要。

关键词: 二代富氧燃烧；市场部署；循环流化床；二氧化碳减排；碳捕集和封存；CCS

 
引言

人类已开发出碳捕集和封存 (CCS) 技术，作

为降低固体燃料燃烧中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解决

方案。二氧化碳捕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成

本非常高。包括捕集、运输和封存等步骤在内的

一个完整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系统中，捕集这

一步骤的成本占总成本的 70~80%[1]。因此，现有

的大量研究和开发工作都放在如何降低二氧化碳

捕集系统的运行成本和能耗。有 3 种主要的二氧

化碳捕集系统，分别是：燃烧后捕集、燃烧前捕

集和富氧燃烧[2]。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是发电厂采用

的一种先进的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富氧燃烧过程

使用的是近纯氧和循环废气而不是空气[3]。但是，

燃气系统附加的厂用电力 (比如空气分离装置 (Air
Separation Unit，ASU) 和碳处理装置 (Carbon

Processing Unit，CPU)) 所产生的能量损失是制约

富氧燃烧 CCS 技术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4]。本文

没有讨论空气分离装置技术的进一步开发情况。

本文基于欧盟的第七个框架项目工程：“二

氧化碳捕集循环流化床富氧燃烧技术优化 (Optim-

ization of oxygen-based CFBC Technology with CO2

Capture，O2GEN)”的研究，评估了富氧燃烧循

环流化床电厂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市场潜力，主

要侧重于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本项研

究给出了一种新的二代富氧燃烧锅炉概念技术，

并且承认富氧燃烧技术仍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风

险。一代富氧燃烧技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且

可以进行大规模示范[5]。然而，在西班牙，由于经

济可行性，西班牙发电产能过剩和监管问题等因

素，2013 年针对一代技术开展的最终投资决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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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了。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尽管技术发展

已取得长足进步，二代技术也将面临类似的问

题，主要原因是外部市场条件没有改变，另外还

有监管环境和公众接受度等问题。该研究介绍了

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将其与现有的第

一代技术进行了比较，提供了二代技术商业化的

边界估算，以及它们与一代技术的差异，并进一

步阐明了阻碍 CCS 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商业化的

因素。

对短期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大规模

应用 CCS 与提高能源效率相结合被认为是至关重

要的减排措施[3]。未来的电力系统同样需要大量使

用低碳发电设施，比如利用可再生能源或带有

CCS 系统的发电厂，才能将全球变暖的幅度控制

在 2 ℃ 以下[6]。CCS 装置与高效率发电厂相结合

可以降低气候变化的幅度，让人们既能继续使用

化石燃料又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此过程涉及

3 个主要阶段：电厂 CO2 的捕集和压缩，CO2

运输以及将 CO2 封存在与大气层隔离的地方长达

数百年至数千年[7]。

然而，由于附加的额外功耗导致的效率损失

及相关工艺设备的基建投资等因素，电厂碳捕集

改造会使得单位发电成本增加[8]。假定其他技术问

题都能得以成功解决，且长期看来，二氧化碳交

易价格将达到目前预期的 30 欧元/吨[9]，则碳捕集

和封存技术可以对实现大幅减排目标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仍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技术中性的

减排政策 (如碳税或可交易配额) 能在多大程度上

促进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广泛部署。根据对

CCS 技术成本的一个概略预估，并且使用详细的

基于欧洲能源市场给出的多市场模型，26 欧元/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税就足够使 CCS 技术成为所有新

建煤电厂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只是在现有的火电

厂使用 CCS 技术仍将无利可图[10]。最近的研究结

果显示，如果补贴额度可以超过 50 欧元/吨，则

在老旧电厂中采用 CCS 技术将有利可图[11]。可再

生能源的大量应用、能源产能的提高以及热电联

产可能会限制对 CCS电厂的需求[12]。

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中国，CCS 技

术也被视作未来减少排放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因

此政府也非常支持 CCS 技术相关的研发工作。促

进 CCS 技术的采用仍需相关部门协调一致，并且

需要加大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13]。在钢铁

生产、天然气加工、炼油、造纸纸浆和水泥生产等

工业部门，CCS 是唯一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技术。另外，使用 CCS 技术的一个主要益处是

与生物质能相结合。CCS 可能成为唯一可以实现

将 CO2从大气中分离，消除 CO2不利影响的技术[14]。

富氧燃烧的燃料在接近纯氧和循环废气的环

境中燃烧[15]，是电厂二氧化碳捕集技术中的一项

主要技术。然而，还需要考虑一些环境政策方面

的问题。其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大规模使

用 CCS 技术来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是否符合现有的欧盟和国际法律框架的规定[16]。

关于用 CCS 技术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还没

有任何一项适用的国际监管框架[17]。尚不完全清

楚，碳捕集和封存工作是否在定义的监管术语范

围内，以及是否在各个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的监

管范围之内。这会使已在使用或希望使用 CCS 系

统的公司面临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16]。

和欧洲的所有 CCS 技术一样，二代富氧燃烧

技术也直接受到欧盟《碳排放交易指令》(European
Commission’s Emission Trading Directive)(2009/29/
EC) 和《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指令》(CCS Directive)
(2009/31/EC) 对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相关规定的

管辖或影响。公众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律

形势，主要是 NIMBY (“不要在我后院里 (not in
my back yard)”) 综合征，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

为人们的一种态度，即反对某些他们认为有害的

东西出现在他们自己附近，但是不反对在其他地

方进行相关开发[18]。各方对 CCS 的看法基础都是

各种概念和观念，而不是实际的各种事件，因此

开发 CCS项目会面临各种挑战[19]。荷兰的 Barendre-
cht 陆上封存项目就是由于公众压力而废弃的

CCS 项目案例。由于当地人们的反对，项目的初

期施工就曾出现延后；由于开发商与当地社区联

系人之间缺少沟通，项目最终被取消[20]。

本文发表时，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价为

5~10 欧元/吨，此价格太低，无法激励 CCS 技术

的开发。CCS 技术的开发还依赖于政府支持等其

他一些支持机制。各种支持措施可让电厂的碳捕

集和封存系统成本经济性与二氧化碳交易价格的

长期估值一致，到 2030 年，二氧化碳交易价格中

位值估计将高于 30欧元/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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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利用、二氧化碳价格和监管等多种市场

因素都会影响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产品部署。全

球煤炭资源丰富且供应有保障；但是，未来煤炭

的前景会受到降低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多种

法规的限制[22]。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的数据显示，到 2040 年全球的煤

炭需求将增加 15%，其中三分之二增长都将在未

来十年里。若全球要将气候变暖的幅度控制在期

望的 2 ℃ 以内，并且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预期目

标，则需要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若不使用碳捕

集和封存技术，则很难实现此目标[22]。

公众对 CCS 技术的接受程度对能否将其引入

实际应用非常重要[23]。虽然有很多潜在的二氧化

碳封存点可用，但是二氧化碳从封存点泄漏的可

能性已经影响到公众对此技术的看法。需要选择

恰当的封存地点，应具有适当的地质条件，借此

将地下储层中封存的二氧化碳突然泄漏出来的可

能性降至最低[24]。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因素比

较有利于在中期内 (10 年至 20 年) 将碳捕集和封

存技术投入市场使用，确保二氧化碳零排放发电。

但是，公众反对限制了 CCS 技术的市场部署，并

且导致商业化试点装置的施工进程延迟[25]。这种

延迟很大程度上是公众不认可导致的，另外政治

决策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从 2000 年上半年开发 CCS 技术时开始，业

界一直在为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并且进行相关沟

通[26]。近年来，为改善公众对 CCS 技术的看法，

业界一直在努力普及相关知识，促进公众参与，

加强沟通。但是，各种文献和宣传资料都很少关

注项目实施者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动态和公众观

念[27]。加强公众对 CCS 技术的总体能力和适用性

的了解，可以从总体上提高信任度，强化公众的

相关意识和对此项技术的信心[28]。美国的一项研

究发现，新闻媒体认为 CCS 技术和生物质能技术

都对能源发展行业比较有利，但是新闻媒体常常

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Feldpausch-Parker 等人[29]认

为结合二者，可以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极大的作

用，且可以作为化石燃料的一个替代方案。之前

技术商业化曾有失败的例子，比如加压燃烧和

Segway 消费品[30]等都曾遭遇失败，这说明新技术

能否成功地投入实际应用，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可

具有决定性作用。公众是否接受 CCS 技术，对其

早期能否投入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6]。

本处的讨论是根据对 Sumitomo SHI FW 及其

项目伙伴在实施 O2GEN 项目时在开发的二代富

氧燃烧技术的技术和商业方面的评估给出的。本

项研究针对整体技术特点、市场以及法律法规等

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根据规划以及已投运的一

些小型试点装置的相关情况，已经建立了富氧燃

烧循环流化床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的路线图。

采用总体设计原则和能源行业的相关工具来建立

这个“二代”概念。在项目伙伴 Endesa 的帮助

下，根据在 O2GEN 项目实施期间发送给各个项

目伙伴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总结了 CCS 技术的

总体评估信息。根据二代富氧燃烧设计方案与现

有的锅炉设计方案的比对结果，表 1 中给出了技

术评估工作使用的相关参数。根据电厂个案研

究，通过外推法纳入了生物质能部分，研究了富

氧燃烧技术在二氧化碳减排领域的相关情况。一

代技术和二代技术的锅炉放大都是根据现有的锅

炉设计和计算得到的锅炉设计方案实施的：案例 1
是根据 CIUDEN 试点装置的锅炉给出的，案例

2 是 Compostilla Flexi-Burn® 300 MWe 设计方案

(尚未施工建造)，案例 3是已投运的超临界 Lagisza
装置，前 3 个案例都和第 4 个案例 (即 600 MWe

二代富氧燃烧设计方案)做了比较。

O2GEN 项目参与方共同开发的二代富氧燃烧

锅炉设计方案中，假定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

将不会有任何较大的锅炉工艺放大问题。给出的

商业市场部署方案估算数据包括生命周期的估算

数据，这些数据是方向性的，是根据一些重大事

件的假定给出的 (比如第一个商业级试点项目上

线)。此次估算工作没有使用任何确切数据。得出

了产品生命周期估算结果，作为生命周期的参考

值，并且最终估算了收入来源的相关情况。做了

SWOT 分析，总结了技术评估和市场环境的相关

要点，进而根据 O2GEN 项目和文献的相关结

果，对二者做了相关研究。

1    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商业化应用面临的各种

挑战

在欧洲，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VTT) 和芬

兰拉彭兰塔理工大学 (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以及西班牙的 CIRCE 等都已在关注

第 2卷  第 1期 Kalle Nuortimo, 等： 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在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市场部署中面临的限制 75



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方面的相关研究。

二代技术中，燃烧组分中氧气含量较高，炉子规

模较小，因此可以节省一定成本。本节将给出二

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概念，评估该技术的

商业化应用潜力，并且通过技术概念评估、SWOT

分析、生命周期和收入分析等方法，讨论技术市

场部署面临的各种挑战因素。所有结果都是根据

O2GEN 项目的技术开发工作和市场潜力分析结果

给出的。

Endesa[4]在项目实施期间总结了一代和二代富

氧燃烧技术的总体技术概念评估结果。该技术的

主要优势是环境可持续性，还可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并且大幅降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等污染

物的排放量。其他优点包括：燃料灵活性更高，

可以防止向装置中引入新的化学物质，且相比于

其他 CCS 技术其效率也更高。此技术具有非常高

的竞争力 (如数家公司都可以提供空气分离装置)。

其缺点和局限性主要是，在当前的市场中部

署该技术所需的高资本支出 (CAPEX)。其他一些

资本需求更低的方案会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缺

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欧洲还有其他一些经

济方面的问题，比如由于经济长期低迷导致投资

环境疲软，因此会对 CCS 技术的实际部署产生进

一步的限制。其他一些限制因素包括：发达国家

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较低电力负荷，以及聚焦更

高效率的技术。

此技术部署所面临的多数限制因素都与 CCS

技术开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因素有

关。相比之下，相比于其他低二氧化碳生成方案

而言，该技术的绝大优势来自于使用富氧燃烧循

环流化床。

图 1 说明了过去七年里一代和二代富氧燃烧

流化床的总体发展情况。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各方为研发一代富

氧燃烧循环流化床锅炉 (Flexi-Burn®循环流化

床) 做了大量工作。在二代富氧条件的开发中，针

对高含氧量以及优化电厂循环做了大量的现场测

试，得到了一些初步数据，并且为 600 MWe 高氧

含量循环流化床的概念设计和开发做了一些工艺

性能预测。二代商用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电厂的

发展路线图见图 2。

在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商业化路线图 (图 2)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到 2020 年商用目标到底能否

实现。若不能，则技术进步可能会逐渐终止，导

 

表 1    一代和二代技术在锅炉规模放大中出现的问题

参数 单位 (1) CIUDEN
(2) OXY-CFB-300

Flexi-燃烧循环流化床

(3) Lagisza
460 MWe, gr

(4) 600 MWe
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

锅炉尺寸

　高度 m 20 37 48 52

　宽度 m 2.9 28 27.6 29.7

　深度 m 1.7 7 10.6 9.5

分离器数量 1 4 8 6

热功率a

　氧气模型 (最大) MW 30 708 1439

　空气模式 MW 14.5 647 966

蒸汽参数b

　SH蒸汽流 t/h 47.5 845 1300 1919

　SH蒸汽温度 ℃ 250c 600 560 600

　SH蒸汽压力 bar 30 279 275 257

　RH蒸汽流 t/h –– 745 1101 1633

　RH流温度 ℃ –– 601 580 607

　RH蒸汽压力 bar –– 56.5 50.3 52

　进水温度 ℃ 170 290 290 298

备注：a 对于 CIUDEN燃料进料口；对于其他技术，为加热到蒸汽阶段；bLagisza在涡轮机进口处的蒸汽参数；c 喷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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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开发商和欧盟白白支付一些研发成本。

富氧燃烧技术可以在固体燃料发电过程中捕

集并且封存二氧化碳，其好处包括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量，且比燃烧前捕集和燃烧后捕集工艺使用

的化学物质更少。图 3 中给出了一代富氧燃烧技

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力。现在正在开发二代

富氧燃烧技术，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与一

代技术非常类似，主要的优势则在于资本支出会

低一些。

数据是根据多项电厂案例研究的结果给出

的，研究基础包括不同燃烧技术的燃料使用情况

和电厂效率得出的典型二氧化碳排放量。

欧洲的普通电厂都是老式的粉煤锅炉，效率

较低。若将欧洲地区的普通燃煤电厂 (效率大约

 

 
图 1   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开发 (经 Sanchez-Biezma许可之后复制其图[31])

 

 

 
图 2   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商业化应用路线图 (本图经 IEAGHG许可之后复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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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 更换为现代化的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电厂，

效率可以达到 45%，使用生物质等碳中和燃料，

可使排放量降低 21%。另外，若向燃烧系统中加

入 20% 的生物质燃料，则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 37%。在应用 CCS 技术后，可以使二氧化碳

排放量降低 91%，进而使发电厂几乎接近碳中

和。但对立法人员而言，最有趣的事情是，是否

可以向燃料中添加 20% 的生物质。装置的碳平衡

可以变为负数，甚至可以认为装置能够降低大气

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但是，立法机构不会允许出

现这种情况。将来，二代富氧燃烧技术也可以用

于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生物质降低二氧

化碳的潜力还面临是否有生物质可用的问题，同

时全球煤炭市场的发展情况也会对此有一定影响。

表 1 和图 4 分别给出了一代和二代锅炉设计

所要面临的规模放大问题。注意，与Łagisza 炉子

相比，二代技术中锅炉规格并未大幅放大。

表 1 说明了一代技术和二代技术的参数情

况，比较了物理尺寸，尤其是锅炉尺寸放大时的

相关情况。这是通过使用下列案例研究来实现

的：(1) CIUDEN 试点装置，(2) 一代 300 MWe

Flexi-Burn® 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和 (4) 二代 600
MWe 富氧循环流化床。这些装置与 (3) 空气助燃

超临界 460 MWe Łagisza 装置做了比较。比较的

主要结论是，一代技术的尺寸相比于Łagisza 未作

任何放大，二代技术相比于Łagisza 装置尺寸的放

大幅度也非常小。

O2GEN项目 (2012—2015)提供了一个继续开

发适用于高氧含量条件下使用二代富氧燃烧循环

流化床技术的平台。对实验室规格、中试规格和

示范装置规格等多项参数都做了测试，以便为建

立模型和开发设计工具提供必要的工艺数据。这

些数据和模型都被用于预测锅炉的性能。我们使

用了一些模拟工具来优化锅炉概念，并且在电厂

层面将其与其他系统融合在一起。得到了富氧燃

烧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一个可行的概念，但是要提

高电力行业对 CCS 技术的兴趣，并且提高工艺的

经济可行性，则必须要尽可能降低能量损失。一

种方法是采用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发电装

置，在锅炉中使用较高的氧气浓度 (体积浓度最高

达到 40%)，提高装置的效率[4]。结合较高的氧气

含量和循环流化床这两种技术，可以提高子系统

之间热量耦合的可能性，同时可以使用新的加热

器网络设计方案[4]。

O2GEN 项目在装置集成方面取得了明显进

步，最终的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发电厂概念已建

 

1) 根据欧洲煤电厂给出的案例，平均效率为30%
2) 根据Amec Foster Wheeler Lagisza参考标准给出的案例
3) 根据Compostilla灵活燃烧概念给出的案例
4) 根据Compostilla灵活燃烧概念给出的案例，计算时采用的生
    物质比例为20% 

图 3   富氧燃烧技术在 CO2 减排方面的潜力
 

 

(MW)
(m2) (m2)

(m2)

 
图 4   一代 (24% O2)和二代 (40% O2)富氧燃烧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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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能量损失已从 10.5% 降低至 7.3%。新电厂的

布局可以避免使用复杂热交换器时可能面临的技

术限制，并且提高系统运行的灵活性。另外，新

的空气分离装置的净功率消耗相比于参考配置方

案降低了 23%[4]。表 2 总结了二代富氧燃烧技术

的主要优化结果。

开发工作使二代技术的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

都比一代技术有所降低。在二代技术概念中，单

位体积的发热量 (kW/m3) 和绝热燃烧温升特性可

以使炉子规格相对变小。这可使炉子半径变小，

吸热区域设计方案可以使用较少材料，并且降低

设备重量。辅助系统功耗也有所降低，后烟道 (管
道、后屋等) 更小，氧化剂更少而且预热过程也更

简单，因此循环气温度更高 (图 4)，概念的效率也

相对较高。示范装置建成之前，很难估算二代技

术相比于一代技术的确切好处，但是如果有现成

的二氧化碳运输和存储基础设施则会更好。

基于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开发的概念，主要技

术风险是一代富氧燃烧的运行灵活性。由于工艺

配置不同，之前本来可以在没有二氧化碳捕集系

统的情况下较为经济可行地发电，新系统则不

能。因此二代技术的风险也比一代技术大。二代

技术的运行效率较高，且在其投用时二氧化碳交

易价格会比较高，因此会部分补偿相关风险。因

此，商业化的主要障碍不纯粹是技术方面的障

碍，当然仍需要概念开发来降低资本支出和运营

费用。

1.1    SWOT 分析：产品商业化视角

表 3 中 SWOT 分析总结了与二代富氧燃烧循

环流化床技术商业化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外部

市场环境和技术开发方面。外部市场因素数据都

是根据文献和潜在的替代方案等相关信息给出

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多数对产品商业化具有

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都是外部因素，本 SWOT 分

析的多种因素也适用于一代富氧燃烧技术，以及

其他 CCS技术。

二代技术的主要优势是全球的煤炭生产基础

很强大[22]，短期内对其发展非常有利，且可再生

能源的替代发展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如

果可再生能源存储技术能够得以成功地开发，二

代 CCS 技术的部署可能会减缓。CCS 技术相比于

可再生能源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按需发电，且

可以利用现有的输配电网络。二代富氧燃烧技术

的最大技术优势是可以降低效率损失。

其劣势是二氧化碳价格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9]

和监管框架发展的不确定性。所有 CCS 技术都需

要新的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基础设施。另外富氧
 

表 2    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相比于一代技术的变化

相比于一代技术的变化 二代技术

效率损失 装置集成度降低了大约 3个点

更高绝热燃烧温度 锅炉规格变小，材料更少，资本支出更低

灵活性更低 运行灵活性/空气/氧气燃烧切换可能性更低
 

 

表 3    CCS 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 SWOT 分析

优势 劣势

• 全球各地有较为强大的煤炭生产支持[22] • 二氧化碳价格趋势的不确定性[9]

• 替代方案开发（可再生能源/融合方案）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问题 • 监管框架发展的不确定性

• 按需发电的能力 • 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需要新的基础设施

•利用现有的输配电网络
•富氧燃烧和集成工艺没有商业规模的实际运行经
验[25]

• 利用 CCS技术降低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效率损失

机会 面临的威胁

• 替代方案（可再生能源+输送和存储/融合开发）部署进程减缓，加上较高的电
力消耗增长率，二氧化碳交易价格提升，都可能导致 CCS技术的市场需求增加

• 公众/法律监管方面对二氧化碳终端封存的反对
情绪持续存在

• 公众反对 CCS技术

• CCS/CCU（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技术在某些应
用领域面临的其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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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和集成工艺还没有商业规模的实际运行

经验[25]。

此技术商业化的机遇包括：可再生能源、储

能和核聚变发电等主要替代方案 (可再生能源+储
能/核裂变/聚变的进步) 部署进程减缓，以及较高

的用电增长速率和二氧化碳交易价格涨价。外部

市场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 CCS 技术的需求快速

增长。

技术商业化应用面临的威胁包括公众/法律监

管中持续反对二氧化碳封存 (公众是否接受会影响

到法律监管)。缺少恰当的法律监管体系来支持市

场部署也可能对 CCS 技术的应用造成障碍。二氧

化碳交易价格涨价以及更有利的法律监管体系可

以提高不同的 CCS技术在不同类型项目中的竞争力。

1.2    产品生命周期估算

使用文献中给出的边界条件，估算富氧燃烧

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时间，进而得出产品生命周期

结果。一代和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的生命周

期都面临外部市场条件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

包括二氧化碳交易价格的发展趋势、替代方案的

开发 (可再生能源+储能) 和法律监管框架的不确

定性。一代装置的概念目前在技术上已经比较成

熟，目前业界在等着第一座商业规模的示范装置

投运，这会对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概念的进

一步部署起到一定作用 (图 5)。

图 5 定性说明了一代和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

收益潜力。由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估算数据

是根据一些商业时间线假定给出的。若一代富氧

燃烧循环流化床示范项目能在 2020 年之后投运，

加上比较有利的基础设施、法律环境、市场条件

和更多的研发进展，二代项目可能在 2030 年左右

投运。在一代技术开发的工作 (耗时大约 20 年) 基
础上，二代技术的开发可能会更快 (大约 10 年)，
研发成本会更低，估计其现金流量会高很多 (根据

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基础设施的已有投资情况估

算)。另外，由于之前的开发和测试基础，效率会

高一些，且电厂装置的可用性也会高一些。估计

在技术商业化应用时二氧化碳的交易价格将达到

30欧元/吨左右。

现阶段，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电厂的商

业化应用取决于多种外部因素。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产品生命周期估算数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且随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变化。

1.3    生命周期/限制条件下估算的收益流

总体上看，由于商业化过程会面临很多外部

因素和多种可能的环境，因此很难估算技术商业

化后的收益流情况。这些因素中包括二氧化碳价

格和法律监管方面的各种变化等。

假设 CCS 技术的市场部署能够大规模地实

施，则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营收潜力。但是，如果

不能实现市场部署，则前期研发投资都将被彻底

浪费。考虑到有各种不确定性，现阶段很难合理

地计算出任何货币数据，因为可能实现的营收波

动幅度很可能会达到数十亿欧元。

2    结论

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电厂的市场部署可

能将受到外部市场因素、公众的接受程度、一代

技术的应用以及其他 CCS 技术的发展等条件的影

响。相比于技术问题，公众是否接受是一个更难

解决的问题。

为促进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市场部署，必须

解决下列问题：

•要让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技术在商业上

具有可行性，二氧化碳价格需要上涨至高于 30 欧

元/吨的水平。在欧洲，这可能受到欧盟政治决策

的影响，且需要实施一项政策，以提高欧盟碳排

放交替体系利益相关方的信任程度。

 

 
图 5   一代和二代富氧燃烧循环流化床电厂的生命周期数据估

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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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二氧化碳地下封存，需要建立一个对

CCS 技术有利的监管环境。目前公众对地下封存

二氧化碳存在一种强烈的“NIMBY”情结。只有

通过政治决策者、CCS 技术项目开发商与公众等

多方更加深入沟通之后，才可能解决此问题，需

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并且加强教育，使公众和环保

团体更加了解之后，才可打消其对二氧化碳封存

的极小风险担忧。

•随着技术进步，需要新的创新方案来降低富

氧燃烧技术的价格。目前，锅炉、材料和汽轮机

技术等方面还有一些实际的限制。现有的研发工

作都在努力改善商业发电厂的材料和汽轮机。研

发工作的重点不是仅仅为 CCS 技术开发一套高效

率的发电厂装置，还需要新的更先进的锅炉和汽

轮机材料，来保证在温度高于 700 ℃ 时仍具有较

高效率，提高装置的经济性。这些进步可能会先

在传统电厂中实施，因为短期内传统电厂的市场

潜力更大，且传统电厂也面临提高能源效率的问

题。进一步开发制氧技术可替换传统耗电量很高

的低温空气分离系统，进而能降低发电厂的资本

支出。气体分离技术，如膜的开发也可为氧气分

离提供解决方案。

本文涉及的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研发决策

问题。研究结果显示，目前 CCS 技术面临的投资

环境有些不利，因为市场方面和法律监管方面都

有些不确定性。本研究还提出了一些潜在的好方

法，用于评估研发投资的市场化筹集。另外，本

文还突出说明了投资受市场、法律和技术发展等

因素影响的长期研发项目面临的各种难题。本项

研究结果强调，需要更为通用的方法来评估长期

研发投资的可行性，即考虑市场和法律监管领域

的各种变化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本项研究的各项结果与 Stanger 等人[15]和 Bro-
uwer 等人[6]之前报告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并且

对二代富氧燃烧技术的发展提出一些见解，为目

前在商业上还不可行的 CCS 技术概念提供了有趣

的新观点。本次研究结果与 Brouwer 等人的研究

结果都认为二代富氧燃烧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二

氧化碳减排。除了 Stanger 等人总结的技术要点之

外，本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碳捕集和封存的技术基

础，并且讨论了如何降低装置的资本支出。下一

阶段的研究工作需要建造一套商业级示范装置，

来验证概念设计和装置运行的相关细节。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产品商业化时间线估算

面临的总体不确定性，另外市场条件和其他外部

因素也可能发生各种变故。估算产品生命周期

时，使用的方法不是根据计算数据得出的，而只

是一些假想数据。因此，设计的二代富氧燃烧概

念也还需要用一个商业级示范装置来做测试，需

要确认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另外，将来的研究

工作还应深入研究用于评估长期研发投资的技术

概念开发和评估方法。若富氧燃烧技术的市场部

署不能推进，则此技术可能会最终被废弃，导致

投资者和开发商损失之前的全部投资，而且不能

再进行任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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