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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平抑风功率的燃氢燃气轮机储能
系统控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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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储能技术可用于提高风电并网能力，因此其储能系统及控制策略成为研究热点。提出将
燃氢燃气轮机作为储能系统主要部分，低通滤波器结合模糊控制作为其平抑风功率的控制策略。
通过设定储氢罐容量，对 15 台 1.5 MW 风机的历史风功率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表明：低通滤
波器结合模糊控制能有效平抑风功率至限制值，实现平抑指标，并得到储氢罐容量的设置限制；
3
可实现储能时燃气轮机不工作，耗能时燃气轮机工作，当储氢罐容量为 0.017 m 时，燃气轮机
输出功率为 0.1 MW。在将燃气轮机作为平抑风功率的储能系统时，需将燃气轮机的启停控制作
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风电平抑；燃氢燃气轮机；储能；控制策略
中图分类号：TK919

文献标志码：A

Research on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gas
turbine energy storage system to smooth wi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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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d control strategy are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connection ability of wind power to grid.
hydrogen gas turbine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energy storage system was propos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low-pass filter and fuzzy control as its main strategy to smooth wind power.
Historical data including 15 of 1.5 MW wind turbines was processed via setting the capacity of
hydrogen storage tank.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low-pass filter and fuzzy control coul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wind power to the limited value to achieve its smoothing. The setting
limitation of hydrogen storage tank capacity could be obtained. The gas turbine stopped during
energy storage process while it worked during energy consumption process. When the 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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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tank capacity was 0.017 m , the output power of gas turbine was achieved at 0.1 MW.
When the gas turbine was adopted as an energy storage system to smooth wind power, its start and
stop control was required in future study.
Keywords：wind power smoothing; hydrogen gas turbine; energy storage; control strategy

随着风力发电的输出电能在电力系统中所占
比重的增加，其输出功率的波动性给电网运行带
来的不利影响日趋严重

［1–5］

。为了提高风电场并

网运行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采用储能技术
对风机机组输出功率进行调控，使风电场效益最
大化

［6–13］

。综合储能系统容量、寿命、成本等因

素，储能系统应具备存储密度高、使用寿命长的

用的平抑波动控制策略有一阶滤波控制算法、卡
尔曼滤波和模型预测控制等

［11，14，21–22］

，以及从

基础控制算法、滤波算法中衍生出的联合控制算
法，如滑动滤波和模糊控制
糊控制

［24］

［23］

、预测模型和模

等。考虑到储能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并

网风功率的限制条件，本文选择低通滤波器结合
模糊控制的平抑控制策略。

特点。
目前关于储能系统用于平抑风功率的研究重

2

储能系统结构

心主要在：储能系统的选择、储能功率和容量配
置、平抑波动控制算法和能量管理方法

［14］

。储

燃氢燃气轮机储能系统主要由电解槽、储氢

能系统有平抑短时波动和平抑长时波动两种常用

罐、燃气轮机、控制系统组成。

分类，常用的平抑短时波动的储能系统有超级电

风电输出功率会受到并网功率的限制，高于

容，平抑长时波动的储能系统有电池储能、抽水

或低于限制值的风电输出功率均无法直接并入电

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基于储能系统需要能量

网。高于限制值的风电输出功率可通过电解槽储

密度大、充放电次数多、使用寿命长、环境限制

存在储氢罐中；当风电输出功率低于限制值时，

较少等特点

［14］

，本文提出一种微型燃气轮机储

储氢罐释放氢能，燃氢燃气轮机开始工作，输出

能系统，其运行稳定，在风电领域中常用作联合
发电

［15–16］

。国内外有学者在研究氢储能消纳多

余风能时多采用氢燃料电池等
值高、无污染等优势

［18］

［17］

在风电输出功率后加入判断策略，以确定输

。基于氢的热

出功率是否在并网所要求的功率限制范围内；

，近年来，不少学者选

“削峰填谷”时需用到平抑控制策略，平抑控制

［19］

择氢作为燃气轮机工质

的电能接入电网。通过此途径实现“削峰填谷”。

。

策略采用低通波器结合模糊控制；储氢罐容量未

在满足储能系统容量等目标时，除了需要考

确定时，以设定值作为暂定值，结合控制策略结

虑除储能系统自身的影响外，还要考虑风功率波

果和风功率变化情况求得储氢罐容量的确定值。

动时用以平抑波动所用控制策略的影响

［20］

。常

图 1 为系统结构图。

输出频率满足
电网要求
并网
风电输出
功率

控制策略
削峰填谷
电解槽
输出频率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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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系统建模

3.1

数学模型和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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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参数
为了验证低通滤波结合模糊控制的控制策

略用于平抑风功率的效果，首先在 simulink 软件
中搭建主要由燃烧工质是氢气的燃气轮机所构成

燃氢燃气轮机输出功率 PMT 为

的储能系统整体模型，然后采用历史风功率数

QM
PMT =
· ηMT
µ

（1）

式中：PMT 为输出功率；ηMT 为燃氢燃气轮机系
统效率，燃氢燃气轮机系统包括燃气轮机压气
机、燃烧室、燃气轮机；μ 为生产每 kW·h 电所
需要的氢气量；QM 为输入燃氢燃气轮机的氢
气量。
仿真计算时风功率采用历史风功率数据。对
电解槽、储氢罐及燃气轮机进行数学建模。
电解槽产生的氢气量 Qele 为
Qele = Pele ηele ρ

（2）

式中：Pele 为输入电解槽的功率；ηele 为电解槽
效率；ρ 为每 kW·h 电能够制取的氢气量。
储氢罐存储的氢气能 Qtan 可表示为
Qtan (t) = Qtan (t − ∆t) + Qele (t) ∆t −

a
b

据作为输入数据进行仿真。其中，所用的仿真数
据为某风电场 15 台 1.5 MW 风机的历史风功率
数据。
在 24 h 内按分钟级处理数据，选取共计 1 440
个数据点。选取风功率的中间值，并将该值波
动 10% 作为平抑后的目标功率。基于确定的目
标功率对滤波器的通过频率和截止频率进行定
义，经低通滤波器得到平抑后的风功率、储氢罐
容量和燃气轮机输出功率曲线。
已知条件是历史风功率，根据本文的平抑要
求，得到平抑后可直接并入电网的风功率以及冗
余风功率，冗余风功率被电解槽、储氢罐、燃气
轮机系统存储作为备用电能使用。通过低通滤波
器结合模糊控制对风功率进行平抑，在获得理想

（3）

平抑后风功率时得到储氢罐应设置的容量、电解

式中：ηtan 为储氢罐存储效率；t 为时间； ∆t 为

槽输入电能（即冗余风功率）、电解槽输出氢气

时间间隔。

量（即储氢罐输入氢气量，以储氢罐容量表

在风电不足时燃氢燃气轮机消耗储氢罐中的

示）、燃气轮机参数。
仿真的限制条件：①取风电场一天中每 min

氢气来输出功率以弥补所缺少的功率。
本文中燃氢燃气轮机储能系统主要由电解

风功率中间值波动 10% 作为平滑效果的平抑指

槽、储氢罐、燃氢燃气轮机系统三部分组成。电

标；②储能系统在满足储能时燃气轮机不工作，

解槽效率、储氢罐存储效率、燃气轮机系统效率

耗能时燃气轮机工作，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同时，

的计算方法已在上述公式中分别表述，储能系统

提高储能系统自身利用率，即提高系统稳定性。
求解流程如图 2 所示。

效率则为这三部分效率的乘积。

初始风功率与
目标功率相减

> 平抑指标

= 平抑指标

< 平抑指标

储能系统储能控制
燃气轮机工作控制
储能系统储能,
燃气轮机不工作

储能系统不工作,
燃气轮机不工作

图2
Fig. 2

求解流程

Flow chart of solution

储能系统释放能量,
燃气轮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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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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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3.1 控制策略仿真对比

4
3

结合模糊控制的两种不同控制策略下，对风电场

2

输出功率作平抑，其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3 所示。
23
22

功率/MW

分别在仅采用低通滤波器、采用低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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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ig. 4
结合模糊控制后
仅使用低通滤波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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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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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仅采用低通滤波器、采用低通滤波器结合模糊
控制的控制策略下平抑风功率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wind power smoothing between
low-pass filter and combined fuzzy control and
low-pass filter

对比两种控制策略的平抑结果可知：在仅采
用低通滤波器平抑风功率时会出现时延现象，当
加入模糊控制协同低通滤波器平抑风功率时能够
取得较好的平抑效果，可满足仿真限制条件。
根据所得到的整体系统特点，设定模糊控制
下的控制器输入及输出值，即输入及输出的隶属
度函数。按照本文中的要求，经过分析得到平抑
后风功率的功率状态值的模糊论域为{−2, −1, 0,
1, 2}，其对应的模糊语言变量 P 为{PB, PS, ZO,

的功率状态值的模糊规则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整平抑后风功率的功率状态值的模糊规则表
Tab. 1 Fuzzy rule of state of power after smoothing
wind power
状态值

PB

PS

ZO

NS

P

−2

−1

0

1

原始风功率与平抑后风功率相减得到的仿真
结果如图 4 所示。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 and smoothed wind
power

3.3.2 储能系统仿真参数确定
本文中储氢罐参数未确定，燃气轮机的类型
未选定。在仿真中暂时将储氢罐定义为压力确
定，容量未定；将燃气轮机暂定为微型燃气轮
3
机，且输入氢气量暂定为 0.017 m （通过微型燃
气轮机输出功率范围大致确定微型燃气轮机的输
入氢气量）。在储能系统中加入对储氢罐容量的
模糊自适应控制，储氢罐初始容量通过模糊控制
后，容量参数作自适应调整，以保证获得稳定的
储氢罐容量范围，从而确定储氢罐容量
其中储能系统的输入功率状态值的模糊论域
为{−1, 0, 1}，其对应的模糊语言变量 ∆P为{PS,
ZO, NS}。同样，仅采用低通滤波器控制策略
时，将风功率作为输入，调整储能系统输入功率
的模糊规则表，如表 2 所示。

NS, NB}。仅在模糊控制下的低通滤波这一个模
型时，将风功率作为输入量，调整平抑后风功率

原始风功率减去平抑后风功率

Tab. 2

表 2 调整储能系统输入功率的模糊规则表
Fuzzy rule for adjusting input power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

状态值

PS

ZO

NS

ΔP

−1

0

1

此时，经过仿真，储氢罐容量对比如图 5 所示。
在前文已经提到，燃气轮机的输出功率暂定
为 0.1 MW，即所需要的燃气轮机的氢气量暂定
3

为 0.017 m 。为了保持燃气轮机输出功率的稳
定，需要在原始风功率与平抑风功率差值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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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储氢罐恒定输出 0.017 m 的氢气量以供燃

象在仿真结果中未出现，低通滤波器结合模糊控

气轮机运行。图 6 为储氢罐在存储及供给燃气轮

制下的目标功率满足仿真限制条件一，且效果较

机恒定氢气量后的仿真结果。

好；将燃气轮机的类型初步定为微型燃气轮机，
当输出功率为 0.1 MW 时，加入模糊控制后储能

0.8
0.7

原始储氢罐容量

系统输入功率所得到的储氢罐容量较原始储氢罐

优化后储氢罐容量

容量高，储氢罐容量超过 0.017 m 有更大空间，

3

储氢罐容量/m3

0.6

且整体仿真结果表明（即将储氢罐在整个时间过

0.5

程内储存氢气及供以氢气后的容量变化）储氢罐

0.4

容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确定，这进一步体现

0.3

了该方法对燃氢燃气轮机储能系统平抑风功率的

0.2

准确性，也为对燃气轮机储能系统用以平抑风功

0.1

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持。

0
−0.1

上述两种情况均未考虑燃气轮机的启停时间
0

1 000

500

1 500

t/min

图 5 储氢罐容量对比
Comparison of hydrogen storage tank capacity

Fig. 5

以及储氢罐容量的预估值变化对燃气轮机运行的
影响。在进一步实现风功率平抑利用时，可将风
功率预测与储氢罐容量变化预测相结合，并加入
对燃气轮机启停时间的预判，提高建模的准确
性，进而提高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价值。

0.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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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南非推出世界上最大的氢燃料卡车
5 月 6 日，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在南非北部的一个铂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
氢动力卡车，重达 220 t。作为取代柴油动力卡车队的第一辆样板车，该车使用 2 MW 氢燃料电池，
一次可运输多达 290 t 矿石。英美资源集团表示，其目标是到 2040 年实现碳中和，利用太阳能将水
分解生产氢燃料。如果试点成功，该技术将在其全球车队推广，可消除高达 80% 的露天矿山柴油碳
排放。

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炼化一体化项目投产
5 月 16 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重点推进项目——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江苏连云港投料开
车成功，标志着我国单套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将把我国部分基础化工原料进口量
降低 10% 左右。该项目总投资达 677 亿元，年加工原油能力 1 600 万 t，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90% 以上，刷新了国内同类型项目最大直径塔器、单体最重固定床反应器、最大规模常减压蒸馏装
置以及裂解炉等多项纪录。
（王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