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nd power and hydrogen energy are both 
important lin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Wind power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can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and hydrogen energy, 
alleviate wind power curtailment and reduce hydrogen cost. 
Domestically, some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research of wind power hydrogen production control,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first domestic wind power 
hydrogen produc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a wide power 
control strategy optimization design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wind power hydrogen production projects is proposed. Based 
on electrolytic cell modularization, wind power prediction, 
multi-level and multi-stage control, etc., research the overall 
system of wind power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electrolysis 
module control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wind power 
fluctuations on electrolysis production, improve wind power 
utilization, equipment life, and ensure hydrogen purity and 
Stabl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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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能源结构转型中风电和氢能都是重要环节。风电

制氢技术可以实现风电与氢能协同发展,缓解弃风限电,降低

氢气成本。国内对于风电制氢控制研究开展一些理论研究,

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首座风电制氢示范工程,提出适用于大

规模风电制氢工程的宽功率控制策略优化设计。基于电解槽

模块化、风功率预测、多层次多阶段控制等技术，研究风电

制氢整体系统和电解模块控制策略，减少风电波动对电解生

产影响，提高风电利用率、设备寿命，保证氢气纯度和稳定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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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1]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新战略[2]，我国

的能源结构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中以风电为代表的

的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实现从补充能源到替代能源

的快速转变[3]。风电装机容量由2012年的0.75亿千瓦[4]

增长至2019年的2.1亿千瓦[5]。氢能作为一种理想的清洁

二次能源，在能源转型中的潜力再次获得人们关注[6]。

然而，早期快速发展导致的“弃风”痼疾却仍然

存在[7-9]。2019年，我国风电弃风电量169亿千瓦时，

全国平均弃风率为4%[10]。弃风率虽然逐年下降，但彻

底解决存在极大难题。与此同时，氢能发展面临着高

碳、高成本的问题[11]。在此背景下，风电制氢技术成

为实现风电与氢能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12]，即将清洁

的风电，尤其是无法并网的风电直接电解水生产氢气。

大规模的风电制氢技术在全球实际应用较少，仅

在国外进行部分示范[13-16]，国内尚属空白[17]。适用于

大规模风电制氢工程的控制策略研究是该技术研究和

应用的关键之一。本文结合国内第一座风电制氢综合

利用示范工程[18]和风电制氢理论研究基础[19-20]，开展

了适用于大规模风电制氢工程的控制策略优化设计。

1	 制氢设备模块化设计

1.1  电解槽负荷变化

在碱性电解槽中，电解制氢效率为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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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能量转化为热能用于维持电解槽反应温度，在波

动性电源输入条件下，电解槽功率处于随机波动状

态。若功率波动范围较大，电解槽难于维持额定工作

温度，将偏离额定工作状态，产氢效率下降。波动性

功率使电解制氢设备长期处于产氢过程不稳定状态，

氢气产量随电流的波动而随时变化。碱性电解槽由于

具有碱液液位平衡装置，过于频繁的功率波动引起液

位频繁波动，设备的气动阀或电磁阀频繁启动将增加

辅机功耗，影响安全生产。

1.2  适用于宽功率范围的模块化设计方案

风电出力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随机性，为缓解波

动性可再生能源对制氢系统的影响，本文提出适用于

宽功率范围的模块化制氢电解槽设计方案，设计效果

如图1-1所示。该方案采用多个电解制氢模块并联运

行，当可再生能源出力较小时只开启部分模块，当可

再生能源出力增加或减小时再依次开启或关闭制氢

模块。这样既增加了电解槽工作在最佳工作状态的

时间，也减少了电解槽的启停次数，从而提高可再

生能源消纳效率。在单个模块化电解槽负荷变化为

50%~110%的条件下，整套电解装置的负荷变化范围

可扩大至（50/n）%~110%（n为模块数量），提高对

风电出力适应性。

图 1 电解槽模块设计图
Fig. 1 Photo of the electrolyzer module design

2	 宽功率范围风电制氢系统控制策略

2.1  系统整体控制策略

第一步，风场短期风功率预测模块对风场短时总

功率进行实时预测，预测值为Pw ,同时电网调根据电网

需求功率预测情况对风电场下达发电计划，调度指令

功率值为Pg，风场实际功率为Pr，之后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将风场短期风功率预测值Pw和调度指令

功率值Pg进行对比，如果Pw＞Pg,则计算电解槽制氢

模块组最大正常负荷功率Pmax和电解槽制氢模块组最

小负荷功率Pmin,之后进入第四步；

第三步，如果在未来2h内，Pw≤Pg，那么电解槽

模块进入热备用状态，则将风场实际功率Pr与电网需

求功率Pg进行大小判定，之后进入第五步；

第四步，在未来超过2h的时间，Pw≤Pg，那么电

解槽模块进入冷备用状态，则将风场实际功率Pr与电

网需求功率Pg进行大小判定，之后进入第十步；

第五步，如果Pr＜Pg，在维持电解槽制氢模块组

最小负荷功率Pmin1的基础上，风场发出剩余电力全

部并入电源控制单元，此时电源控制单元的功率为Pr-
Pmin1,当Pr-Pmin1为正值，则向电网送电，当Pr-Pmin
为负值时，电网反送电维持电解槽制氢模块组的最低

负荷需求，之后进入第六步；

第六步，如果Pmin+Pg＜Pr＜Pmax+Pg ,那么并入

电源控制单元的电力功率为Pg，其中用于电解槽制氢

单元的功率为Pr-Pg，之后进入第七步；

第七步，如果Pmax+Pg＜Pr＜110%Pmax+Pg ,那
么并入电源控制单元的电力功率为Pg，其中用于电解

槽制氢单元的功率为Pr-Pg，电解槽可在时间1h内维持

超高功率运行，运行1h之后进入第九步；

第八步，如果Pr＞110%Pmax+Pg,则开启固态储

氢及配套温控装置，同时对风电场下达限功率指令，

通过偏航和变桨控制，实现风机发电功率限制。

第九步，电解槽维持Pmax运行,同时对风电场下

达限功率指令，通过偏航和变桨控制，实现风机发电

功率限制。

第十步，如果Pr＜Pg，在维持电解槽制氢模块

组最小负荷功率Pmin2的基础上，风场发出剩余电力

全部并入电源控制单元，此时电源控制单元的功率

为Pr-Pmin2,当Pr-Pmin2为正值，则向电网送电，当

Pr-Pmin2为负值时，电网反送电维持电解槽制氢模

块组的最低负荷需求。直至风功率预测在未来2h内，

Pw≤Pg，之后进入第二步。

2.2  电解模块控制策略

将电解槽分为n个规格相等的电解槽模块，按顺

序命名为电解槽a1，a2，…，an，每个电解槽最大正

常负荷功率设为Prated。
电解槽模块组控制策略将每个电解槽模块分3

个功率阶段运行。定义参数i为电解槽的启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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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age为阶段1时每个电解槽模块的功率上限。

阶段1：当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Pr-Pg大于电解槽

a1最小启动功率Ps时，电解槽a1开启；当无法并网的

风电出力增加超过电解槽a1的Pstage时，多余的风电出

力将被分配到电解槽a2；当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继续增

加，超过电解槽a2的Pstage时，多余的风电出力将被分

配到电解槽a3，以此类推，直到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增

加至全部电解槽启动，此时电解槽完成阶段1的启动。

阶段2：若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继续增加，多余

的部分将被重新分配到电解槽a1，使其达到最大正常

负荷功率Pmax，然后依次分配到电解槽a2，a3，…，

an。若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继续增加，多余的部分将

被重新分配到电解槽a1，使其达到最大正常负荷功率

Pmax，然后依次分配到电解槽a2，a3，…，an，此时

电解槽完成阶段2的启动。

阶段3：若无法并网的风电出力继续增加，多余

的部分将被重新分配到电解槽a1，使其达到极限功率

Pup，然后依次分配到电解槽a2，a3，…，an。若无

法并网的风电出力继续增加，多余的部分将被重新分

配到电解槽a1，使其达到极限功率Pup（110%），然

后依次分配到电解槽a2，a3，…，an。电解槽最多可

在时间t内维持极限功率Pup运行，超过时间t后电解槽

功率同时下降至最大正常负荷功率Pmax。
以4个模块为例，运行策略流程如图1-3所示，其

中，Pely为电解槽的功率。

      

Pr-Pg>Pmin?

i=i+1

Pely=Prated?

Pely>Prated?

i=4

Pr-Pg>Ps?

ai
i=i+1

Pely=Pstage?

Pr-Pg=Pstage?

i=4

i=1

i=1

Pr-Pg>Pmax?

i=i+1

Pely=110%Prated?

Pely>110%Prated?

i=4

i=1T>t?

Pely=Pmax

3	 工程示范

国内首座大规模风电制氢示范工程位于河北省张

家口市沽源县，该工程建设200MW风电+10MW制氢，

总投资20.3亿元，全部完工后预计年产高纯度氢气

700.8万Nm3。目前已完成场站建设和全部设备安装，

正在进行调试工作，预计今年正式投产（具体进度视

疫情影响）。届时将依托示范项目平台开展控制策略

优化和验证工作。

4	 结论

本文针对大规模风电制氢工程应用，在相关理论

研究基础上，依托示范工程提出了适用于大规模工程

应用和宽功率波动的优化控制策略。对于风电的随机

性波动性，该策略分别从系统整体控制和模块控制两

个层次实现风电制氢系统控制，较国内其他控制策略

增加电解设备冷热备用控制和超负荷运行控制方法，

保证适应风电出力波动和制氢安全稳定生产，同时降

低制氢能耗水平，提高能量利用率和设备寿命。本课

题将在示范工程投产后继续展开研究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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