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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out affect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摘要：为在不影响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快速

fuel cell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分析电堆内部复杂反应过程，获取精确的输出特性等效电路

complex reaction process inside the stack quickly and obtain an

模型，提出一种基于离散区间二进制序列(discrete interval

accurate output characteristic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An

binary sequence，DIBS)脉冲信号的燃料电池电化学阻抗谱

online

cell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EIS)在线测量及故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based on

障诊断方法。该方法在不增加信号时域幅值的基础上尽可能

discrete interval binary sequence (DIBS) pulse signal was

多地将能量集中到指定的频率点上。该文设计并搭建 EIS

proposed. The method concentrates as much energy as possible

测量平台，实验确定激励信号频率范围为 0.2~80Hz，并对

on a given frequency point without increasing the signal's time

电堆 10~60W 不同负载功率下的阻抗谱进行测试，验证所提

domain amplitud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IS

出的 DIBS 脉冲激励用于燃料电池 EIS 测量的有效性。提出

measurement

measurement

and

platform

fault

and

method

for

experimental

fuel

tes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citation signal frequency
range is 0.2~80Hz, and the impedance spectrum of the reactor
with

10~60W different

load

power was tes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DIBS pulse excitation for fuel
cell EIS measurement was verified. A third-order equivalent

R(RQ)(RQ)(RQ)三阶等效电路模型，并采用 Nelder-Mead 参
数辨识方法，得到总体误差较小的 EIS 拟合曲线。在此基础
上针对膜干和水淹故障，利用 PSO-SVM 分类方法对电堆故
障进行诊断。研究结果表明：提出故障诊断方法准确率高达
97.14%，能准确判断出所使用的燃料电池所处故障类型。

circuit model of R(RQ)(RQ)(RQ) was proposed, and the

关键词：燃料电池；离散区间二进制序列脉冲信号；电化学

Nelder-Mead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阻抗谱；参数辨识；故障诊断

obtain the EIS fitting curve with small overall error. On this

0 引言

basis, for the membrane dry and flooding faults, the PSO-SVM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used to diagnose the stack fault. The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石油等常见化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fault diagnosis

石能源日益枯竭，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了各个国家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as high as 97.14%, which can

广泛的关注[1-2]。能源危机促进了清洁可再生能源的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fault type of the fuel cell used.

研究和开发，在众多清洁能源中，氢能最具开发前

KEY WORDS: fuel cell; discrete interval binary sequence

景 。 质 子 交 换 膜 燃 料 电 池 (proton exchange

(DIBS) pulse signal;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membrane fuel cell，PEMFC)是一种利用氢能的新能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fault diagnosis

源设备[3-5]，其具有能量密度高、启动速度快、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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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等领域[6]。
虽然 PEMFC 拥有诸多优点，但由于 PEMF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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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堆电流变化比较敏感，易发生水淹、膜干等常

电堆性能对操作参数的变化十分敏感。发生故障

见故障。这严重影响到电堆稳定运行和使用寿命，

时，有多种反应在电堆中进行，长时间运行将导致

也成为了制约 PEMFC 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目前

电池性能下降，以至于寿命缩短，甚至破坏电池工

国内还没有用于对 PEMFC 进行故障诊断和健康管

作。良好的测试系统是确保电池运行性能的关键技

理的商用在线技术。电化学阻抗谱(electrochemical

术之一。目前，PEMFC 系统主要依靠传感器测量

impedance spectroscopy，EIS)是电化学电池研究领域

电池输出电压、电流以及运行温度对电池工作状态

中一类较为常见的阻抗特性分析工具。其幅值与相

进行监控，无法对电池内部具体状态进行分析。高

位跟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包含了丰富的运行状态信

校实验室主要依靠专业精密仪器对燃料电池内部

息，可用于分析 PEMFC 内部复杂反应过程，为

工作进行动态理论分析，虽然测量精准度高，但耗

[7-13]

PEMFC 故障诊断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持

。

时长且仪器成本较高，无法商业化[19]。为此，针对

文献[14]采用 MATLAB/Simulink 对 PEMFC 等

PEMFC 故障诊断，制定相应诊断策略，以确定电

效电路进行 EIS 测试并与实际情况对比，结果显示

堆内部故障原因，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性

所提出方法能高效且准确地反应 PEMFC 内部情

维护。

况。Noboru 等研究了基于 DC/DC 变换器的实时故

1.1

PEMFC 电堆

障诊断方法，并叠加传统扫频信号以提高系统测试

PEMFC 发电系统主要包含电堆与辅机系统，

速度，最终通过实物测试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但

辅机系统由氢气、空气供给系统、热管理系统、

[15]

结果区分度不高

。文献[16]建立 PEMFC 内阻在

DC/DC 变换器、以及数据采集、处理控制系统等组

线测试装置，
前期利用 EIS 得到等效电路模型参数，

成[20]。其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系统由阴极组、阳

后期利用已得的内阻测试数据和人工神经网络算

极组、电解质以及外部电路组成，其电解质为质子

法对 PEMFC 含水量进行软测试研究，实验结果表

交换膜。通过控制不同的过量系数，阴、阳极持续

明，内阻在线测试装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实际

进气，氢气(H2)从阳极进气阀进入，穿过气体扩散

系统。鲜亮等对 PEMFC 进行交流阻抗谱实验研究，

层至电极催化层表面，经氧化反应形成质子(H+)和

其实验重点是获取 EIS 并根据其结果进行仿真建模

电子(e-)：电子经外部电路流动到阴极侧，同时产生

对比分析，从波形细节上分析高频、中频、低频各

电能驱动负载，质子因浓差极化经质子交换膜到达

段上 PEMFC 内阻变化情况

[17]

。文献[18]进行基于

阴极。氧气(O2)从阴极进气阀进入，与从阳极形成

电流断路法的阻抗谱实验测试，分析辅机风速对

的电子、质子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还原反应生

PEMFC 的影响，为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提出新的

成水[18, 20]。
具体电化学反应过程如下：
阳极： H 2  2H   2e 
1
阴极： 2H   2e   O 2  H 2 O
2
1
总反应过程： H 2  O 2  H 2 O
2

思路。但以上方法主要不足之处是使用了大量昂贵
的仪器或专门设备进行测试，并且只对 PEMFC 进
行了状态分析，无法在实际应用中推广使用。
为在不增加额外测量设备的前提下获取燃料
电池内部运行状态，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DIBS 脉冲
的激励信号构造方法。通过在 PEMFC 运行过程中
叠加构造的激励信号，快速测量得到 PEMFC 的

e-

EIS。采用 Nelder-Mead 参数辨识方法对提出的

e负载

R(RQ)(RQ)(RQ)三阶等效电路模型进行准确的拟
合，并在 PSO-SVM 分类算法作用下，实现对本实

H2

验所采用的 PEMFC 进行故障诊断和分类的目的。

质子交换膜
阳极
H2

O2

H+

最终在搭建的实验平台上，开展了大量实验研究，
验证本文所提的 EIS 测量和故障诊断方法的实用性
和有效性。

1

PEMFC EIS 测试系统
PEMFC 是一个输出非线性，强耦合的系统，

图1
Fig. 1

O2

阴极
H2O

PEMFC 工作原理图

Air-cooled PEMFC working principle diagram

本文测试采用 Horizon 公司 H-300 型号的燃料
电池，其额定功率为 300W，是一种全自动运行的便
携式小型移动电源设备。H-300 由 60 个单片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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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片有效面积为 22.5cm2，额定电流为 8A，最

电子负载

优工作电流为 12A，运行时允许最高温度为 75℃。
实际测得 H-300 的输出极化曲线如图 2 所示。
350

48

150

控制器

功率/W

电压/V

250
44

电源

采集卡

燃料电池输出电压
燃料电池输出功率

PEMFC

40

DC/DC变换器

50
36

2

4

6

图4

8

电流/A

图2
Fig. 2

1.2

Fig. 4

实验 PEMFC 输出极化曲线

EIS 实验测试平台

EIS experimental test platform
表1

300W air-cooled PEMFC polarization curve

Tab. 1

在线 EIS 测试实验平台

DC/DC 模块参数

Parameters of DC/DC module
参数

数值

电压输入范围/V

9~90

电压输出范围/V

9~90

H-300 电堆，其输出极化曲线如图 2 所示；第 2 部

电流输入范围/A

0~26

分为功率变换与模块控制单元，PEMFC 输出波动

电流输出范围/A

0~26

如图 3 所示，EIS 测试平台主要由 3 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为电源输入，本文采用 Horizon 公司的

大，不能直接与负载相连，中间需根据负载需求加
入单向 Buck/Boost 变换器，用于为负载提供稳定的

2 基于 DIBS 的 PEMFC 电化学阻抗谱法
本文结合 PEMFC 的非线性特性，利用能够表

电压，同时保证变换器的降压/升压率，使功率转换
过程中能量损失较小。控制部分由 DC/DC 变换器、

示系统行为的电路元件建立典型稳定工作条件下

激励信号产生单元、数据测量与处理单元等构成，

的 PEMFC 等效电路模型，用以与 EIS 图谱结合以

是 EIS 测量的核心部分；第 3 部分为负载，研究 EIS

便更好地研究电池的阻频特性，为故障诊断分析奠

特性时，为控制单一变量因素，考虑激励信号质量，

定基础。

常常使用电子负载进行研究。

2.1

DC/DC

功率流

变换器

-

PWM
变换器控制

等效

电子负载

功率流
-

数据处理、监控

电路模型

激励信号控制

图3

工作系统而言，其内部特性以阻抗和容抗为主，常
常忽略感抗的影响因素。因此，PEMFC 等效电路
的基本模型主要由 RC 电路通过串并联组成。基本
模型如图 5 所示。

EIS 测试系统结构

(-1)*虚部

PEMFC

阻抗包括电阻、容抗和感抗 3 类，对于 PEMFC

+

+

PEMFC 阻抗模型

Fig. 3 Structure of EIS test system

根据图 3 所示系统结构，为了开展电堆 EIS 测
试，本文搭建了如图 4 所示的实验测试平台。采用

C

R

ITECH 公司规格为 60V/15A/360W 的直流电源
IT6942A 对电堆辅助系统，如电堆控制器进行供电。

R

实部

R

实部

(a) RC 串联模型

程电子负载 IT8816B 来模拟不同的外部负载情况。
电堆输出电压、电流经信号调理电路调节后控制在

R

10V 以内，然后利用 ADLINK 公司的 USB-1902

C

(-1)*虚部

采用 ITECH 公司规格为 500V/100A/2500W 的可编

DAQ 采集卡采集电堆电压、电流信号，并将数据
输入 MATLAB，利用 MATLAB 进行在线处理。本

(b) RC 并联模型

文所采用的 DC/DC 变换模块为 NQ90W90HCG，具
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图5
Fig. 5

RC 等效电路基本模型

Basic model of RC equivalent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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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FC 工作过程中，主要涉及活化极化、欧

式中：Rd 通常被看作电阻；τd 被视为时间常数；R

姆极化、浓差极化过程，其中涉及的等效电路元器

为理想气体常量；T 为温度；σ 为扩散层宽度；n

件包括：欧姆阻抗 Rm，用以表示电池工作时所有导

为电子数；F 为 Faraday 常数；S 为燃料电池活性面

致电压与电流线性变换的阻抗过程，主要指离子通

积；C 为阴极活性层氧气浓度；D 为扩散系数。
另外，CPE 可由阻抗 ZQ 来表示：

过交换膜时的损耗；极化阻抗 Rct，来自于氧化还原
反应，通常在不考虑扩散细节时，将其与扩散电阻

Z Q  Z 0 w n [cos   jsin  ]

合并表示；双层电容 Cdl，代表两电极极板之间的

Fouquent 模型的 PEMFC 内阻可表示为

电容效应[21]。因反应主要发生在阴极侧，阳极损耗

Z  Rm 

可以忽略不计，模型等效电路主要以阴极等效电路
为主要参考，不同的等效电路对应不同的精度与计

Randles 模型是最典型，也是最实用的等效电
[22]

，常用于燃料电池基础分析。该模型等效

的阻抗谱即为 RC 的频率响应图谱平移了一个阻值

两种模型特点，提出了三阶 R(RQ)(RQ)(RQ)等效电
路模型拟合电堆 EIS 曲线，如图 8 所示。
E

Cdl

图8

Rm
Rct

Fig. 8

根据图 6 可将 PEMFC 阻抗表示为：

Z  Rm  Rct /( jCdl Rct  1)

(1)

为了更精细地描述燃料电池电化学反应过程，

Fouquent 等提出了 Fouquent 模型[21]，如图 7 所示。

Rct3

R(RQ)(RQ)(RQ)等效电路模型

3

Z Qk Rctk

k 1

Z Qk  Rctk

(5)

该模型由基本元件 R 与自定义电化学元件 Q
组成，Rct1Q1、Rct2Q2、Rct3Q3 分别表示高频、中频、
低频时电堆内部电化学反应过程。
2.2

电化学阻抗谱法

(-1)*虚部

燃料电池 EIS 测量基本原理如图 9 所示，EIS
是一种向测试对象注入如式 (6) 所示的正弦电流激
励信号，然后测定响应信号的测量方法[17]。

ZW
Rm

Fig. 7

Rct2

2.2.1 交流阻抗谱法

Rm

图7

Rct1

Z  Rm  

Equivalent circuit Randles model of PEMFC

Rct

Q3

Equivalent circuit R(RQ)(RQ)(RQ) model

PEMFC 等效电路 Randles 模型

E

Q2

其内阻可表示为

Rm+Rct 实部

Rm

CPE

Q1
Rm

(-1)*虚部

E

Fig. 6

(4)

Z Q  Rct  Z W

数信息，简化电路模型，本文结合 Randles 和 Fouquet

Rm 的距离，如图 6 所示。

图6

Z Q ( Rct  Z W )

为了能够获得全频段更为丰富的电堆内部参

算复杂度。
路模型

(3)

Rm+Rct+ZW 实部

测试对象

PEMFC 等效电路 Fouquet 模型

激励信号

Equivalent circuit Fouquet model of PEMFC

电路新增的 ZW 被称为 Warburg 电阻，代表扩

阳极

u(t)
i(t)
0

阴极

i(t)

散现象相关的损耗以及质量传输的损耗；为了模拟
电解质或电极界面的电容行为和电极的孔隙率而
导致的阻抗弧变形，引入了恒定相分布元件

(constant phase element，CPE)[23]，当反应为理想情

u(t)

响应信号

图9
Fig. 9

EIS 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EIS

况下时，该元件表现为双层电容。

i (t )  I sin(2f1t   )

其中 ZW 电阻值的表达式为

式中：I 为激励电流信号幅值；为信号相位角；f1

 Z W  Rd (tanh j d )/ j d

2 2
 Rd  RT  /(n F SCD)
   2 /D
 d

(6)

为电流信号频率。

(2)

根据线性时不变系统原理可知，若该信号工作
在系统线性区域，可以得交流电压响应信号[13]：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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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频融合的激励信号可有效解决上述耗时长，

式中：U 为响应电压信号幅值；为信号相位角；f2

精度低等问题，相比于单频测试，该方法可以一次

为电压信号频率。且 f1=f2=f。

性获取所有需要的频率信息，减少测量循环次数，

响应信号幅值与相位受电堆中电容影响发生

为在线快速测量 EIS 提供了可能性[21, 25-26]。

变化，但时域信号仅能对激励与响应信号进行直观

为满足激励信号条件，将 23 组单频点信号叠

观察，无法在数据细节上对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加在一个最大周期中。混频信号的最大周期取决于

进行分析，因此常常在频域中观测信号。

最小频率点，本文最小频率点设置为 0.2Hz，则混

i* (t )  Ie(2 ft  / 2)
 *
(2 ft  / 2)
u (t )  Ue

频序列周期为 5s。

(8)

由图 10 中混频时序图可知，该混频序列电流
幅值最高值可达约 10A，且大量幅值集中在-2~6A，

时频信号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此时可以用

不满足燃料电池 EIS 测试信号要求，如果直接使用

激励电流与响应电压的幅值、相位变化关系对被测

该混频激励信号测试燃料电池的 EIS，将会严重影

系统行为进行描述，线性条件下可以结合欧姆定

响电堆的运行性能。

律，则有
10

(9)
幅值/A

u* (t ) U [ j(  )]
Z ( j )  *
e
i (t ) I

根据式(9)与欧拉公式可知：
| Z ( j ) | U / I

i
 Z ( j ) | Z ( j ) | e | Z ( j ) | cos(  ) 

j | Z ( j ) | sin(  )


(10)

将阻抗函数的实部作为横坐标，虚部作为纵坐标，
分别测试不同频率下的阻抗值，即可得到被测试系
统的阻抗谱，即 EIS。
由 EIS 形成原理可知，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在 PEMFC 实际测试中，激励信号需要满足以
下几点要求：

1 ）因本次测试对象为 PEMFC ，由极化曲线
图 2 可知，电压波动易出现电流突变现象，影响系
统稳定性，故选用恒流模式加入微小电流作为激励
信号，电压为响应信号[24]。

2）激励电流信号需要保证良好的信噪比，使
得信号能与噪声分开但不会影响系统运行，因此，
扰动幅值常常选用工作电流的 5%~10%[3]。

3）频率范围应尽可能覆盖电池信息，低频的
选取影响测试时间，高频测试对系统要求较高。因
此，EIS 测试需综合考虑测试时间与测量精度。
混合频率序列

传统单频点扫频式获取 EIS 的测量方法是通过
向被测量系统注入单频率激励电流信号进行，耗时
较长，无法准确反应燃料电池在某一时刻的工作状
态。另外，长时间测量会引入更多的干扰使得测试
结果不稳定，进而降低测量精度。

0
5
10

0

1

2

3

4

5

时间/s

图 10

式中：|Z(j)|为阻抗模值；，为阻抗相位角。

2.2.2

5

Fig. 10

2.3

混频时序图

Mixed frequency sequence diagram

基于 DIBS 的阻抗谱法
由图 10 可知，简单将多个频率点按相等幅值

和相位混合在一起无法进行 EIS 测量，因此，本文
利用伪随机信号—离散区间二进制序列脉冲

(discrete interval binary sequence，DIBS)进行 EIS 在
线测量。DIBS 脉冲信号是 1979 年 A. Van den Bos
提出的用于线性系统参数估计的一类信号[27]，相比
于直接叠加的混频信号，经过良好设计的周期性激
励信号能够在频域中更好地获得动态系统的信息。

2.3.1

DIBS 脉冲信号构造

令 d(t)为周期二进制实信号，并具有如下特征：

1）信号的周期为 T；
d (t )  d (t +T )

(11)

2）信号中除去过零点(d(t)=0)，只存在 1 和1
两种值，即信号的幅值为 1 或-1；
d (t )  1

(12)

3 ） 1 个周期范围内，只有在 t=(n+1/2)T/N ，
n0,…,N1 时，脉冲信号可以过零点；
 (n  0.5)T
]0
d [
N

n  0, N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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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m(t )  Ad(t )]2 dt
(22)
T 0
因为 m(t)=Ad(t)且 d(t)21，将 m(t)与 d(t)离散化

给定信号幅值 A，周期 T 与采样点 N，定义 Cdk

J

为 Ad(t)的第 k 次傅里叶系数，其中 A 为与 t 无关的
实数，因此有：

Cdk 

A T
d (t )e2 kt/T dt
T 0

可以得到

(14)

J

定义 d(t)的一个解 m(t)=Ad(t)，使得式(15)中性能指




k 

Cmk  Cdk

2

N 1

 mn2 
n 0

(15)

J 为目标函数，将信号构造过程转换为最小值优化
问题，优化范围为 m(t)。为解决该问题，将 Cmk 进

号，因为 Cmk 为 m(t)的傅里叶系数，则反变换后得
到 m(t)的表达式：

m(t ) 



 Cmk e2kt/T

1
e j2 k/T dt
 mn
T n0 ( n1/ 2)T/N

d n  sgn mn

(26)

 1, mn  0
sgn mn  
1, mn  0

(27)

不同于常见定义，当 mn0 时，sgnmn 任意取值

1 或1。将上式(26)代入式(24)，可以得到：
A

(18)

可看出周期性信号 m(t)的离散区间为 T/N，化

(25)

n 0

式中：

n0,…,N1 的离散值，将上式离散化有：
( n 1/ 2)T/N

N 1

 mn dn

得到

k 

为 m(t)在每段过零点区间((n1/2)T)/N，((n1/2)T)/N，

1
N

由信号定义可知，dn 幅值为 1 或1，则可以

(17)

通常处理的信号大部分为离散值，定义 m(n)

(24)

n 0

J 值最小，需令 I 值最大

(16)

式中 m(t)表示 Cmk 经过傅里叶逆变换得到的时域信

 mn d n

由极值定理可知，要找到 dn，n0,…,N1 使得

I

1 T
m(t )e2 kt/T dt
T 0

N 1

1
N

A

行如(16)式处理。

N 1

(23)

须满足：

定 d(t)的第 k 次傅里叶系数 Cdk 的目标值为 Cmk。以

Cmk 

2 A N 1
 mn d n  A2
N n 0

1/2)T)/N，n0,…,N1 区间上的离散值；另外，A 必

式中 Cmk 为 m(t)的第 k 次傅里叶系数参考值，即设

Cmk 

1
N

式中：mn，dn 是 m(t)与 d(t)在((n1/2)T)/N，((n

标 J 的表达式值最小

J

4531

1
N

N 1

 mn

(28)

n 0

若满足 A>0，由式(27)和(28)可以得到，若已知

mn，n0,…,N1，因为 mnAdn 可以解得最大值 I
与最小值 J：

简可得：

也是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关系，Mk 是 mn 的傅里叶变换


1 N 1
1 N 1
1 N -1
 I  N  mn d n  N  mn sgn mn  N  mn mn

n 0
n 0
n 0
(29)

N 1
N 1
1
2
2
J  1
 mn  ( N  mn )

N n 0
n 0

系数。假设 Mk 满足下式条件，即可排除 Mk 与 m(t)

DIBS 脉冲信号构造完成后即可根据电堆运行

Cmk 

sin(k/N ) 1
(k/N ) N

N 1

 mn e j2k/N

(19)

n 0

由式(20)可知，
Mk(k0,…,N1)与 mn(n0,…,N1)

电流实时调整所需幅值进行实验测试，实现过程如

在离散区间内且为实数的假设相冲突的情况。


1 N 1
 j2 k/N
 M k   mn e
N

n 0
M  M
kN
 k

图 11 所示。

(20)

DC/DC 输出参考电流 Iref。比较 Iref 与电堆实际输出
电流 IO，将差值输入 PI 控制器以确定占空比，进

代入式(19)，即可推出：

sin(k/N )

Cmk  (k/N ) M k

C  C *
m(k )
 mk

该控制部分包含 2 个闭环，环 1 用于控制

而控制燃料电池输出参考电流。环 2 用于控制激励

(21)

根据 Parseval 定理，将式(15)改写为如下形式：

信号根据电堆实际电流改变幅值，原理与环 1 一致。

2.3.2

DIBS 脉冲信号分析

经原理分析可知，影响 DIBS 信号质量的主要
参数是脉冲序列长度 N、序列生成频率 fs 以及序列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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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DC-DC
转换器

++

PI控制器

PEMFC

幅值/A

Ifc反馈

+5%~10% Io

IO

DIBS 序列

混频序列

0.7

DIBS

Fig. 11

学

所含频率点的激励幅值表示。

PI控制器
k

程

据需求进行相应变化。信号质量如图 13 所示，以

环1

+-

工

环2

图 11 控制系统逻辑结构
Logic structure of control system

0.5
0.3
0.1
0.1

给定频率点。

1

10

100

1000

频率/Hz

N 与 fs 两者共同确定注入该脉冲时间的长度，

图 13

同时也确定了 DIBS 包含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可分辨的最小频率点，其关

混频序列与 DIBS 序列幅频特性对比

Fig. 13

Comparison of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mixed sequence and DIBS sequence

图 13 表示两种激励信号经过 FFT 变换后的幅

系描述如下：

fn  n 

fs
N

(30)

式中 n0,1,…,N1。

频特性。其中，红色表示如图 10 所示的混频信号
的幅频特性，稳定在 0.8A。蓝色表示在给定频率点
幅值与混频幅值一致(均为 0.8A)的情况下，DIBS

结合 FFT 可识别的频率最小值为 fminfs/N 可

信号所含对应频点的实际幅值。相对混频幅值的稳

知，fn 为系统可分辨的最小频率点的倍数，即给定

定状态，脉冲信号幅值在 0.2~0.3A 间波动。频率点

频率点均为可分辨最小频率点的倍数。因此，序列

的选取与被测系统有关，频率范围越宽、频率点越

给定频率点一经确定，则 fs 与 N 的关系也随即确定。

密集，系统特征会尽可能地展示完整，但较多的频

原则上，DIBS 脉冲信号可以包含任意多和任意数

率点会影响测量时间。

值的频率点，但受限于变换器的开关频率、采集单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元的采样频率以及处理器的计算能力，要求指定频
率点尽可能在所需要测量的带宽范围内，为了测量
的准确性，常常在设计时根据可分辨的最小频率点
固定 fs 与 N 的关系。
根据前文由 23 组频率点构成的混频序列信号
可知，可分辨的最小频率点为 0.2Hz，故 N 至少为

fs 的 5 倍，FFT 变换后可准确获得每一频率点的阻
抗模值与相位。通过信号构造可以得到如图 12 所
示脉冲信号。
由图 12 可知，脉冲在一个周期内呈伪随机分
布，因此 DIBS 兼具伪随机二进制序列 (pseudo-

random binary sequence，PRBS)的优点。相比于如
图 10 所示的混频序列，DIBS 脉冲信号幅值可以根

3.1

EIS 在线测试结果分析
由于不同 PEMFC 系统对其等效电路中的双层

电容值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实际系统中所需频率测
量范围也不相同。针对本文选取的实验对象，初次
选取的频带范围为 0.2~1000Hz，但经反复实验，其
可稳定测量的频率范围为 0.2~80Hz，低于或高于

80Hz 测试结果均不稳定，因此本文 DIBS 脉冲信号
设置为 0.2~80Hz，如图 14 所示。
图 15 为实验选取的 6 个功率测试点的相频响
应曲线。由图 15 可知，每一功率点总体变化趋势
一致，大约在 16Hz 时处于峰值，随着功率的增大，
处于峰值的相位值逐渐减小，当功率达到 50W 时，
0.31

0.8

幅值/A

幅值/A

0.4
0.0
0.4
0.8
0

1

2

3

4

5

0.29

0.27

0.25

0

1

时间/s

图 12

DIBS 脉冲信号

Fig. 12 DIBS pulse signal

2

3

4

时间/s

图 14
Fig. 14

实验使用 DIBS 脉冲信号

Experiment using DIBS pulse signal

5

第 14 期

王筱彤等：基于分析电堆内部复杂反激励信号的燃料电池 EIS 测量及故障诊断方法

0.1

0.3

10W
20W
30W
40W
50W
60W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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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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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S 激励下的 PEMFC 相频曲线

图 17

Fig. 15 Phase frequency curve of

Fig. 17

DIBS 激励的 PEMFC 电化学阻抗谱
DIBS-excited PEMFC electrochemical

PEMFC excited by DIBS

impedance spectroscopy

抗逐渐减小。此时电池内部因负载电流的增大，催

相位趋于稳定，不再随着功率的变化而减小。
图 16 为幅频响应曲线，可以看到随着功率的

化层表面的活性逐渐增加，催化电解出更多的电

增大，低频阻值由 8至 3逐渐减小，高频阻值为

荷以满足不断增加的负载电流需求。随着反应逐渐

1，各功率点趋于一致。当 PEMFC 输出功率越大

增强，阴极的含水量逐渐增加，减小了电荷通道和

时，其阻抗值达到平衡，不再衰减。

质子通道的阻力[17]。当功率达到 50W 时，电池内

9
7
幅值/

部温度、湿度以及阴极生成水逐渐稳定，催化剂表

10W
20W
30W
40W
50W
60W

5

面双层电容充电效应此时呈现为理想电容状态。因
此当功率继续增加时，由图 15—17 可知，相位值、
欧姆阻抗值、极化阻抗值均趋于稳定不再变化。
3.2

3

参数辨识
根据如图 8 所示的 R(RQ)(RQ)(RQ)等效电路模

1

型，选用 Nelder-Mead 优化算法进行参数辨识[28]。

0.1

1

10

100

表 2 为 Nelder-Mead 优化算法的参数辨识结果，

频率/Hz

图 16
Fig. 16

DIBS 激励下的 PEMFC 幅频曲线

表 3 为辨识结果指标评价。电池运行功率从 10W 变

PEMFC amplitude frequency curve

化至 60W，当功率为 10W 和 30W 时，因数据波动
较大，均方差 MSE 与平均绝对误差 MAE 约为 0.1，

under DIBS excitation

图 17 所示为基于 DIBS 信号激励的 PEMFC 电

决定系数 R2 分别为 0.95 与 0.98，辨识效果稍差。

化学阻抗谱实验测试结果，阻抗谱实质为奈奎斯特

剩余运行功率下的辨识 MSE 与 MAE 均保持在 0.01

图。可以看到，随着功率逐渐增大，高频部分几乎

左右，决定系数 R2 保持在 0.99 以上，辨识结果良

不受影响，低频圆弧半径逐渐减小，其对应的实轴

好，由此可见该优化算法辨识结果可以信任。图 18

阻值也显著减小，低频点开始出现波动，但不影响

为等效电路模型辨识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图，辨识

整体趋势。

模型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实验结果。
3.3

高频交点与低频交点的差值为极化环直径，表

首先通过前文所述的 EIS 测量方法，获取

征电池活化损失之和，随着功率的增加，极化阻
表2
Tab. 2

故障诊断

等效电路模型参数辨识结果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of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参数

Rm

R1

R2

R3

Zo1

Zo2

Zo3

a1

a2

a3

10W

0.373

0.993

0.449

5.64

26.8

0.46

115

0.937

0.00369

1.39

20W

0.608

1.28

0.0472

4.17

0.258

1.03

140

8.39E-07

0.8.24

1.42

30W

0.646

0.81

0.0462

2.5

20.1

1.14E-03

120

1.03

0.295

1.5

40W

0.789

0.459

0.0121

2.51

4.77E-07

1.09

137

1.49

1.24

1.47

50W

0.68

0.0937

0.0549

2.22

3.57

0.0155

108

0.809

1.38

1.41

60W

0.777

0.0746

0.0447

2.09

1.22

0.406

127

0.962

1.5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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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已知故障的数据样本顺序随机打乱，后 6 组未知

辨识结果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of identification result

故障的数据样本按顺序分别标记为 91、92、93、94、

参数

MSE

MAE

R2

R-time

95、96。最后将乱序样本中前 55 组作为训练集，

10W

0.368

0.495

0.9557

0.14

其余的 35 组已知故障作为测试集，以验证诊断算

20W

0.0103

0.0999

0.9974

0.14

30W

0.0495

0.173

0.9802

0.12

40W

0.0113

0.0961

0.994

0.13

50W

0.00378

0.0592

0.9975

0.12

图 21 所示。结果表明，诊断分类的效果良好，35

0.00762

0.0782

0.9953

0.12

组测试数据中仅有一组判断错误，将本应为膜干的

60W
3.0

10W 实际
20W 实际
30W 实际
40W 实际
50W 实际
60W 实际
10W 辨别
20W 辨别
30W 辨别
40W 辨别
50W 辨别
60W 辨别

(-1)*虚部

2.0
1.0
0.0
1.0

0

2

4

6

8

法的有效性。剩余的 6 组未知故障样本作为被诊断
对象，以判断所使用电堆的故障类型，诊断结果如

故障判定为水淹，并将本实验所采用的电堆判定为
处于膜干故障。由测试结果可知，本算法分类准确
率可达 97.14%，依据分类结果，对故障电堆采取相

Fig. 18

故障样本+EIS测量样本

计算粒子适应度函数值

特征提取

获取粒子个体与群体最优解

数据预处理

10

实部

图 18

初始化粒子的速度与位置

EIS 测试与参数辨识结果
更新粒子速度与位置

EIS testing and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results

PEMFC 的阻抗谱；
然后通过辨识 PEMFC 的 EIS

否

训练集

是否满足条件

提取如图 8 所示等效电路的特征量；最后利用故障

输入
样本
处理

样本标记

测试集

是

诊断方法对被测电堆进行故障分类处理。同一运行

SVM分类建模

获取SVM最优参数

条件下，膜干故障时，高频交点增大，低频交点受
PSO参数优化部分

高频交点几乎不变但圆弧半径急剧增大。实际中由
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无法明显观察到扩散环，通常

图 19

将二者统一为单个阻抗弧考虑。结合图 18 所示实验

Fig. 19

其主要分为 3 部分，图右侧为输入样本处理步骤与

4A 正常
8A 正常
4A 膜干 1
4A 膜干 2
8A 膜干 1
8A 膜干 2
4A 水淹 1
4A 水淹 2
8A 膜干 1
8A 膜干 2

6
4
2
0

SVM 故障分类步骤，左侧为 PSO 参数寻优步骤。

0

5

图 20

参数，并进行了相关仿真实验。最终每类型故障产

Fig. 20
4

生 30 组，共计 90 组样本数据，如图 20 所示为抽
取的部分故障样本数据。首先将 3 种状态数据作为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所示：先用 1-96 将 90 组已
知故障的数据样本以及如图 18 所示的 6 组未知故
障的数据样本进行样本标记后，输入诊断算法，并
对故障类别进行标号，其中正常状态设置为 1，水
淹故障设置为 2，膜干状态设置为 3。接着将前 90

15

故障样本数据
Fault sample data

实际故障分类
预测故障分类

3
类别标签

诊断算法对图 18 中辨识的阻抗数据进行故障分类。

10
实部

本文设置水淹、膜干和正常 3 种状态下的模型

样本对诊断算法进行训练研究，然后利用已训练的

Fault classification process based on

8
(-1)*虚部

据进行分类处理，具体故障分类流程如图 19 所示。

基于 PSO-SVM 算法的故障分类流程

10

中的仿真设置，利用 R(RQ)(RQ)(RQ) 等效模型在
用基于 PSO-SVM 算法的故障诊断方法[30]对故障数

故障分类

PSO-SVM algorithm

结果，H-300 电堆的输出特性曲线以及文献[21,29]

PEMFC 工作电流 1~10A 范围内进行故障模拟，并选

SVM
故障
分类

决策

扩散环影响略微增加，可忽略不计；水淹故障时，

2
1
0

55

65

75
样本数据

图 21
Fi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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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保护措施，可有效提高燃料电池运行性能，延
长燃料电池使用寿命。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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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奇，刘嘉蔚，陈维荣．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剩余使用
寿命预测方法综述及展望[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9，
39(8)：2365-2375．

本文针对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为获取电堆内部

Li Qi，Liu Jiawei，Chen Weirong．Review and prospect of

精确的电化学阻抗谱，提出了一种不增加额外测量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methods for proton

设备的 DIBS 脉冲激励信号构造法。该信号在不增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J] ． Proceedings of the

加信号时域幅值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将能量集中

CSEE，2019，39(8)：2365-2375(in Chinese)．

到指定的频率点上，无需增加脉冲信号幅值从而降
低激励信号对系统的干扰。另外，通过分析激励信
号的构成可知，与传统单频点扫描的 EIS 测量方法
相比，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DIBS 脉冲信号的 EIS 测
量方法能够更加迅速地获取电堆的阻抗谱，更有利
于实现电堆 EIS 的在线测量。为验证所提出的 EIS

[3] Zheng Zhixue，Péra M C，Hissel D，et al．A double-fuzzy
diagnostic

methodology

dedicated

to

online

fault

diagnosis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s[J]．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4，271：570-581．
[4] 王天宏，李奇，韩莹，等．燃料电池混合发电系统等效
氢耗瞬时优化能量管理方法[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8，38(14)：4173-4182．

测量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在现有燃料电池控制的基

Wang Tianhong，Li Qi，Han Ying，et al．Fuel cell hybrid

础上，搭建了由燃料电池、DC/DC 变换器、电子负

power

载以及控制单元等构成的燃料电池 EIS 测量实物验

consumption

证平台，并完成了对 10~60W 功率范围内燃料电池

management method[J]．Proceedings of the CSEE，2018，

EIS 的测量，得到不同功率下燃料电池的阻抗谱。

38(14)：4173-4182(in Chinese)．

测量结果显示，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电堆阻抗谱

generation

system

instantaneous

equivalent

hydrogen

optimization

energy

[5] 魏立明，吕雪莹．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型建

趋于稳定不再变换，同时验证了本文所提的 EIS 测

立及逆变器仿真研究[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2016，

量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4(24)：37-43．

在得到燃料电池的 EIS 后，本文结合提出的

R(RQ)(RQ)(RQ) 三 阶 等 效 电 路 模 型 ， 采 用 基 于
Nelder-Mead 算法的参数辨识方法对燃料电池阻抗
谱进行参数辨识。辨识结果显示，该等效模型不仅
可以得到吻合度较高的拟合结果，同时也可以更为
精细的反映出各频率段电化学反应过程所对应的

Wei Liming，Lü Xueying．Solid oxide fuel cell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model and study on inverter simulation
[J]．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2016，44(24)：
37-43(in Chinese)．
[6] 李曦，曹广益，朱新坚．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温度
特性的模糊建模[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39(S1)：
191-192．

数据变化趋势，效果良好。在辨识得到总体误差较

Li Xi，Cao Guangyi，Zhu Xinjian．Fuzzy modeling for

小的燃料电池 EIS 拟合曲线后，针对电堆中可能发

PEMFC stack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J]．Journal of

生的膜干和水淹故障，先利用已知故障的样本数据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2005，39(S1)：191-192(in

训练 PSO-SVM 算法，再对故障数据进行诊断和分
类。测试结果表明，故障分类正确率可达 97.14%，

Chinese)．
[7] 刘述奎，韩莹，李奇，等．基于双二阶广义积分锁相环

并根据所得到的 6 组 EIS 故障数据判定本实验所采

的燃料电池并网系统研究[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用的电堆处于膜干故障。依据所得故障诊断结果，

2014，42(5)：122-128．

有利于为后续燃料电池使用提供相应保护措施，从
而进一步延长燃料电池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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