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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抽水蓄能技术是目前广泛应用的大规模储能技术之一，传统抽水蓄能技术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建造两

个水库，投资成本高、破坏生态环境，并且对淡水资源依赖严重。海水抽水蓄能技术利用海洋作为上水库或下

水库，水位变幅小，减少了水库建设及其投资成本，解决了传统抽水蓄能电站对淡水资源的利用问题以及环境

破坏问题，对于临海和淡水资源缺乏的岛国和城市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介绍了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

工作原理，全面分析了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总结了开发海水抽水蓄能系统存在的技术与

应用问题，并对其应用前景与发展潜力进行了展望，提出海水抽水蓄能系统与可再生能源的耦合将是其近期主

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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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PHES) is one of most widely used large-scale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The traditional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requires specific geographic 
conditions to construct the upper and lower reservoirs, leading to a high investment, damage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vily dependence on the use of fresh water.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SPHES) technology uses seawater, and the sea as the upper or the lower reservoir. The 
advantages of such technology include small variation of water level, low construction cost and small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and therefore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s in islands where fresh 
water is lacking. This paper will first explain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the SPHES technology,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the state-of-the-art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Finall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China and associated challeng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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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储能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力

系统削峰填谷，以及智能电网和分布式供能系统的

关键技术之一，其发展应用对能源的低碳、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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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1-2]
。根据能量转换形式，电

力储能技术可分为物理储能、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

物理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

储能；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

液流电池和钠硫电池等；电磁储能主要包括超级电

容和超导储能
[3-4]
。 

抽水蓄能具有技术成熟、效率高、容量大、储

能周期长等优点，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力储能技

术。在 18世纪 90年代，抽水蓄能系统已经在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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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瑞士投入使用
[5]
，我国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

抽水蓄能电站的研发工作，到 2015年底，我国抽水

蓄能系统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22.74 GW，在建容量达

到 23.08 GW[6]
。但是，传统抽水蓄能系统需要特殊

的地理条件建造两个水库和水坝，选址困难，初期

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一般约 5～15年），甚至会

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传统抽水蓄能系统利用淡水作

为运行工质，对淡水资源的依赖较大，这对于淡水

资源匮乏的岛国、城市等适用性较小。另一方面，

我国适合建设传统抽水蓄能的地址资源越来越少，

将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电力发展对储能装机的需求。 

我国海水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是目前

重要的研发任务之一；而且我国岛屿较多，岛上可

再生能源开发应用急需储能技术，因此开发海水抽

水蓄能技术具有重要需求。海水抽水蓄能既能有效

利用海水资源，又拥有传统抽水蓄能技术的优点，

可作为传统抽水蓄能技术重要的补充或替代。海水

抽水蓄能系统利用海洋作为低位水库，水源充足、

水位变化小，减少了系统的土建工程费用，同时利

用海水作为运行工质，解决了传统抽水蓄能电站对

淡水资源的依赖问题，对于临海和淡水资源缺乏的

岛国和城市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主要介绍了海水抽水蓄能的系统原理、分

析了国内外应用与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并

对海水抽水蓄能技术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进行了

展望。 

1  海水抽水蓄能技术应用与发展现状 

1.1  海水抽水蓄能工作原理 

海水抽水蓄能系统是指在传统抽水蓄能系统的

基础上利用海水作为工质的新型抽水蓄能形式，基

本原理如图 1所示，在距海边一定距离的高地上建

造一个蓄水池作为系统的高位蓄水池，利用海洋作

为低位蓄水池。储能时，电能驱动水泵或可逆式水

泵水轮机将海水从海洋抽送到高位蓄水池，将电能

转化为水的势能存储起来；释能时，海水从高位蓄

水池排放至海洋驱动水轮机或可逆式水泵水轮机发

电，将水的势能转化为电能。 

1.2  国外应用与发展现状 

1991 年，日本的 KANEDA 等[7]
在专利中提出

了利用海水抽水蓄能的电站，1999年世界上第一座

也是目前唯一一座海水抽水蓄能示范性电站——日

本冲绳海水抽水蓄能电站投入运行（图 2）[8-11]
，该

电站最大输出功率为 30 MW，有效水头为 136 m，

最大流量为 26 m3/s，其高位水库建在距离海岸 600 m

的高地上并且按照八角形挖掘而成，低位水库直接

利用大海。FUJIHARA等[11]
对日本冲绳海水抽水蓄

能系统中水泵水轮机的设计，材料的选取以及防腐

蚀和防微生物附着等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了介

绍和实验验证。日本冲绳海水抽水蓄能电站通过 5

年的试运行证实了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可靠性、经

济性和调峰调频的可能性，同时也对海水抽水蓄能

系统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

出了解决方案
[12]
（表 1），为之后建设大容量、高水

头的海水抽水蓄能电站奠定了技术实践基础。 

 
1—海洋；2—可逆式电动发电机；3—上水库；4—压力水管；5—阀门；

6—可逆式水泵水轮机；7—尾水管 

图 1  海水抽水蓄能系统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此外，国外近些年来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的理论

研究也逐渐增多（如美国、希腊、爱尔兰等），研究

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3-33]

：一是关于系统水库选

址、水泵水轮机选型、防腐蚀防渗透、系统经济性

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二是关于与风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相结合的混合系统的设计和优化分

析；三是关于新型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开拓研究。 

 
图 2  日本海水抽水蓄能电站鸟瞰图[11] 

Fig.2  Aerial view of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power plant in Japa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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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冲绳海水抽水蓄能电站技术研究结论[12] 

Table 1  The technical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e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in Okinawa Japan[12] 

问题 海水的渗透、飞溅 海水对结构物、机器的腐蚀 海洋生物附着 海洋环境下的发电运行 

目标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伴随着试验场的发电运行

对周边环境无影响 

  结构物的保护 

  对结构物、机器不会造成损坏，

有和淡水抽蓄相同的耐久性 

  结构物的点检 

  结构物的保护 

  发电损失的增加 

  对结构物不会造成结构性损

坏，有和淡水抽蓄相同的耐久

性，不会造成明显的发电损失 

  对发电运行的影响 

  即使在高海浪等海洋环境

下，也能够进行安全稳定的发

电运行 

土木 

设施 

  大坝、调整池 

    利用 EPDM橡胶模全 

  面防水 

  采用大坝漏水检测系统 

  采用海水复水系统 

  采用耐海水腐蚀材料 

  水压管道 FRP（M）管 

  混凝土结构物 

  海洋混凝土规格 

  采用耐海洋生物附着材料 

  水压管道 FRP（M）管 

  排水管道防污涂料 

  消波块设置 

电气 

设备 
—— 

  采用耐海水腐蚀材料 

  涡轮、导流叶片、改良型奥氏

体不锈钢金属材料 

  防腐涂层 

  电气防蚀法 

  对于叶轮机流水面、海水辅

助设备及配备管道，通过预试

验确认仅有少量海洋生物附着 

  排水口水位（潮水位）变动

的平滑化处理 

 
1.2.1  可行性研究方面 

爱尔兰的MCLEAN等[13]
提出在 Dublin建立一

个 100 MW的低水头高流速的海水抽水蓄能系统，

并对系统进行了设计和技术经济性评估。结果表明

低水头高流速的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能够提高可再生

能源在电网中的发电率，减少系统的前期投资。此

外，文献[14]中提出在 Glinsk 建立一座输出功率为

960 MW的海水抽水蓄能电站，该海水抽水蓄能系

统的上水库建在 Glinsk山上，水头高度为 297.5 m，

最大流量为 400 m3/s，除了对系统的选址、布置等

进行研究，文中还对系统周围的安全情况和环境保

护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规划。 

沙特阿拉伯的 KOTIUGA等[15]
对建立 1000 MW

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文中对沙特

阿拉伯的西部海岸线进行地形测量研究，利用多准

则分析法对潜在的建站地址的地理条件、环境和社

会影响、建设成本和经济可行性以及并网可能性进

行了综合评估。同时，文中也提出减少海水的腐蚀

作用是系统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重要

的成本因素。 

葡萄牙的RAMOS等[16]
对在佛得角群岛建立海

水抽水蓄能电站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文中通过案例

分析表明系统的效率和经济性主要取决于水库的容

量，运行策略和能源税收。此外，IOAKIMIDIS等[17]

提出在 São Miguel岛上建立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目

的在于提高岛上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渗透率。文中对

系统建立了经济模型，通过分析和比较负荷变化   

和燃油价格变动对系统组成和发电功率的影响，  

为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运行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   

依据。 

中东的死海项目
[18]
计划利用海洋进行抽水蓄

能和发电，输出功率为 1500～2500 MW，其分布图

如图 3所示。地中海的海水通过一根在海平面以下

的长 72 km的压力管道流入位于Qumran上的水库；

释能时，水库中的海水通过压力管道流向死海，管

道的设计流速为 8 m/s[19]
。通过该项目，在发电的

同时，还能够提高死海水位，保护死海周围的坏境，

若增加海水淡化项目还能解决当地的淡水资源匮乏

的问题。 

 
图 3  死海项目鸟瞰图[18] 

Fig.3  Aerial view of Dead Sea power plant[18] 

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人员计划在西爪哇
[20]
利用

印度洋为下水库，建设一座功率为 800 MW，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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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为 242 m3/s的海水抽水蓄能电站，其有效水头

为 389.4 m。该海水抽水蓄能电站的计划发电周期

为 6 h/d，抽水所需电能来自 Paiton热发电站，产生

的电能将通过电缆传送到 Paiton-Kwdiri传输线，并

入电网。 

爱沙尼亚 Project ENE 1001[21]
提出在Muuga海

港工业园区建设一个 500 MW 的海水抽水蓄能电

站，文中对系统的组成及其可能的布置位置进行了

详细介绍，与前述系统的不同在于该系统利用海洋

作为上水库，下水库建立在地下。 

1.2.2  混合系统研究方面 

希腊KATSAPRAKAKIS等[22]
提出在Karpathos- 

Kasos 上建立风能-海水抽水蓄能联合发电的混合

系统（如图 4所示），并对系统维度、选址和经济性

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能

够提高风电场在电网中的发电渗透率，系统回收期

为 5～6 年。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23]
对在希腊建

立海水抽水蓄能电站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包括系统

设计、建设和运行等方面，研究表明，在目前的技

术水平上，海水抽水蓄能电站是可以实现和运行的，

利用海洋作为水库可以减少电站建设的初投资，但

系统各个部件的防腐蚀设计也相应的增加了成本。 

 
图 4  Kasos处海水抽水蓄能系统布置图[22] 

Fig.4  The sitting of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system in Kasos[22] 

文献[24]提出建立海上风能发电-海水抽水蓄

能联合发电的混合系统，系统采用双重压力水管，

使抽水和放水能同时进行，结果表明，与单压力水

管相比，采用双重压力水管可以将风力发电渗透率

提高 10% 以上。 

意大利的 SECCHI等[25]
提出了海水抽水蓄能系

统与光伏发电相结合的混合系统。海水抽水蓄能系

统发电量为 1 MW，有效落差为 200 m，文中利用

TRNSYS软件对混合系统进行了优化分析和经济性

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两个大小相同的变速运行的

水泵能够减少传输电网的负荷，采用两个大小不同

的恒速运行的水泵则能够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1.2.3  新型海水抽水蓄能系统开拓方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SLOCUM 等
[26-27]

提出了

一种球型海洋可再生能源存储模型，如图 5所示，

并对其申请了专利保护。其工作原理为：球型的混

凝土装置置于海底，储能时，利用海上风电或岸上

多余的电能驱动水泵将球内水排出，使球内形成真

空，气压为 0.05倍大气压；释能时，因内外压差，

海水进入球型储水室内，驱动水轮机发电。研究认

为系统能够达到 65%的效率，但因为水轮机机型选

择不当等原因，实验系统效率只有 11%，下一步研

究人员将会将直径为 3 m的混凝土储能球安置在水

下 30～40 m进行实验研究。 

 
       （a）储能模型                  （b）释能模型 

图 5  球型海洋可再生能源存储模型[26]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sphere ocean renewable 

energy storage[26] 

德国工程师 SCHRAMM[28-29]
提出了利用海底

存储能量的想法，且已经申请了专利
[30]
，新系统的

效率能够达到 80%左右，系统原理图如图 6所示。

系统利用海底和海平面之间的压差来储存电能，系

统的发电量、存储容量、水泵水轮机大小和系统所

处深度都能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1.3  国内应用与发展现状 

国内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的研究并不多见。香港

理工大学的MA等[31]
对在香港某岛屿上建立太阳能

光伏发电和海水抽水蓄能耦合的混合系统进行了理

论研究。文中对系统的主要部件进行了数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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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遗传算法，以系统可靠性，经济性为目标函数

对系统进行了优化分析。 

 
图 6  海底抽水蓄能系统示意图[28]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under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28] 

此外，MA 等[32-33]
还对在该岛屿上建立风能-

太阳能-海水抽水蓄能联合发电的混合系统进行了

理论研究，如图 7所示。文中通过对混合系统建模，

并结合其运行策略，对系统进行了基于小时负荷的

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能够弥补风

能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不稳定的特性，同时该混

合系统能够完全满足独立岛屿上的电荷需求，实现

孤立岛屿上的可再生能源独立供电，在此基础上其

又对上述混合系统从技术经济性角度，在用电负荷

损失率（LPSP）为 0的约束条件下对系统进行了优

化分析。 

 
图 7  风-光-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示意图[32] 

Fig.7  Schematic figure of solar-wind-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system[32] 

综合上述的国内外应用和发展现状，总结每年

世界各个地区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情况，如

图 8所示。由图可知，在第一座海水抽水蓄能系统

在 1999年投入运行之后，即 2000—2007年，世界

上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大多数研究还是集中在对传统抽水蓄能系  

统的研究上，而近年来，传统抽水蓄能的发展面临

着许多问题：如环境问题、选址日益困难等问题，

同时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以及沿海发

达地区和海岛经济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加大了  

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力度，从 2008年开始，

世界各国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日益  

增多。 

 
图 8  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近年来的研究增长趋势 

Fig.8  The research trend of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in recent years 

1.4  问题与挑战 

综上可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海水抽水蓄能系

统不仅与常规抽水蓄能系统一样具有启停快、运行

灵活、在电网中可以调峰调频等优点，并且其利用

海洋作为水库，水量充沛、水位变幅小、有利于水

泵水轮机的稳定运行，同时降低了建设费用，节约

了淡水资源，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渗透率。

但是，海水环境与淡水环境相比，腐蚀严重，运行

条件苛刻，系统的研究及应用仍面临着诸多技术性

问题。 

（1）海水腐蚀问题：由于海水的化学性质比较

活泼，其对水泵水轮机、压力管道等设备会造成腐

蚀，从而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增加了设备

的维修成本。 

（2）微生物附着问题：由于海洋生物如藤壶容

易附着在管道和海水抽水蓄能机组上，会影响系统

水轮机工况和水泵工况效率，从而降低系统的整体

效率。 

（3）渗透和泄露问题：上水库的海水可能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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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壤中，导致地表或地下水被污染。同时上水库

海水的泄露也会对周围的动植物产生影响。 

（4）稳定运行问题：在海浪较大的情况下，大

浪会影响进/出水口处海水稳定的吸入和排出，从而

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 

（5）环境问题：在抽水和发电的过程中，吸水

和放水将对在进出水口处生活的的海洋生物如珊瑚

等产生影响。 

而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上述工程地质技术

问题以及海水抽水蓄能机组技术问题，目前国内外

的研究仍较少。此外，在系统层面上，国内外已有

的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内容也并不完善，

如：缺少从系统的角度对各关键参数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对混合系统如风蓄、光

蓄或风光蓄等的优化分析研究所选择的目标函数较

单一，缺少对系统进行多目标分析的研究以及缺少

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环境效益方面的研究分析等。

诸如以上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提高人们

对海水抽水蓄能的认知程度，掌握必要的控制方法，

达到合理设计和科学应用的目的。 

2  海水抽水蓄能技术应用前景与发展
 潜力 

2.1  我国海水抽水蓄能技术应用前景 

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广州等经济发

展较快，电力负荷和峰谷差日益增大。同时，近年

来我国沿海地区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

展十分迅猛，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也亟

需合适的电力储能系统。因此，在靠近负荷中心的

海边建立启停快、运行灵活的海水抽水蓄能系统不

仅能够解决沿海地区电力供求的矛盾，而且将有利

于电网的经济安全运行。 

另外，我国海域分布着众多的海岛，大多数海

岛由于与大陆隔离，其开发深受电力、饮用水紧缺

和交通困难的制约。目前，对于近海海岛，能源供

应主要依靠海底电缆或架空高塔跨越输电线路输送

的电力，但是这种供能方式存在初投资高、修复时

间长、运行维护成本高等问题。对于偏远海岛，能

源供应主要依靠独立的燃油供电体系，但这种供电

体系不仅对燃料的输送和储运要求严格，成本高，

燃料利用率低，同时其对环境污染严重，供电系统

也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位置，

其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若在

海岛上建立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的独立供电系统，

将减少海岛对柴油的依赖。同时，海岛濒临海洋，

有天然的水库，采用海水抽水蓄能的电力储能方式，

一方面能够提高燃油供电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

也能弥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提

高可再生能源在供电体系中的发电渗透率。 

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建设，能够充分地利用我

国沿海地区和海岛丰富的资源优势，同时带动其它

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沿海地区和海岛的开发建设。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34]
中提出要推进

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和加快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国内已有不少研究人员对沿海地区和海岛的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进行了研究
[35-37]

，但对沿海地区和海岛

的电力储能技术的研究较少，因此海水抽水蓄能系

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2  我国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发展潜力 

我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大陆海岸线长 1.8 万

千米
[34]
，同时，1996年第一次《全国海岛综合调查

报告》
[38]
表明，我国面积在 500 m2

以上的海岛共

6961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及海南岛除外，海

南岛本岛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所属有 410个海

岛），其中有人居住的海岛为 433个，人口达 452.7

万人。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通过对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省、海南省、广西省

的海岸线长度、沿海地形地貌概况、海洋岛屿分布

等情况分析，对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海水抽水蓄能资

源进行了筛选普查，并对海水抽水蓄能资源进行了

初步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有 81个海

水抽水蓄能资源站点，装机容量可以达到 18110 MW。

此外，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海

水抽水蓄能资源开发潜力进行了研究评价
[40]
，该研

究通过对比分析国外海水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现状及

典型案例，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海水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条件、必要性、站点资源情况、关键技术与国

内设备制造能力、试验性站点选择和试验性站点的

建设调剂及工程设计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重点研

究，并提出了试验性站点的初步方案。上述调查报

告和普查工作表明在我国可供选择建设海水抽水蓄

能电站的地址很多，我国具有优越的建设海水抽水

蓄能电站的资源条件，可以充分开展海水抽水蓄能

系统的技术研究和示范试验。 

到目前为止，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

国外如日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海水抽水蓄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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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希腊、爱尔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已经对在海

岛上建立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进行了较多的理论研

究，而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起步较晚，理论

研究和相关设备的研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工程实践

还未完全展开。因此，在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

上，我国还需要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探寻适合我国沿海地区和海岛的海水抽水蓄

能系统发展模式。 

通过上述调研、分析发现，我国海水抽水蓄能

系统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对海

水抽水蓄能系统主要参数选择、工程地质技术问题

以及海水抽水蓄能机组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二

为海水抽水蓄能系统将向海水抽水蓄能系统与其它

类型电站（如柴油发电）耦合的方向发展，这样能

够提高海岛供电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三为海水抽

水蓄能系统将向海水抽水蓄能系统与可再生能源如

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的耦合的方向发展，这样

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断性和不稳定性问题，是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渗透率的迫切需要，也将是海

水抽水蓄能系统近期的主要发展方向。 

3  结  语 

本文综述了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研究进展和应

用情况，总结了其存在的技术与应用问题，并对其

应用前景与发展潜力进行了展望，得出如下结论。 

（1）海水抽水蓄能电站作为抽水蓄能电站的一

种新型式，具有选址方便、水源充足、水位变幅小

等优点，是一项能够实现大规模和长时间电能存储

的储能技术。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海水抽水蓄能的

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并已有一座电站投入商业    

运行。 

（2）随着沿海核电、海上风能、潮汐能、潮流

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配套建设海水抽水蓄

能电站不仅可以满足远离能源基地、能源资源条件

匮乏的沿海地区用电需求，优化电源结构，而且对

于沿海及海岛地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

能源供应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3）由于海洋的特殊性，建设海水抽水蓄能电

站也存在着机组制造难度大和环境影响等问题。当

前国内外对海水抽水蓄能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如缺少对适用于海水环境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的研

究，同时也缺少从系统层面对海水抽水蓄能系统的

分析研究，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MCLARNON F R, CAIRNS E J. Energy storage[J]. Annu. Rev. 

Energy, 1989, 14: 241-271. 

 [2] JENSEN J. Energy storage[M]. London: Newnes-Butterworths, 1980. 

 [3] CHEN H, CONG T N, YANG W, et al. Progress in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system: A critical review[J].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2009, 19(3): 291-312. 

 [4] 张新敬.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若干问题的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2011. 

 ZHANG X J. Investigation on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system[D]. Beij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Chinese 

Acadaemy of Sciences, 2011. 

 [5] WIKIPEDIA. Pumped-storage hydroelectricity[EB/OL]. [2016-04-16]. 

https://en. wikipedia.org/wiki/Pumped-storage_hydroelectricity. 

 [6] 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抽水蓄能电站: 迈入产业成长期[EB/OL]. 

[2015-12-28].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292339.html. 

 News Cener of China Energy Storage Network.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growth period[EB/OL]. 

[2015-12-28].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292339.html. 

 [7] KANEDA Takeshi, YONEYAMA Naoto. Sea-water pumped-storage 

power station: JP 1991089819[P]. 1991-04-15. 

 [8] 刘布谷. 世界上首座海水抽水蓄能电站上库的设计与施工[J]. 水

利水电快报, 2012, 33(11): 15-17. 

 LIU B G.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in the world[J].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2012, 33(11): 15-17. 

 [9] 孟祥科. 冲绳海水抽水蓄能电站[J]. 山东电力技术, 1999, 106(2): 

77-79. 

 MENG X K.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in Okinawa[J]. 

Shangdong Electric Power, 1999, 106(2): 77-79. 

[10] 关存良. 海水抽水蓄能技术及其展望[J]. 水利水电技术, 2002, 

33(1): 71-73. 

 GUAN C L. Technology and prospects of seawater pumped storage[J].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2002, 33(1): 71-73. 

[11] FUJIHARA T, IMANO H, OSHIMA K. Development of pump 

turbine for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power plant[J]. Hitachi Review, 

1998, 47(5): 199-202. 

[12] 石文辉, 查浩, 罗魁, 等. 我国海水抽蓄电站发展初探[J]. 中国能

源, 2015(12): 36-40. 

 SHI W H, CHA H, LUO K,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in China[J]. Energy of China, 

2015(12): 36-40. 

[13] MCLEAN E, KEARNEY D. An evaluation of seawater pumped 

hydro storage for regulating the export of renewable energy to the 

national grid[J]. Energy Procedia, 2014, 46(46): 152-160. 

[14] Glinsk PHES[EB/OL]. [2016-01-13]. http://www.organicpower.ie/content/ 

projects/glinsk.htm.  

[15] KOTIUGA W, HADJIAN S, KING M, et al. Pre-feasibility study of a 

1000MW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plant in Saudi Arabia[C]// 

Hydrovis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SA: Denver, Colorado, USA, 

2013. 

[16] RAMOS H M, AMARAL M P, COVAS D I C. Pumped-storage 

solution towards energ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Portugal 

contribution and real case studies[J].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 and 



储  能  科  学  与  技  术 42年 2017年第 6卷 

Protection, 2014, 6(12): 1099-1111. 

[17] PINE A, IOAKIMIDS C S, FERRAO P. Economic modeling of a 

seawater pumped-storag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SãO Miguel[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lbe Energy Technologies, 

Singapore, 2008: 707-712.  

[18] Dead Sea Vision LLC. Med-Dead/ Lake Shalom project a vis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ace[EB/OL]. [2016-01-13]. http://www. 

deadseapower.com/project_review/#/. 

[19] KRAEMER S. First sea water pumped hydro proposed-staggering 

2400 MW potential[EB/OL]. [2012-01-05]. http://www.greenprophet. 

 com/2012/01/first-sea-water-pumped-hydro-proposed-staggering-240

0-mw-potential/.  

[20] REHMAN S, AL-HADHRAMI L M, ALAM M M.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system: A technological review[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 44: 586-598. 

[21] Project  No. ENE 1001.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Muuga 

Seawater-pumped hydro accumulation power plant [EB/OL]. [2016- 

 01-13]. http://energiasalv.ee/wpcontent/uploads/2012/07/Muuga_HAJ_ 

 17_02_2010_ENG.pdf.  

[22] KATSAPRAKAKIS D A, CHRISTAKIS D G, PAVLOPOYLOS K, et 

al. Introduction of a wind powered pumped storage system in the 

isolated insular power system of Karpathos-Kasos[J]. Applied Energy, 

2012, 97(9): 38-48. 

[23] KATSAPRAKAKIS D A, CHRISTAKIS D G, STEFANAKIS I, et al. 

Technical details regarding the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systems[J]. Energy, 2013, 

55(1): 619-630. 

[24] KATSAPRAKAKIS D, CHRISTAKIS D G. Seawater pumped 

storage systems and offshore wind parks in islands with low onshore 

wind potential. A fundamental case study[J]. Energy, 2014, 66(4): 

470-486. 

[25] MANFRIDA G, SECCHI R. Seawater pumping as an electricity 

storage solution for photovoltaic energy systems[J]. Energy, 2014, 

69(5): 470-484. 

[26] SLOCUM A H, FENNELL G E, DUNDAR G, et al. Ocean renewable 

energy storage (ORES) system: Analysis of an undersea energy 

storage concept[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13, 101(4): 906-924. 

[27] SLOCUM A H, FENNELL G E, GREENLEE A S. Offshore energy 

harvesting, storage, a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US 8698338[P]. 

2014-04-15. 

[28] ALVAREZ A. Underwater batteries are making a splash for energy 

storage[EB/OL]. [2013-05-17]. https://gigaom.com/2013/05/17/underwater- 

batteries-are-making-a-splash-for-energy-storage/. 

[29] Nathan. Energy storage undersea: New pumped hydro design floated 

[EB/OL]. [2013-05-22]. http://reneweconomy.com.au/2013/energy-storage- 

under-the-sea-new-pumped-hydro-design-floated-81847. 

[30] ANMELDER G. Unterwasserspeicher zum Speichern von 

vorzugsweise elektrischer Energie: DE 102012100981[P]. 2013-08-08. 

[31] MA T, YANG H, LU L, et al. Pumped storage-based standalon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Modeling and techno-economic 

optimization[J]. Applied Energy, 2015, 137: 649-659. 

[32] MA T, YANG H, LU L, et al.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on a 

standalone hybrid solar-wind system with pumped hydro storage for 

a remote island in Hong Kong[J]. Renewable Energy, 2014, 69(3): 7-15. 

[33] MA T, YANG H, LU L, et al. Optimal design of an autonomous 

solar-wind-pumped storage power supply system[J]. Applied Energy, 

2015, 160: 728-736. 

[34] 国家海洋局 .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EB/OL]. 

[2013-04-11]. 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shxzfg/201304/ 

t20130411_24765.html.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12th 

five-year plan of the national marine career development[EB/OL]. 

[2013-04-11]. 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shxzfg/201304/ 

t20130411_24765.html. 

[35] 任岩, 翟兆江, 郭齐柯, 等. 海岛风/光/抽蓄/海水淡化复合系统的

配置优化[J]. 水力发电, 2015, 41(12): 101-104. 

 REN Y, ZHAI Z J, GUO Q K, et al. Configuration optimization of 

island wind/PV/pumped-storage/desalination hybrid system[J]. Water 

Power, 2015, 41(12): 101-104. 

[36] 许昌, 李旻, 任岩, 等. 孤岛风柴蓄复合发电功率粒子群优化分

配研究[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2013(11): 85-92. 

 XU C, LI M, REN Y, et al. Research on wind-diesel-storage power 

generation using PSO in a solitary island[J].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2013(11): 85-92.  

[37] 欧阳丽, 葛兴凯. 海岛智能微电网技术综述[J]. 电器与能效管理

技术, 2014(10): 56-59. 

 OUYANG L, GE X K. Intellgent micro-grid technology for island[J]. 

Electrical & Energy Management Technology, 2014(10): 56-59. 

[38]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组.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报告[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6. 

 The compiling group of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sland resources.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sland resources[M]. Beijing: Maritime Press, 1996. 

[39] 张东. 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海水抽水蓄能资源初步评价[J]. 低碳世

界, 2015(1): 69-70. 

 ZHANG D.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resources in the south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J]. Low Carbon World, 2015(1): 69-70. 

[40]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我院承担的《东部沿海地区海水抽水蓄能

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科技项目顺利通过验收[EB/OL]. [2014-11-27]. 

http://www.boraid.cn/company_news/read_328154.html 

 East China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institut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evaluation of the 

seawater pumped hydro energy storage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passed appraisal[EB/OL]. [2014-11-27]. 

http://www.boraid.cn/company_news/read_32815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