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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储能系统概述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储能系统概述



到目前为⽌，人们已经探索和开发了多种形式的电能储能方式，
主要有：机械储能、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等。

储能的主要形式

主要有：机械储能、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等。

机械储能：弹性储能、液压储能、抽⽔蓄能、压缩空⽓储能、

飞轮储能

化学储能：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流电池、锂离⼦电池化学储能：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流电池、锂离⼦电池

电磁储能：超导储能、超级电容器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到目前为⽌，人们已经探索和开发了多种形式的电能储能方式，

储能的主要形式

抽⽔蓄能、压缩空⽓储能、

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流电池、锂离⼦电池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流电池、锂离⼦电池



• 弹性储能

机械储能的主要形式

• 液压储能

• 抽⽔储能

• 压缩空⽓储能

• 飞轮储能• 飞轮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机械储能的主要形式



弹性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弹性储能



液压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液压储能



• 广泛采⽤的⼤规模、集中式储能⼿段。
抽⽔蓄能

• 优点：技术上成熟可靠，容量可以做的很⼤，受⽔库库容限制。

• 缺点：建造受地理条件限制，需合适落差的高低⽔库，远离负荷
中心；抽⽔和发电中有相当数量的能量被损失，储能密度较差；
建设周期⻓，投资⼤。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段。
抽⽔蓄能

优点：技术上成熟可靠，容量可以做的很⼤，受⽔库库容限制。

缺点：建造受地理条件限制，需合适落差的高低⽔库，远离负荷
中心；抽⽔和发电中有相当数量的能量被损失，储能密度较差；



压缩空⽓储能

上世纪50年代提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CAES电站为
德国建造，装机容量为 290 MW，换能效率77%

2009年被美国列入未来十⼤技术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压缩空⽓储能

电站为1978年在
77%。

年被美国列入未来十⼤技术



压缩空⽓储能电站（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CAES）是一
种调峰⽤燃⽓轮机发电厂，主要利
⽤电⽹负荷低⾕时的剩余电力压缩
空⽓，并将其储藏在典型压力

所消耗的燃⽓要比常规燃⽓
轮机少 40%
投资费⽤、减少排放。

CAES 建设投资和发电成本

压缩空⽓储能

空⽓，并将其储藏在典型压力
7.5MPa的高压密封设施内，在⽤
电高峰释放出来驱动燃⽓轮机发电。

CAES 建设投资和发电成本
均低于抽⽔蓄能电站
能量密度低，并受岩层等地
形条件的限制。

100 MW 级燃⽓轮机技术成熟，利
⽤渠⽒超导热管技术可使系统换能
效率达到 90%效率达到 90%
发电化将进一步降低成本。随着分
布式能量系统的发展以及减⼩储⽓
库容积和提高储⽓压力⾄
MPa 的需要，
空⽓蓄能系统（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所消耗的燃⽓要比常规燃⽓
40%，同时可以降低

投资费⽤、减少排放。

建设投资和发电成本

压缩空⽓储能

建设投资和发电成本
均低于抽⽔蓄能电站，但其
能量密度低，并受岩层等地
形条件的限制。

级燃⽓轮机技术成熟，利
⽤渠⽒超导热管技术可使系统换能

90%。⼤容量化和复合90%。⼤容量化和复合
发电化将进一步降低成本。随着分
布式能量系统的发展以及减⼩储⽓
库容积和提高储⽓压力⾄ 10~14 

的需要，8~12 MW 微型压缩
空⽓蓄能系统（micro‑CAES）已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CAES电站为1978年在德国建造的
Huntdorf电站，装机容量为290MW，换能效率
⾄今，累计启动超过7000次，主要⽤于热备⽤和平滑负荷
在美国，McIntosh电站装机容量为100MW，

压缩空⽓储能

 在美国，McIntosh电站装机容量为100MW，
机容量为2.7GW，⽤于系统调峰；2005
Paso能源公司在Texas开始建造 Markham
540MW。

 在日本，1998年施工建设北海道三井砂川矿坑储⽓库
2001年CAES运行，输出功率2MW。
在瑞士，ABB公司正在开发⼤容量联合循环 在瑞士，ABB公司正在开发⼤容量联合循环
出功率442MW，运行时间8h，贮⽓空洞采⽤⽔封方式

 此外，俄罗斯、法国、意⼤利、卢森堡、以⾊列等国也在⻓
期致力于CAES的开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年在德国建造的
换能效率77%，运行

主要⽤于热备⽤和平滑负荷。
，Norton电站装

压缩空⽓储能

，Norton电站装
2005年由Ridge和EI

Markham电站，容量为

年施工建设北海道三井砂川矿坑储⽓库，

公司正在开发⼤容量联合循环CAES 电站，输公司正在开发⼤容量联合循环CAES 电站，输
贮⽓空洞采⽤⽔封方式。

以⾊列等国也在⻓



Huntdorf, Germany, 1978, 290 MWMcIntosh, Alabama, 1991, 110 MW

压缩空⽓储能电站

SustainX Isothermal CAS

1.5MW Engine 3000PSI 1MW Storage tanks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Germany, 1978, 290 MW

压缩空⽓储能电站

Isothermal CAS

3000PSI 1MW Storage tanks



中科院工程热物理研究所
2013年完成
⽓储能系统工程，
廊坊的实现产业化，

压缩空⽓储能电站

廊坊的实现产业化，
年。该系统为
理论效率
率33%。

2016年位于贵州毕节的
系统实现示范运行。

江苏金坛压缩空⽓储能电站，
利⽤盐⽳储⽓，占地
公里，最⼤容腔体积

贵州毕节10MW/40MWh储能系统

系统实现示范运行。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中科院工程热物理研究所
年完成1.5MW压缩空

⽓储能系统工程，并于河北
廊坊的实现产业化，30套/

压缩空⽓储能电站

廊坊的实现产业化，30套/
该系统为非补燃方案，

理论效率41%，实际运行效
。

位于贵州毕节的10MW
系统实现示范运行。

江苏金坛压缩空⽓储能电站，
利⽤盐⽳储⽓，占地60.5平方
公里，最⼤容腔体积32万㎡。

系统实现示范运行。



飞轮储能装置主要包括3个核心部分：飞轮、电机
和电力电⼦装置。他将外界输入的电能通过电动机

原理

能量维持率较低,80%每⼩时

飞轮储能

和电力电⼦装置。他将外界输入的电能通过电动机
转化为飞轮转动的动能储存起来，当外界需要电能
的时候，又通过发电机将飞轮的动能转化为电能，
输出到外部负载，要求空闲运转时候损耗非常⼩。

原理

飞轮储能功率密度⼤于5kW/kg，能量密度超过
20Wh/kg，效率在 90%以上，循环使⽤寿命⻓达 20a，
工作温区‑40~50℃，无噪音、无污染、维护简单，主应⽤

以
工作温区‑40~50℃，无噪音、无污染、维护简单，主
要⽤于不间断电源(UPS)/应急电源(EPS)、电⽹调峰
和频率控制。

应⽤

储能密度高，充放电深度⼤，充放电时间短，工作寿命⻓，能量利于预测和控制
对安装地点无特别要求，对环境无污染，全寿命成本低。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飞轮储能

以6000rpm为界限
• 低速飞轮• 低速飞轮
• 高速飞轮

能量利于预测和控制，



飞轮储能

福特号航母：

转速6400rpm
弹射完成降为
整体能量效率

储能飞轮
福特号航母：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飞轮储能

福特号航母：

6400rpm，
弹射完成降为5200rpm。
整体能量效率70%。

储能飞轮4个，每个9吨。
福特号航母：



飞轮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飞轮储能



• 特点：
• 储能密度高、充放电速度快、效率高、寿命⻓、无污染、
应⽤范围广、适应性强等特点。

飞轮储能

• 目前⽤于调峰、风力发电，太阳能储能、电动汽车、
UPS、低轨道卫星、电磁炮、⻥雷。

移动式飞轮发电车，执行供电保障和应急供电任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效率高、寿命⻓、无污染、

飞轮储能

调峰、风力发电，太阳能储能、电动汽车、

移动式飞轮发电车，执行供电保障和应急供电任务。



• 超级电容器（SC）是近几十年来，国内外发展起来的
一种介于常规电容器与化学电池二者之间的新型储能

超级电容储能

一种介于常规电容器与化学电池二者之间的新型储能
元件。

• 它具备传统电容那样的放电功率，也具备化学电池储
能电荷的能力。与传统电容相比，具备达到法拉级别
的超⼤电容量、较高的能量、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
极⻓的使⽤寿命，充放电循环次数达到十万次极⻓的使⽤寿命，充放电循环次数达到十万次
且不⽤维护；与化学电池相比，具备较高的比功率，
且对环境无污染。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是近几十年来，国内外发展起来的
二者之间的新型储能

超级电容储能

二者之间的新型储能

它具备传统电容那样的放电功率，也具备化学电池储
能电荷的能力。与传统电容相比，具备达到法拉级别
的超⼤电容量、较高的能量、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

循环次数达到十万次以上，循环次数达到十万次以上，
且不⽤维护；与化学电池相比，具备较高的比功率，



超级电容储能

 具有快速充电和放电的能力,满⾜高功率需求； 具有快速充电和放电的能力,满⾜高功率需求；
 充放电循环寿命⻓且没有记忆效应，循环寿命可达
 可靠性高，工作温度范围广，可有效工作在‑40
尤其在低温下容量变化在10％以内；
 能量转换效率高，⾃⾝损耗很⼩，充放电效率高达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超级电容储能

充放电循环寿命⻓且没有记忆效应，循环寿命可达50万次以上；
40～65℃范围内，

能量转换效率高，⾃⾝损耗很⼩，充放电效率高达98％；



性能 超级电容 铅酸电池
充电时间 0.5～300s 3～8hrs

放电时间 0.5～300s 0.5～4hrs

能量(Wh/kg) 2～10 30～40

超级电容与电池、电容的对比

能量(Wh/kg) 2～10 30～40

循环次数 >500,000 <800

功率特性
（W/kg） 3K～10K <1K

充放电效率 93%～98% 65%～80%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解电容
10‑3～10‑6s
10‑3～10‑6s

<0.1

超级电容与电池、电容的对比

<0.1
>500,000

>10K

>95%



超级电容与电池对比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超级电容与电池对比



超级电容提供峰值功率：

超级电容提高补偿功率

超级电容提供后备功率：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超级电容提高补偿功率



超级电容器在工业⾃动化设备、⼤功率供给设备、直流保障电源、电⽓化
铁路、功率传输和分布式系统、应急后备电源等工业电⼦中受到重视，得
到了初步的应⽤。
主要应⽤如下：
 ⼤功率系统的能量回收

超级电容储能应⽤

 ⼤功率系统的能量回收

 主电源掉电后快速应急保护
-对电⽹电压变化有较为敏感的行业
-需不间断电源且响应速度快的系统和设备

-⼤型往复型设备减速环节的能量回收
西⻔⼦公司，地铁配电，21MJ/5.7Wh，4800⽀
2600F/2.5V电容器。

 高可靠性直流电源
-需在任务状况下均可正常工作的行业

 高功率应⽤的功率补偿
-峰值功率较高且维持时间较短的系统和设备
美国TVA电力公司，200kW⽤于⼤功率直流电机的启动⽀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超级电容器在工业⾃动化设备、⼤功率供给设备、直流保障电源、电⽓化
铁路、功率传输和分布式系统、应急后备电源等工业电⼦中受到重视，得

超级电容储能应⽤

⽤于⼤功率直流电机的启动⽀撑



• 超导磁储能（SMES）单元是由一个置于低温环境的超
导线圈组成，低温是由包含液氮或者液氦容器的深冷

超导储能

导线圈组成，低温是由包含液氮或者液氦容器的深冷
设备提供。

• 功率变换系统将SMES单元与交流电力系统相连，并且功率变换系统将SMES单元与交流电力系统相连，并且
可以根据电力系统的需要对储能线圈进行充放电。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单元是由一个置于低温环境的超
导线圈组成，低温是由包含液氮或者液氦容器的深冷

超导储能

导线圈组成，低温是由包含液氮或者液氦容器的深冷

单元与交流电力系统相连，并且单元与交流电力系统相连，并且
可以根据电力系统的需要对储能线圈进行充放电。



 SMES的磁体系统

运行时，低温

超导储能

运行时，低温
系统的杜瓦真
空可保持在
0.1～0.2Pa，
通过制冷机的
冷却，磁体表
面温度以及电

35kJ/7.5kW高温超导磁体

流引线温度保
持在19K～
21K。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超导储能



超导储能 电压型超导储能变流器

超导储能

电流型超导储能变流器电感储能，功率密度⼤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压型超导储能变流器

超导储能

电流型超导储能变流器



年份 应⽤地 基本参数

1982 美国 30MJ/10MW 抑制系统低频振荡和⽀撑

1993 美国阿拉斯加电⽹ 1.8GJ

超导储能应⽤

1993 美国阿拉斯加电⽹ 1.8GJ

2000 美国威斯康辛某电⽹ 6×3MJ/8MVA 避免电压凹陷和短路故障

2002 美国⽥纳西某电⽹ 8×3MJ/8MW
2002 日本Chubu公司 7.3MJ/5MW
2003 日本Chubu公司 1MJ, Bi‑2212
2006 日本Hosoo电站 10 MW

2002 德国ACCEL 150 KJ,
⽤于
与电⽹相连以提高电能质2002 德国ACCEL 150 KJ,

Bi‑2223
与电⽹相连以提高电能质
量，同时发挥有源电力滤

2001 韩国电力研究所 1MJ/300VA

2006 韩国电力研究所 3MJ/750kVA 提高敏感负荷的供电质量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作⽤
抑制系统低频振荡和⽀撑

系统电压
提高电⽹供电可靠性

超导储能应⽤

提高电⽹供电可靠性

避免电压凹陷和短路故障

维护输电⽹电压稳定
提供瞬时电压补偿
提供瞬时电压跌落
补偿瞬时电压跌落

⽤于20 kVA UPS 系统，
与电⽹相连以提高电能质与电⽹相连以提高电能质
量，同时发挥有源电力滤

波器作⽤
有效维护系统稳定运行

提高敏感负荷的供电质量



电池储能
电池+电池管理系统+能量转换系统+辅助设备

 电池特性好

电池储能

 对安装地点无特别要求
 环境条件好
 技术成熟

日本钠流国⽹张北 南⽹宝清 日本钠流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辅助设备

铅碳电池

电池储能

对安装地点无特别要求

日本钠流

全钒液流

日本钠流



国
内
外

储能应⽤统计‑中国电科院

各储能类型项目数占比
各电化学储能类型装机容量占比

内
外
应
⽤
现
状

各储能类型中，电化学储能项目数占比最⼤，为重点应⽤方向
电化学储能中，锂离⼦电池的项目数占比、装机容量占比最⼤，其增⻓
幅度也最快，已成为发展最快的电化学储能技术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锂离⼦电池储能

中国电科院

各电化学储能类型装机容量占比

项目数占比最⼤，为重点应⽤方向
的项目数占比、装机容量占比最⼤，其增⻓



可再⽣能源发电

分布式发电

储能应⽤统计‑中国电科院

在各领域中的应⽤现状：

各应⽤领域中项目数占比 各应⽤领域中装机容量占比

分布式发电

在各领域中的应⽤现状：
在可再⽣能源领域应⽤的项目数占比、装机容量占比均最⼤，增⻓态势
也最明显
在分布式与微⽹领域应⽤的项目数占比增⻓速率较快
在可再⽣能源发电、分布式与微⽹领域中的应⽤已备受关注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可再⽣能源发电

中国电科院

各应⽤领域中装机容量占比

在可再⽣能源领域应⽤的项目数占比、装机容量占比均最⼤，增⻓态势

在分布式与微⽹领域应⽤的项目数占比增⻓速率较快
在可再⽣能源发电、分布式与微⽹领域中的应⽤已备受关注



储能类型 抽⽔蓄能 超级电容储能 超导储能 压缩空⽓

功率等级
100‑

375MW/台
10‑500kW/台

100kW‑
20MW/台

10‑300MW/台

能量密度
0.5‑1.5 1‑10 ‑‑‑ 3‑60

各种储能技术对比

能量密度
(Wh/kg)

0.5‑1.5 1‑10 ‑‑‑ 3‑60

持续放电时间 1‑24h以上 ms‑60min ms‑8s 1‑24h以上

储能期限 ⼩时－⽉ 秒－分 秒－分 ⼩时－⽉

成本(元/kW·h) 30‑600 2000‑14000 7000‑70000 20‑50

寿命(年) 40‑60 10 20 40‑50

能量效率(%) 70‑80 85‑90 >96 30‑50

⾃放电率(%/天) 极低 20‑40 10‑15 低

有⽔利和地
环境适应性

有⽔利和地
质要求

无特殊要求 无特殊要求 有地质要求

建设周期
需基建，周

期⻓，3‑5年
即装即⽤，短 即装即⽤，短

需基建，周期
⻓

技术成熟度 非常成熟 推广应⽤中
研究，少量应

⽤
补燃式成熟，

非补燃式研究中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飞轮储能 电池储能

10kW‑20MW
台

10kW‑20MW/
台

10‑50 100‑300

各种储能技术对比

10‑50 100‑300

ms‑15min 10s‑8h

秒－分 分－⼩时

7000‑35000 1500‑5000

15‑20 10‑15

85‑95 60‑90

59‑100 0.1‑1

无特殊要求 无特殊要求

即装即⽤，短 即装即⽤，短

推广应⽤中 推广应⽤中



2.储能电池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储能电池



• 铅酸电池

储能电池

• 钠硫电池

• 液流电池

• 锂离⼦电池（磷酸铁锂、钛酸锂、三元锂、钴酸锂）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储能电池

锂离⼦电池（磷酸铁锂、钛酸锂、三元锂、钴酸锂）



• 距今100多年历史。

• 优点：

铅酸电池

• 优点：
• ⾃放电⼩，25℃下⾃放电率⼩
于2%/⽉；结构紧凑，密封好，
抗振动，⼤电流性能好；工作
温度范围宽，‑40℃～50℃；

• 价格低廉；无记忆效应。 我国铅酸电池产量占
• 价格低廉；无记忆效应。 我国铅酸电池产量占

世界的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铅酸电池

我国铅酸电池产量占我国铅酸电池产量占
世界的1/3



• 铅酸电池储能系统在发电厂、变电站充当备⽤电源已使⽤多年，在维
持电力系统安全、稳定和可靠运行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 世界各地已建⽴了许多基于铅酸电池的储能系统。

铅酸电池系统 额定功率/容量 功能

铅酸电池

铅酸电池系统
名称和位置

额定功率/容量
(MW/MWh) 功能

BEWAG, Berlin (德国) 8.5/8.5 热备⽤、频率控制
Crescent, North 

Carolina 0.5/0.5 峰值调节

Chino, California(美国) 10/40 热备⽤、平衡负荷
PREPA,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20/14 热备⽤、频率控制

Vernon, California(美国) 3/4.5 提高电能质量Vernon, California(美国) 3/4.5 提高电能质量

Metlakatla, Alaska(美国) 1/1.4 提高孤⽴电⽹
稳定性

ESCAR, Madrid(西班牙) 1/4 平衡负荷

Herne‑Sodingen(德国) 1.2/1.2 削峰、
提高电能质量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铅酸电池储能系统在发电厂、变电站充当备⽤电源已使⽤多年，在维
持电力系统安全、稳定和可靠运行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世界各地已建⽴了许多基于铅酸电池的储能系统。

安装

铅酸电池

安装
时间

热备⽤、频率控制 1986

峰值调节 1987

热备⽤、平衡负荷 1988

热备⽤、频率控制 1994

提高电能质量 1995提高电能质量 1995
提高孤⽴电⽹ 1997

平衡负荷 20世纪
90年代后期

提高电能质量
20世纪

90年代后期



• 铅炭电池相比铅酸电池：
• 充电快，提高8倍充电速度；
• 放电功率提高了3倍；
• 循环寿命提高到6倍，循环

充电次数达2000次；

铅碳电池

充电次数达2000次；

EastPenn
regulation for PJM; 
1MW/1-
management during peak 
periodsperiods

Commissioning June 15, 
2012   Integrator: 
Over 700,000 kWh of 
regulation delivered to PJM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铅碳电池

EastPenn: 3MW frequency 
regulation for PJM; 

-4hrs load 
management during peak 
periodsperiods

Commissioning June 15, 
Integrator: Ecoult

Over 700,000 kWh of 
regulation delivered to PJM



• 液流电池——正负极活性物质
均为液态流体。最早由美国航
空航天局（NASA）资助设计，
1974年申请了专利。

液流电池

1974年申请了专利。

 主流是全钒电池；多硫
化钠/溴电池刚刚兴起。

 全钒液流电池效率较低，
75%左右。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液流电池

主流是全钒电池；多硫
溴电池刚刚兴起。

全钒液流电池效率较低，
左右。



液流电池

具有功率和储能容量可独⽴设计（储能介质存储在电池外部）、
效率高、寿命⻓、可深度放电、环境友好等优点，是适合规模化
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液流电池

具有功率和储能容量可独⽴设计（储能介质存储在电池外部）、
效率高、寿命⻓、可深度放电、环境友好等优点，是适合规模化



• 日本住友
• 曾世界领先，一度放弃，现又重新推广

全钒液流电池主要厂商

• 曾世界领先，一度放弃，现又重新推广

• 中国普能

• 中国⼤连融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曾世界领先，一度放弃，现又重新推广

全钒液流电池主要厂商

曾世界领先，一度放弃，现又重新推广



全钒液流电池

⼤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项目，建设规模为
200MW/800MWh，一期建设100兆瓦/400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全钒液流电池

⼤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项目，建设规模为
/400兆瓦时。



钠硫电池是美国福特（Ford）公司于1967年⾸先发明。
——以金属钠为负极、硫为正极、陶瓷管为电解质隔膜的二次
电池。
在一定的工作度下，钠离⼦透过电解质隔膜与硫之间发⽣的可

钠硫电池

在一定的工作度下，钠离⼦透过电解质隔膜与硫之间发⽣的可
逆反应，形成能量的释放和储存。

钠硫电池的理论比能量高达760Wh／kg，且没有⾃放电现象。
放电效率几乎可达100％。
钠硫电池的基本单元为单体电池，⽤于储能的单体电池最⼤容

基本的电池反应是：2Na + xS= Na2Sx 

钠硫电池的基本单元为单体电池，⽤于储能的单体电池最⼤容
量达到650安时，功率120W 以上。将多个单体电池组合后形成
模块。模块的功率通常为数十kW，可直接⽤于储能。
钠硫电池在国外已是发展相对成熟的储能电池。其寿命可以达
到使⽤10～15年。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年⾸先发明。
以金属钠为负极、硫为正极、陶瓷管为电解质隔膜的二次

在一定的工作度下，钠离⼦透过电解质隔膜与硫之间发⽣的可

钠硫电池

在一定的工作度下，钠离⼦透过电解质隔膜与硫之间发⽣的可

，且没有⾃放电现象。

钠硫电池的基本单元为单体电池，⽤于储能的单体电池最⼤容

= Na2Sx 

钠硫电池的基本单元为单体电池，⽤于储能的单体电池最⼤容
以上。将多个单体电池组合后形成

，可直接⽤于储能。
钠硫电池在国外已是发展相对成熟的储能电池。其寿命可以达



• 采⽤熔融液态电极和固体电解
质，负极的活性物质是熔融金
属钠，正极活性物质是硫和多

运行温度：
300

钠硫电池

硫化钠熔盐。

10kW module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运行温度：
300‑350℃
6‑8⼩时

钠硫电池

6‑8⼩时



• 日本NGK具备年产150MW钠硫电池的能力，目前钠硫储能
系统装机容量比其他所有电池装机容量还要多。

34MW钠硫电池在风电场的应⽤ 6MW钠硫电池配电站的应⽤

钠硫电池

34MW钠硫电池在风电场的应⽤ 6MW钠硫电池配电站的应⽤

高温运行、日本垄断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钠硫电池的能力，目前钠硫储能
系统装机容量比其他所有电池装机容量还要多。

钠硫电池配电站的应⽤

钠硫电池

钠硫电池配电站的应⽤



• 上海电⽓钠硫储能
技术有限公司

• 上海电⽓⾃动化设

钠硫电池

• 上海电⽓⾃动化设
计研究所配套电池
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钠硫电池



东京电力公司1999年在⼤仁变电站设置
统，2004 年 7 ⽉又在Hitachi ⾃动化系统工厂安装了

钠硫电池

目前世界上最⼤的钠硫电池系统，容量
57.6MWh；钠硫电池系统在电力系统和负荷侧成功应
⽤100 余套，总容量超过100MW，其中近
平滑负荷。

2004年，在美国哥伦比亚空军基地安装了2004年，在美国哥伦比亚空军基地安装了
12MW/120MWh 钠硫电池系统，充当备⽤电站。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年在⼤仁变电站设置6MW×8h 系
⾃动化系统工厂安装了

钠硫电池

9.6MW/ 
；钠硫电池系统在电力系统和负荷侧成功应

，其中近2/3 ⽤于

年，在美国哥伦比亚空军基地安装了年，在美国哥伦比亚空军基地安装了
钠硫电池系统，充当备⽤电站。



•锂离⼦电池储能 • 优点
• 锂是⾃然界里最轻的金属元素，

比重仅及⽔的一半，同时它又
具有最低的电负性，电极电位

锂离⼦电池

具有最低的电负性，电极电位
是‑3.045V
极与其相匹配，可以获得较高
的电动势和高的比能量。

• 其储能密度：
• 循环寿命：

％DOD)；％DOD)；
• 转换效率：
• 响应速度：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锂是⾃然界里最轻的金属元素，
比重仅及⽔的一半，同时它又
具有最低的电负性，电极电位

锂离⼦电池

具有最低的电负性，电极电位
3.045V。所以选择适当的正

极与其相匹配，可以获得较高
的电动势和高的比能量。 。
其储能密度：100‑300Wh/L;
循环寿命：2000~5000次(80

；；
转换效率：90‑98%;
响应速度：ms级；



• 锂离⼦电池储能是目前转换效率最高的储能方式；
• 铅酸90%；液流电池75%；钠硫电池85%

• 锂离⼦电池已经形成规模的产业链

锂离⼦电池

• 锂离⼦电池已经形成规模的产业链
• 锂离⼦电池性能具有巨⼤提高的空间

• 循环寿命、动态响应能力、倍率特性、成组规模均不断提高
• 新型锂离⼦电池研究技术储备较强

• 锂离⼦电池成本具有巨⼤下降空间
• 中国锂资源丰富；• 中国锂资源丰富；
• 锂离⼦电池材料和成品制造过程不高耗能，也不借助于贵重
金属

• 属于环保类产品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锂离⼦电池储能是目前转换效率最高的储能方式；

锂离⼦电池

循环寿命、动态响应能力、倍率特性、成组规模均不断提高

锂离⼦电池材料和成品制造过程不高耗能，也不借助于贵重



• 锂离⼦电池的类型
• 钴酸锂、锰酸锂、三元、磷酸铁锂、钛酸锂

锂离⼦电池

• 能量密度
• 钴酸锂>三元>锰酸锂>磷酸铁锂>钛酸锂

• 安全性
• 钴酸锂<三元<锰酸锂<磷酸铁锂<钛酸锂

• 循环性能
• 钴酸锂<锰酸锂<三元<磷酸铁锂<钛酸锂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钴酸锂、锰酸锂、三元、磷酸铁锂、钛酸锂

锂离⼦电池

钛酸锂

钛酸锂

钛酸锂



 钴酸锂，镍钴锰，锰酸锂，磷
酸钒锂
磷酸铁锂

锂离⼦电池

 磷酸铁锂
 钛酸锂

AES, Laurel Mountain, WV – A123 32 MW storage, 
wind farm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锂离⼦电池

, integrated with 98MW 



18650 Performance Scaled LTO Performance

锂离⼦电池

18650 Performance Scaled LTO Performance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Scaled LTO Performance

锂离⼦电池

Scaled LTO Performance



ALTI‑ESS:实地测试装置
锂离⼦电池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实地测试装置
锂离⼦电池



ALTI‑ESS功率模组 :实地测试装置
锂离⼦电池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实地测试装置
锂离⼦电池



项 目 功率容量 应⽤
中国南方电⽹深圳宝清储能

站 4MW  配⽹侧削峰填⾕

国家电⽹张北风光储 16MW 新能源接入
中广核曲⿇莱 7.203MW 光伏离⽹发电

锂离⼦电池

中广核曲⿇莱 7.203MW 光伏离⽹发电
北京⽯景山热电厂 2MW  调频服务
国电⻰源西藏阿里 1.6MW×3.4 光伏并⽹发电

南麓岛离⽹型风光柴储综合
系统 4MW 离⽹型微⽹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应⽤ 投运日期

配⽹侧削峰填⾕ 2008

新能源接入 2008
光伏离⽹发电 2013

锂离⼦电池

光伏离⽹发电 2013
调频服务 2013 

光伏并⽹发电 2013

离⽹型微⽹ 2013



电池类型 铅酸电池 铅碳电池 锂电池 液流电池
能量密度
(Wh/kg)

30‑50 30‑50 75‑200 10‑30

各种储能电池对比

持续放电
时间

10s‑8h 10s‑8h 1s‑8h 1s‑10h

储能期限 分钟‑天 分钟‑天 分钟‑天 ⼩时‑⽉

成本
(元/kW·h)

1000
‑1200

1200
‑1500

1500‑5000
1200‑
2500

寿命(年) 3‑8 3‑8 10‑15 15
系统效率(%) 75‑90 85‑90 80‑90 60
⾃放电率(%/⾃放电率(%/

⽉)
2‑5 较铅酸⼤ 1‑2 0

循环寿命 500‑1000 2000‑4000 1000‑8000 >13000
技术成熟度 成熟 成熟 成熟 成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钠流电池 镍氢电池

100‑150 80‑90

各种储能电池对比

1s‑8h 1s‑8h

分钟‑天 分钟‑天

7500‑
14000

7000‑
15000

12‑20 12‑20
>86 45‑55

0 25‑35

1500‑2500 2500
成熟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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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电池安全性

Model S
18650电池串并联方案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锂离⼦电池安全性

Model S采⽤约8000节松下
电池串并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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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数量/节 系统故障率/%
250 0.087
500 0.173

电池管理系统

1000 0.346
2000 0.691
5000 1.72
10000 3.41
20000 6.70
50000 15.93
100000 29.32

电池⽣产满⾜六西格玛(6σ)质量管理规范的情况下，不合格率为
百万分之3.47。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质量管理规范的情况下，不合格率为



• 监测与保护（安全边界）

• 均衡，减弱或消除不一致性对电池的

电池管理系统

• 均衡，减弱或消除不一致性对电池的
影响（安全区域内）

• 热管理

• 提供对外应⽤的接口

有些不一致性的影响通过BMS无法消除
过工艺和方案设计避免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无法消除，只能通



 单片电压采集精

信号采集 热管理 状态估计

电池管理系统

 单片电压采集精
度

 电流采样精度

 采样频率与同步

电池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状态估计

电池管理系统



• 容量不一致

• 内阻不一致电

电池管理系统

• 内阻不一致

• ⾃放电率不一致

• 老化曲线不一致

• 温度不一致

电
池
的
不
一
致
性

温度不一致

• 平台电压不一致

• 倍率特性不一致

性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容量不一致

电池不一致性的影响

电池管理系统

•容量不一致
• 串联——整体容量由最⼩的决定
• 短板效应——过冲和过放

•内阻不一致
• 串联——电流一致，发热不同，温度不同
• ——电流一致，实际的截⽌电压不同• ——电流一致，实际的截⽌电压不同
• ——内阻不一致对SOC的估算产⽣影响
• 并联——端电压相同，电流分配不同，电流倍率不
同，放电深度不同，影响SOH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流一致，发热不同，温度不同
电流一致，实际的截⽌电压不同电流一致，实际的截⽌电压不同

的估算产⽣影响
端电压相同，电流分配不同，电流倍率不



• ⾃放电率不一致

电池不一致性的影响

电池管理系统

• ⾃放电率不一致
• 不同电池⾃放电率差异经较⻓时间累积，将对电池的
SOC、静态开路电压产⽣显著影响，同时造成对外可放
电能量的差异。

• 老化曲线不一致
• 老化曲线不一致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可表现在内阻、
容量和⾃放电率等多个方面，其作⽤通过一段时间的累容量和⾃放电率等多个方面，其作⽤通过一段时间的累
积，反映在内阻、容量及⾃放电率差异上。

• 温度不一致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不同电池⾃放电率差异经较⻓时间累积，将对电池的
、静态开路电压产⽣显著影响，同时造成对外可放

老化曲线不一致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可表现在内阻、
容量和⾃放电率等多个方面，其作⽤通过一段时间的累容量和⾃放电率等多个方面，其作⽤通过一段时间的累
积，反映在内阻、容量及⾃放电率差异上。



•平台电压不一致

电池不一致性的影响

电池管理系统

•平台电压不一致
• 串联——实际充放电截⽌电压不一致
• 并联——产⽣环流，能量消耗，且造成实际
差异

•倍率特性不一致
• 倍率特性不一致体现相同倍率的电流对电池老化和• 倍率特性不一致体现相同倍率的电流对电池老化和
寿命的影响不同上。类似于老化曲线不一致的影响，
倍率特性不一致的影响也是综合的、多方面的。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实际充放电截⽌电压不一致
产⽣环流，能量消耗，且造成实际SOC的

倍率特性不一致体现相同倍率的电流对电池老化和倍率特性不一致体现相同倍率的电流对电池老化和
寿命的影响不同上。类似于老化曲线不一致的影响，
倍率特性不一致的影响也是综合的、多方面的。



制造工

电池的不一致性的影响因素

电池管理系统

筛选工艺

制造工
艺 电芯设计

电池管理系统

组合技术
结构设计

组合技术
结构设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池的不一致性的影响因素

电池管理系统

电芯设计

电池管理系统



内阻

电池管理系统

筛选原则
⾃放电

容量

电池的组合筛选

筛选原则动态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筛选原则

电池的组合筛选

筛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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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电池寿命对⽋压和过压反应非常敏感

BMS必须保持电池组在合理的工作范围内，从而延⻓寿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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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1C
1.3C
1.5C

电池管理系统

不同充电倍率

200 300 400 500 600

 

Cycle number/n

1.5C

倍率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监测和限制电流



项目 基本机理 表现形式

过充电
（1）电池电压超高导致电解
液氧化;（2）正极锂离⼦⼤量
拖出导致电池内部结构损坏

过充电单只电池
电压高

基于电池组端电压的控制
模式失效，需要严格控制
单只电池电压过高

电池管理系统

拖出导致电池内部结构损坏 单只电池电压过高

过放电
（1）电压超低，负极铜基板
溶解，嵌入电池正极，导致内
部短路

过放电单只电池
电压低

基于电池组端电压的控制
模式失效，需要严格控制
单只电池电压过低

高温充
放电

（1）电池内部电解液分解，
产⽣⼤量热，并析出氧⽓ 电池温度超高 电池温度场管理和极限温

度控制

低温

（1）充电时电池负极嵌入锂
离⼦能力下降，致使锂以原⼦ 电池温度低充电 电池低温 离⼦能力下降，致使锂以原⼦
态沉积在电池负极表面，导致
内短路

电池温度低充电 电池
10

电安全
为了达到一定的电压等级，电
池⼤量串联，对操作人员的人
⾝安全构成威胁

电池与地或机壳
之间出现绝缘下
降

检测动力电池与地或机壳
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达标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解决方案
基于电池组端电压的控制
模式失效，需要严格控制
单只电池电压过高

电池管理系统

单只电池电压过高
基于电池组端电压的控制
模式失效，需要严格控制
单只电池电压过低

电池温度场管理和极限温
度控制

电池0度以下严禁充电，0‑电池0度以下严禁充电，0‑
10度降电流充电

检测动力电池与地或机壳
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达标



• BMS监控每一只电芯状态，并对严重情况作出处理；
• 电压监控能够避免过充电或过放电；
• 电流监控能够避免过流和短路；

温度监控能够防⽌损伤电池和延⻓电池组寿命；

电池管理系统

• 温度监控能够防⽌损伤电池和延⻓电池组寿命；

• 处理措施：
• 减少负载输出(例如：降速) 或断开电池组的负载输出
• 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组连接
• 启动制冷系统（例如：启动风扇）

BMS的保护功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监控每一只电芯状态，并对严重情况作出处理；

温度监控能够防⽌损伤电池和延⻓电池组寿命；

电池管理系统

温度监控能够防⽌损伤电池和延⻓电池组寿命；

或断开电池组的负载输出



最高境界

均衡控制方式的最理想情况

电池管理系统

简单
筛选
乃⾄
不筛

最高境界

不筛
选

技术vs成本
？？？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最高境界

均衡控制方式的最理想情况

电池管理系统

最高境界

保护住
最低容
量的单
体性能
不快速
体性能
不快速
衰减

成本



电池管理系统

锂电池组内电芯和状态性能随时间累积而性能会发散
BMS为各个电芯提供均衡功能，从而提高电池组可⽤容量。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锂电池组内电芯和状态性能随时间累积而性能会发散
为各个电芯提供均衡功能，从而提高电池组可⽤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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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均衡

• 均衡电路不与主电路同时工作。

电池管理系统

• 均衡电路不与主电路同时工作。

• 由均衡电路将电池调整到均衡状态，以使得下次运
行时最⼤容量（性能）得以发挥。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由均衡电路将电池调整到均衡状态，以使得下次运



• 在线动态单向均衡（单向）
• 单向均衡时，能量只能单向流动，从单体电池流出，
或者流入电池单体。从单体电池流出能量成为

电池管理系统

或者流入电池单体。从单体电池流出能量成为
型均衡，向单体电池流入能量称为充电型均衡

• 为最⼤化容量利⽤率，对于充电型均衡
• 主电路放电时应使得可能先放完电的电池通过均衡主电路放电时应使得可能先放完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电路充电，直到所有电池同时放完；
• 主电路充电时应使得可能后充满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电路充电，直到所有电池同时充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单向均衡时，能量只能单向流动，从单体电池流出，
或者流入电池单体。从单体电池流出能量成为放电

电池管理系统

或者流入电池单体。从单体电池流出能量成为放电
充电型均衡。

充电型均衡
主电路放电时应使得可能先放完电的电池通过均衡主电路放电时应使得可能先放完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
主电路充电时应使得可能后充满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电路充电，直到所有电池同时充满。



• 放电型均衡与充电型不同

电池管理系统

• 为最⼤化容量利⽤率，对于放电型均衡
• 主电路充电时应使得可能先充满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电路放电，直到所有电池同时充满；
• 放电时均衡电路不工作。

• 在线动态双向均衡（双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对于放电型均衡
主电路充电时应使得可能先充满电的电池通过均衡

；



• 电池单体容量不一致性对容量利⽤率的影响
• 为了保证电池的寿命，一旦有电池到达截⽌电压，
电必须停⽌，因此降低了电池组容量利⽤率。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池单体容量不一致性对容量利⽤率的影响
为了保证电池的寿命，一旦有电池到达截⽌电压，整组电池充放

了电池组容量利⽤率。

电池的均衡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电池的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 容量的偏差引起的均衡需求
• 本⾝不一致

电池的均衡

• 本⾝不一致
• 老化速率不一致
• 温度不一致

• SOC的偏差引起的均衡需求
• 初始值不一致
• 温度不一致• 温度不一致
• ⾃放电不一致
• 内阻不一致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的均衡



•实际应⽤中常见的均衡场景：
•运行前初始均衡

电池的均衡

•运行前初始均衡

•运行中容量差异均衡

运行中维护型均衡•运行中维护型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均衡场景：

电池的均衡



• 运行中维护性均衡
• 在初始偏差均衡完成后，系统在运行过程中，由于单体电池之间⾃

放电率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多次充放电之后，单体电池
现微⼩的差异，定期对电池组进行维护性均衡可消除电池之间

电池的均衡

现微⼩的差异，定期对电池组进行维护性均衡可消除电池之间
差异的累积。

• 维护性均衡本质与初始偏差均衡相同。

• 储能电池⾃放电率通常较⼩，且与SOC有关。如锂电池⾃放电率一
般为每⽉2%~5%。⾃放电率不同引起的SOC偏差就更⼩，故维护般为每⽉2%~5%。⾃放电率不同引起的SOC偏差就更⼩，故维护
性均衡所需的均衡电流也很⼩。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在初始偏差均衡完成后，系统在运行过程中，由于单体电池之间⾃
放电率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多次充放电之后，单体电池SOC又会出
现微⼩的差异，定期对电池组进行维护性均衡可消除电池之间SOC

电池的均衡

现微⼩的差异，定期对电池组进行维护性均衡可消除电池之间SOC

有关。如锂电池⾃放电率一
偏差就更⼩，故维护偏差就更⼩，故维护



电池管理系统

电阻放电式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容能量转移式均衡（开关电容法）

电池管理系统

•

••

•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均衡效率与两个
电池间压差有关，
压差小，效率高。
均衡速度反之。

电池压差大电池压差大
（ SOC 差大）

的时候均衡速度
快，随着 SOC 

差的减少，均衡
速度逐渐减慢。

均衡效率与电容
容值大小无关。容值大小无关。



电池管理系统

单体向总体
反馈式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单体向总体
反馈式均衡



电池管理系统

单体‑总体双向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管理系统

单体间双向均衡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变压器均衡



电池管理系统

电荷逐级传递
能量效率低

可靠性差可靠性差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荷逐级传递
能量效率低

可靠性差可靠性差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SOC估算——均衡和能
量管理的基础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SOC估算的难点

• 影响因素多

电池管理系统

• 影响因素多
• 充放电倍率、温度、温度分布、容量偏差、内阻偏
差、⾃放电率、均流（并联时）

• 电流测量误差

• 电池动态性能（极化电压）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充放电倍率、温度、温度分布、容量偏差、内阻偏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18650 Performance Scaled LTO Performance

电池管理系统

18650 Performance Scaled LTO Performance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Scaled LTO Performance

电池管理系统

Scaled LTO Performance



• 电池状态管理
• 荷电状态：SOC（State of Charge）

电池管理系统

• 健康状态：SOH（State of Health）

• 功能状态：SOF（State of Function）
• 可接受的充电电流、可接受的放电电流

• 能量状态：SOE

• 安全状态：SOS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



电池的热管理
电池管理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的热管理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管理系统



电池热管理实例

电池管理系统

冷却方式
冷却介质

冷却原理
部分圆周面冷却

特点
结构紧凑性

成本
散热性能

GM VOLT的并行流道，Tesla的串行流道

散热性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Tesla GM

电池管理系统

Tesla GM
液冷 液冷

乙二醇溶液 乙二醇溶液
每个圆柱电芯

部分圆周面冷却
每个软包电
⼤面冷却

串行流道 并行流道
好 好
低 低
好 略胜一筹

的串行流道

好 略胜一筹



4.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能量转换系统



• 串联
• 不一致造成的短板效应突出，BMS压力⼤

电池组合应⽤

能量转换系统

• 不一致造成的短板效应突出，BMS压力⼤
• ⾃放电增加
• 不可控组合

• 并联（好？坏？）
• 均流问题
• 无法监测到物理单体• 无法监测到物理单体
• 不可控组合

• 变流器
• 可控组合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压力⼤

能量转换系统

压力⼤



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

能量转换系统

开开
关
频
率
低
，
波
形

加利福利亚加利福利亚ChinoChino电池储能站电⽓原理图电池储能站电⽓原理图

形
差

成本高，性能差，技术过时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
利
⽤
变
压

能量转换系统

压
器
多
重
化
改
善
输输
出
波
形

电池储能站电⽓原理图电池储能站电⽓原理图



能量转换系统

10MW储能系统的3.3MW
的功率单元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3.3MW



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7MW 
15Min或者
40MW 7Min，

能量转换系统

镍镉电池，
3440‑
5200VDC，
电流
12000A，
IGCT，⽔冷。

交流侧三个交流侧三个
三相变压器
并联，变压
器额定容量
14.9MVA。



两电平,需LCL

DC/AC

能量转换系统

DC/ACDC/DC +

DC/AC

+

DAB‑Dual Active Bridge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CL滤波

能量转换系统

出口电压
380V

最⼤容量
500kW‑
1MW

两级效率损失

Dual Active Bridge



能量转换系统

单级串联PCS单级串联PCS 两级串联两级串联

单级并联PCS单级并联PCS 两级并联PCS两级并联PCS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两级串联PCS两级串联PCS

PCSPCS



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
三电平三电平PCSPCS

能量转换系统

波形较两电平有改善，
容量有提高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

能量转换系统

波形较两电平有改善，
容量有提高



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相内SOC均衡
 通过调节相内各个链节的交流侧电压，实现相内簇间

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通过调节相内各个链节的交流侧电压，实现相内簇间SOC均衡控制；

能量转换系统



 零序电压注入

变三相功率分配

 通过零序电压注入，实现相间SOC均衡控制；
相间SOC均衡

偏差

o o'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零序电压注入->中性点偏移->改

变三相功率分配->调整各相SOC

均衡控制；



能量转换系统

基于H桥级联的模块化储能PCS无公共直流母线，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只能⽤于交流电⽹。



具有交流接口的能量转换系统

能量转换系统

三相dq变换+前馈，实现有功无功解耦控制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四象限运行

前馈，实现有功无功解耦控制



能量转换系统

日本500kW/1.5kV CHB结构PCS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能量转换系统

宝清电池储能站CHB‑BESS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拓扑结构
并⽹电压

等级
容量范围

输出THD
（滤波前）

输出滤波
器 成熟度

两电平储能
380V

数kW‑
高 LCL 非常成熟

能量转换系统

两电平储能
PCS

380V
数kW‑
1MW

高 LCL 非常成熟

三电平储能
PCS

380V‑
1140V

数百kW‑数
MW

中 LC或LCL 比较

级联H桥多电
平储能PCS

380V‑35kV
数MW‑数
十MW

低 L或LC 比较成熟

MMC多电平
380V‑35kV

数MW‑数
低 L 尚不成熟

MMC多电平
储能PCS

380V‑35kV
数MW‑数
十MW

低 L 尚不成熟

GTO变压器多
重化储能PCS

数kV
数MW‑数
十MW

高 LC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技术
成熟度

效率
单位功
率成本

非常成熟 96‑97% 低

能量转换系统

非常成熟 96‑97% 低

比较成熟 97‑98%
低（中

容量时）

比较成熟 98‑99%
低（⼤

容量时）

尚不成熟 98‑99% ‑‑‑尚不成熟 98‑99% ‑‑‑

成熟 ‑‑‑ ‑‑‑



两电平储能PCS 级联
单机容量 500kW，最⼤1MW
并⽹电压 380V

能量转换系统

并⽹电压 380V
输出滤波结

构
通常LCL，三阶 L

100MW所需
台数

200

并联稳定性
输出阶数高，且数量多，

易于通过并⽹变压器和线路
输出阶数低，且数量少，相

对不易形成振荡
并联稳定性 易于通过并⽹变压器和线路

等公共阻抗形成振荡
对不易形成振荡

适⽤场合
强电⽹构架中适⽤。在弱

电⽹和离⽹应⽤中不易稳定。
强电⽹构架中适⽤。在弱电

⽹和离⽹应⽤中较容易稳定。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级联H桥PCS
可5‑20MW
10‑35kV

能量转换系统

10‑35kV

L滤波，一阶

5‑20

输出阶数低，且数量少，相
对不易形成振荡对不易形成振荡

强电⽹构架中适⽤。在弱电
⽹和离⽹应⽤中较容易稳定。



能量转换系统

具有交直流接口的
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具有交直流接口的MMC
能量转换系统



具有交直流接口的MMC
能量转换系统

序号
组合

(pdc、pb、
pac)

1 (1,‑1,1)

2 (1,‑1,‑1)

能量转换系统

2 (1,‑1,‑1)

3 (1,‑1,0)

4 (‑1,‑1,1)

5 (0,‑1,1)

6 (1,1,‑1)

7 (‑1,1,‑1)

12种运行工况

7 (‑1,1,‑1)

8 (‑1,1,1)

9 (0,1,‑1)
10 (‑1,1,0)
11 (1,0,‑1)
12 (‑1,0,1)

根据直流系统、交流系统、电池系
统三者的功率流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池状态 功率流向

充电 pdc +| pac |  pb

充电 pdc | pac |+| pb |

能量转换系统

充电 pdc | pac |+| pb |

充电 pdc | pb |

充电 pac | pdc | + | pb |

充电 | pac | | pb |

放电 pdc + pb | pac |

放电 pb | pac | + | pdc |放电 pb | pac | + | pdc |

放电 pac + pb | pdc |

放电 pb | pac |

放电 pb | pdc |

平衡 pdc | pac |

平衡 pac | pdc |



能量转换系统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能量转换系统

可实现最⼤功率跟踪可实现最⼤功率跟踪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能量转换系统



5.电池储能的应⽤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池储能的应⽤



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储能改变了电力行业中电能只能传输，无法存储的历史。

• 储能在微⽹、纳⽹中的应⽤
• 储能作为应急电源
• 电动汽车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储能改变了电力行业中电能只能传输，无法存储的历史。

储能在微⽹、纳⽹中的应⽤



• 扩容难，功率平衡
• ——电⽹综合负载率偏低，负荷峰⾕差扩⼤，调峰难度
增⼤，电⽹扩容解决上述问题成本高、

电池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增⼤，电⽹扩容解决上述问题成本高、
• 电⽹调峰、系统备⽤容量

• ⼤规模可再⽣能源接入难
• ——（风能、太阳能）波动性⼤、随机性
能源接入电⽹的能力。随着穿透比例的提高，新能源并
⽹威胁到电⽹安全稳定运行。⽹威胁到电⽹安全稳定运行。

• 平滑功率、改善发电质量、提高系统稳定性

• 电⽹稳定与调频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综合负载率偏低，负荷峰⾕差扩⼤，调峰难度
、难度⼤。

电池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难度⼤。

、随机性强，影响了新
能源接入电⽹的能力。随着穿透比例的提高，新能源并

平滑功率、改善发电质量、提高系统稳定性



电池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池储能技术在电⽹中的应⽤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配合风电接入

⼤连融科/鞍山荣信 5MW2h 钒电池 ⻰源电力法库
（2013年）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配合风电接入

⻰源电力法库50MW并⽹风电储能



2017年9⽉
⼤利亚电力公司
订100MW/

锂电池储能配合风电接入和电⽹稳定
特斯拉100MW电池储能系统

订100MW/
系统并⽹协议

功能定位：配合风电接入
定电⽹。功率配比约

交流电压 三相，380V/480V
容量 50kW/210kWh容量 50kW/210kWh

通信方式 Modbus TCP/IP；
可扩展变流器 50kVA~625kVA

SOC范围 0~100%
循环效率 89%
工作温度 ‑30 °C to 50°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9日，特斯拉与澳
⼤利亚电力公司Electranet签

129MWh电池储能

锂电池储能配合风电接入和电⽹稳定
电池储能系统

129MWh电池储能
系统并⽹协议。

功能定位：配合风电接入，稳
功率配比约1/3强。

380V/480V
50kW/210kWh50kW/210kWh

；DNP3
50kVA~625kVA

°C



储能调频应⽤
储能应⽤价值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储能应⽤价值



• 1）⼩于1min的秒级别负荷波动由一次调频来消除，可以充分利⽤
一次调频反应迅速的优点。

储能应⽤价值

• 2）1～3min的负荷波动由⽔电机组承担（称之为短周期调频）；⽔
电机组的响应延时一般在10～20s之间，适合承担这种周期的调频责
任。

• 3）更⻓周期负荷波动由⽔电机组和⽕电机组共同承担（⻓周期调
频），原因是⽕电机的响应时滞⻓，基本不适合参与更短周期的调
频。频。

• 2012年，PJM电力市场研究结果显示，储能等快速调频电源能够显
著减少全系统的调频备⽤容量，在夏季高峰期，当储能占调频容量
的15%时，整体调频容量将降低⾄原来的57%。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的秒级别负荷波动由一次调频来消除，可以充分利⽤

储能应⽤价值

的负荷波动由⽔电机组承担（称之为短周期调频）；⽔
之间，适合承担这种周期的调频责

）更⻓周期负荷波动由⽔电机组和⽕电机组共同承担（⻓周期调
频），原因是⽕电机的响应时滞⻓，基本不适合参与更短周期的调

电力市场研究结果显示，储能等快速调频电源能够显
著减少全系统的调频备⽤容量，在夏季高峰期，当储能占调频容量



• 微⽹对于电能存储的要求来源于4个方面：
• 1）保证供电品质, 如电压补偿；

电池储能技术在微⽹中的应⽤

• 1）保证供电品质, 如电压补偿；
• 2）保障供电可靠性, 如不间断电源；
• 3）提高新能源发电并⽹性能,如平抑风力发电等新能源
发电输出功率的间歇性、波动性；

• 4）提高电能利⽤效率的优化能量管理。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个方面：

电池储能技术在微⽹中的应⽤

如平抑风力发电等新能源

）提高电能利⽤效率的优化能量管理。



⽤⼾侧电池储能项目

1.5MW1h/3MW1.5s 钒电池 日本LCD工厂⾕电峰⽤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侧电池储能项目

工厂⾕电峰⽤/UPS



削峰填⾕
数据中心 24⼩时工厂

⽤⼾侧电池储能项目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时工厂

⽤⼾侧电池储能项目



• 不同的场景对储能的技术性能要求也不同：
• 保证供电品质所要求的储能要能快速响应

不同场景对储能技术特点的要求

• 保证供电品质所要求的储能要能快速响应
化；

• 不间断电源的储能要能满⾜负荷对电能容量

• 提高新能源发电并⽹性能的储能则既要有
也要有一定的储能容量以满⾜负荷调节的需要；也要有一定的储能容量以满⾜负荷调节的需要；

• 作为能量优化管理的储能则重点在储能容量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不同的场景对储能的技术性能要求也不同：
快速响应系统的动态变

不同场景对储能技术特点的要求

快速响应系统的动态变

电能容量的要求；

并⽹性能的储能则既要有快速响应部分, 
以满⾜负荷调节的需要；以满⾜负荷调节的需要；

储能容量。



V2G与电池储能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与电池储能



• 电动汽车充电的负荷冲击
• ——电动汽车在快速充电过程中功率瞬间突变很⼤，⼤
量的充电站直接接入电⽹将会对电⽹造成随机性的负荷

V2G与电池储能

量的充电站直接接入电⽹将会对电⽹造成随机性的负荷
冲击，影响电⽹电能质量，甚⾄其安全稳定。

• 调节电⽹中的过负荷冲击

三站合一

利⽤变电站资源建设运营充换电（储能）站和数据中心站的新模式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动汽车在快速充电过程中功率瞬间突变很⼤，⼤
量的充电站直接接入电⽹将会对电⽹造成随机性的负荷

与电池储能

量的充电站直接接入电⽹将会对电⽹造成随机性的负荷
冲击，影响电⽹电能质量，甚⾄其安全稳定。

站和数据中心站的新模式



谢 谢！谢 谢！

电⼦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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