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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团队成员20人，是 “储能电池寿命与安全性评估技术”国家电网公司科技攻关团队；

Ø 依托新能源与储能运行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全国电力储能标委会，对接IEC/TC120参与电池安全国际

标准编制；

Ø 牵头承担电池安全领域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10项，掌握电池安全机理、

电池燃烧与火灾蔓延特性、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安全防护技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6项。

一、公司与品牌——中国电科院电池安全技术研发团队



汇报内容

二

一

行业分析

公司与品牌

三 技术及产品介绍

四 推广应用



二、行业分析

       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二，在各类电化学储能技术中，锂离子
电池的累计装机占比最大，截止2019年6月，占比超过90%。



二、行业分析

Ø 以锂离子电池为主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各个环节，2018年我国仅电网侧储能

装机规模接近40万千瓦。

Ø 我国电动汽车进入快速发展期，2016年销售50.7万辆，2017年电动汽车销售77.7万辆，2018年达

到125.6万辆，与之匹配的动力电池装机量也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装机28.2GWh，2017年装机

36.2GWh， 2018年装机56.9GWh 。

Ø 2017年至今，韩国发生25起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事故，我国公开报道3起，严重威胁电网和人身安

全。 

Ø 车载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2016年至今，国内发生的

电动汽车起火事故近100起，仅2018年就发生近40起。



二、行业分析

       2017 年3 月7 日，山西某火力发电厂储能系统辅助机组AGC 调频项目发生火灾，此次火灾共烧
毁锂离子电池储能单元一个、储能锂电池包416 个、电池管理系统包26 个以及其他相关设施若干。



二、行业分析

      2017年12月22日，山西某电厂9MW调频项目2号储能集装箱柜发生火灾，并伴有爆炸次生灾害。
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已向全省发出通报（晋公消办【2017】382号）。



二、行业分析

        2018年8月3日，江

苏扬中某用户侧磷酸铁锂

储能电站发生火灾，一个

储能集装箱整体烧毁。



二、行业分析

May 2nd

Gochang 
Test center (Li) 

June
15th

July
28

2017

Yeongam 
Wind power plant (Li)

Gunsan 
PV power plant (Li)

Haenam
PV power plant(Li)

Geochang 
Wind power plant (Li)

July
21st

Gyeongsan
F/R Substation (Li) 

Aug. 2nd July
12nd

Sejong Asia Paper Mfg Co., 
Ltd. (Li)

June 
2nd

2018

截止2019年9月，韩国共计有25座电池储能电站着火！



二、行业分析

        2019年9月24日上午11点29分左右，

韩国江原平昌郡美炭面平安里（音译）风

力发电站的储能系统发生未知原因的火灾，

时隔2小时30分钟后熄灭。容量为

40MW/21MWh的储能系统位于 414.3

㎡的室内，2700个锂离子电池及一个

PCS被烧毁。



2016年至今，国内发生的电动汽车起火事故近100起，仅2018年就发生近40起。

二、行业分析

帝豪EV450汽车充电起火 力帆电动车燃烧

比亚迪电动车碰撞燃烧 电动公交车充电燃烧 特斯拉汽车碰撞着火



电池安全风险来源

二、行业分析



       当前的锂离子电池采用可燃有机物作为电解液，在高能的运行环境中易发生内
短路造成热失控，存在自析氧反应自成燃烧体系，常规安全消防措施无法有效应对，
必须根据锂离子电池燃烧特性针对性设计开发安全消防措施。

二、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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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及产品介绍——技术需求

具备良好吸热特性和绝缘性能的电池火灾专用灭
火介质

与电池火灾特性匹配的灭火技术

良好的灭火效果，快速灭火

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环境友好

长时间（24h）抑制复燃

减少对其它未起火电池和电气设备的损害

电池火灾专用灭火技术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技术简介

通过电池燃烧试验掌握电池燃烧特性



Ø采用自主研制的锂离子电池专用气液复合灭火剂，既能10s内快速扑灭明

火，又具有优异的高温吸热性能，实现24h无复燃；

Ø采用高灵敏度探测技术，对电池火灾进行全过程检测和及时辨识，开发了

早期诊断、 预警、报警和启动灭火的分级防控体系和综合防控技术；

Ø根据不同类型电池采取不同的灭火策略；

Ø采用模块化设计技术，适合多种类型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应用；

Ø灭火剂原材料来源广泛，成本低；

Ø灭火过程中对其它未着火电池和环境影响小。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技术优势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锂离子电池自动灭火装置

        锂离子电池自动灭火装置是一套针对锂离子电池火灾防控的智能装置。具备电

池热失控早期预警、自动灭火功能，能够实现电池组火灾迅速感知、智能判断、初

期火灾快速抑制，长时间不复燃。      
        



共包含3部分

Ø 消防系统控制箱：包含箱体、灭

火剂瓶、分流体、控制元件、执

行元件等。

Ø 消防系统连接管线：气液管路、

通讯线束、电源线束等。

Ø 信息采集系统：电池管理单元、

烟感、火感、数据采集模块等。

序
号 型号 名称 安装位置 主要功能

1 SSRE-1601 探测器 电池箱内 探测电池箱/高压舱热失控数据、控
制灭火装置启动

2 SSRE-1605 报警显示器 中心控制台
与探测器的通讯，显示电池箱状态，
显示预警、故障信息并按需报警；
连接手动开关检测启动按键。

3 SSRE-DAQ 数据集中器 高压电气舱 数据汇总，判别与上报

4 SSRE-1609 手动启动开关 中心控制台 手动启动灭火装置

5 SSRE-10L-
2x5L2MPA 灭火装置 电池箱内 气液复合型灭火装置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锂离子电池自动灭火装置产品组成



5s内扑灭明火，未发生复燃

电池组
灭火装置

灭火试验10kWh电池组和灭火装置

1. 1C过充其中一个5P电池模块；

2. 至少其中3个电池起火后，启动灭火；

3. 保持24h检查是否复燃；

4. 开箱检查试验结果。

验证步骤：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灭火实验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灭火实验



l 灭火装置自动响应时间为0.5s；

l 灭火装置从接收释放信号到明火扑灭为3.5s；

l 复燃抑制剂喷射结束后24h内未出现复燃现象。

锂离子电池自动灭火装置已通过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性能检验



三、技术及产品介绍——产品类型

序号 类型 产品型号 功能描述 目标应用

1 大型 QMQ2.5/70N 气液复合灭火剂容量：
80～150L

储能电池系统
(≥2MWh)

2 中型 QMQ2.5/40N 气液复合灭火剂容量：
40～80L

储能电池系统
(500kWh～2MWh)

3 小型 QMQ2.5/10N 气液复合灭火剂容量：
10～40L

分布式储能装置、纯电动大
巴车、特种车、移动储能车、

移动充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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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应用

Ø 锂离子电池自动灭火装置已在国家电网杭州公司110kV江虹变储能电站、中船重工712

研究所军用电池系统中进行了示范应用。

预制舱储能消防系统



谢 谢！

杨凯，13681323201，yangkai@epri.sgc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