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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能商业化发展 --六要素（三大点：政策+技术+成本）

投资回报比40%或以上

(如5年左右回收 成本,系统运

行寿命10年)

国家及行业政策

技术：系统安全、产品稳定、可靠

（PCS、电池、BMS、EMS）

系统维护成本—
1~2%（无人执守、远程调度）

网络一体化管理

系统成本—5%

系统效率--88%



1.储能成本下降----电池的成本下降和性能提升

1.储能商业化发展核心

铅炭电池，储能成本主要组成部分：电池、BMS、PCS、EMS、屏柜和电缆、场地装修及施工。

✓举例：2MW/16MWh铅炭电池储能，铅炭65%，BMS7%，PCS7%，EMS3%，屏柜和电缆2.5%，场地及

装修4%，升压变开关柜等其他5%，设计费安装调试及施工5%；电池成本的下降和性能的提升-----是储能商

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以2MW/16MWh铅炭电池储能为例，目前每140万/MWh~150万/MWh；按照0.8元峰谷差，88%系统效率，880度电

*0.8元*330天/年=23.1万，140万/23.1万=6年；考虑维护及资金等成本约6.2年可回收。

考虑铅回收30%收益，约140万*65%*30%=27.3万，(140-27.3)/23.1=5年。考虑维护及资金等成本约5年可回收。

如果量进一步扩大4.5年以内完全可以回收成本。

铁锂电池，储能成本主要组成部分：电池、BMS、PCS、EMS、屏柜和电缆、场地装修及施工。

✓举例：2MW/10MWh铁锂电池储能，锂电及PACK67%，BMS9%，PCS10%，EMS2%，屏柜和电缆

2.8%，场地及装修2.8%，设计升压变等6%；电池成本的下降和指标提升---储能商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以2MW/10MWh铁锂电池储能为例，目前每140万/MWh~165万/MWh；按照0.8元峰谷差，88%系统效率，880度电

*0.8元*330天/年=23.1万，140万/23.1万=6.06年；考虑维护及资金等成本约6.5年可回本（调频算法不一样）。
铁锂残值目前回收很难（未来不明朗），目前铁锂电芯平均价格0.82元/Wh（外加0.15元Pack及0.12～0.14元主动均衡

BMS价格）,铁锂电池目前已经具备储能投资价值。

系统安全可靠 + 低成本



储能商业化发展核心---当电池及设备价格“降无可降“时如何降本
1.系统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电池的配置余量-----多配10%～20%）

系统效率包括两个方面：

2）、系统转换效率；一般84%～89.5%（含空调等集装箱内所有设备耗电）；电池转换效率

+PCS充放效率+系统内部损耗+线路损耗。

1）、系统可利用效率；根据不同的倍率特性和电池特点一般在84%～90%（含升压变）；比如，

理论设计1MWh，实际可利用0.86MWh

2.储能各部分的指标提高-----可以降低成本 > 5%以上

电池：1、需要储能专用电池：要适合储能领域能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的铁锂电池，

-----铁锂180wh/kg，0.3C～0.5C寿命6000次～8000次（确保系统达到12~15年）；

2、充放电效率有待提升：0.5C情况下，国内铁锂电池普遍在91%～96%左右 （需求>97%）。

PCS：充放电全过程效率至少97.5%以上，97.5*97.5=95%，到98.5%或以上（>97.5%）；

BMS：1、需要储能专用BMS：（1）标准化储能BMS接口和通信协议，（2）规范储能等级BMS 

的电磁兼容和安规要求。（3）规范BMS管理内容和工艺。



储能商业化发展核心--提升系安全性和统可靠性

BMS：1、需要储能专用BMS：功能简单的、对储能应用不了解、不适合储能应用的BMS太多。

-----车载保护板、通信48V的BMS、电动汽车或微车BMS等产品直接修改应用到储能

上的太多。

2、低价恶性竞争，采用低端材料的BMS太多

-----导致系统性能较差、抗干扰能力很差，数据乱跳；

3、技术指标误差大、错误大的BMS太多

-----误报警太多，如SOC不准偏差巨大、无SOH参数、电压和温度参数不准；

-----假均衡、错均衡、误均衡等现象很普遍。

4、系统不安全、关键时刻保护不执行的BMS太多

-----设计上的缺陷导致BMS自身会短路、冒烟（特别是在主动均衡、调频场合）；

-----电池信息异常不及时报警，不及时保护电池系统。

5、通信速度缓慢、死机、复杂一些的规约不支持的BMS太多

-----BMS三级数据响应慢到分钟级别；

-----Modbus、IEC104、IEC61850等规约全部支持的BMS太少。

6、系统功耗过大、BMS对电芯耗电过大的BMS很多、隐瞒系统功耗/系统如空调损耗过大。



2.如何做好具备商业化要求的储能电站

1.系统安全、性能稳定
不燃烧、无误报警、报警及保护正常。

储能可
商业化

2.系统电磁兼容性好
PCS及并机干扰小符合国标要求，BMS

抗干扰能力强，系统布局布线和工艺规

范。

3.单位Wh投资盈利成本
平衡点：小于等于1.36元/wh系统成

本，按照目前的电价政策5.7年可收回

成本。。

4.系统工期短、维护成本

低
系统内各部分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可

批量生产），性能稳定可靠，可轻松更

换。



3.1科工电子简介-----专注做中国最专业的储能BMS

杭州科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西湖科技园，园区环境优美，交通

便利。科工电子目前重点在三大领域：一 储能电站BMS（含商业化储能）、二次电池

再利用系统;二 电池评价系统平台BESP、分布式微网系统监控平台；三 储能、微网系

统集成。

公司核心团队来自国内各大型知名企业，均具有16年以上产品研发及企业

管理经验，是国内最早从事BMS研发和服务的人员之一（有近11年的BMS系

统和设备研究经验）。

对磷酸铁锂电池、铅炭电池、三元电池、钛酸锂电池、铅酸电池、水

平电池、超级电容等的应用有9~12年以上的使用及测试分析经验；特别

是在电池管理系统BMS及PACK成组技术研究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15年～2019年.10月储能系统BMS配套1.7GWh（合同签

订），在储能BMS行业全国市场占比约55%（比亚迪自投项目未知

未计入）。



企业资质
公司已有发明及实用新型等专利35项，核心刊物论文8篇，起草行业标准10项（6项

是主要起草单位），软件著作权13项；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球最佳BMS供应商、
储能行业最具投资价值企业、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南方电网最佳专利企业奖等。

产品通过多种国内外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已经获得了CE/TUV/UL认证（其中
UL认证配合南都、美能均已完成）、中国第52研究所认证、开普实验室认证。



企业资质



合作伙伴



3.2科工产品及技术介绍---系统架构介绍
1、常规MW级储能系统

采用三层架构。

2、数据采集、计算部分

与报警保护控制部分分离。

3、BMS系统内采用CAN

总线，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和速度。

4 、 BMS 系 统 对 外 采 用

RJ45以太网，布线简单、

通用。

5.Modbus/IEC61850/1

04规约都支持。



产品及技术介绍

电池管理系统管理什么???

电池的状态：包括电池的单体

电压、单体内阻、组端电压、充

放电电流、单体温度、单体

SOC、SOH、整组SOC、整组

SOH 、绝缘状态。

电池的均衡：当监测到电池系统

的电压或SOC离散性达到某个数

值时，软件根据均衡策略自动启

动均衡电路的开启或关闭（2～

5A主动或被动），主动均衡可

改善电池一致性多放电5~18%。

电池的安全：当监测到系统
的电池（含单体、组、簇）
状态参数出现异常时系统自
动报警或快速启动保护装置
保护电池系统并将数据上传
。

数据的通信：系统内电池的各

类参数，通过一定的规约，

快速的传递到系统内或系统

外的各级监控系统（电池数

据通过Gprs传递到云平台及

客户端）微信客户端。

状态管理 均衡管理

安全管理 通信管理

电池系统分析：

1单体信息分析：电压最大最小，温度最高最低，SOC最

大最小，SOH最大最小；

2电池组信息分析：已充电量、可充电量、可放电量、累

计充电电量、累计放电电量；

3异常分析：电压过高（过充）过低（过放）、温度过高

过低、电流过大、内阻过大、绝缘异常（R过低）、SOC

异常、SOH异常、单位时间温升过高、单位时间压差过

大；

4系统异常：掉线、螺丝松、短板电池、漏液电池、内部

通信断等。



产品及技术介绍

关键技术1-----SOC策略

➢2初始诊断法；初始过程中需要对各单体电池进行预估，不同状态下制定不同
的SOC诊断算法；

➢1安时积分法；通过安时积分法计算锂电池能量的累积，并在一定条件下利用
开路电压法对其进行修正；



产品及技术介绍

关键技术1-----SOC框图

3.2 管理系统的容量诊断技术

✓ SOC原理框图

开路状态下

充电状态下

安时积分法

放电状态下自适应特征修正

区域性修正

开路电压修正



产品及技术介绍 关键技术2-----SOH

锂电池试

验数据

特征参数提取方式（
开路电压、内阻、充
放电曲线、模块温度
、生产日期、总充电
容量、总放电容量

等数据的特征）

寻找关联分

析方式

输出电池的健

康状态，并将
各个特征数据

输入到专家库

合适

不合适

✓ 电池SOH诊断核心思想

BMS采集的数据主要有几种：温度、电压、电流等。通过对锂电池电压、温度、电流等实时数

据进行关联分析同时考虑电池组的总充电容量、总放电容量、使用时间、循环次数等因素，可以

实现锂电池健康状态的评估；同时也可以通过核对性充放电过程对电池健康状态进行修正。

✓ 电池电池SOH原理框图



产品及技术介绍

关键技术3--主动均衡（2～5A） 基于电压和容量相结合的均衡策略：

策略一
基于单体SOC、SOH的准确预估进行均

衡判断
策略二
结合电压与容量SOC的相结合的均衡策略

不同的均衡核心差异：

1、均衡策略差异很大；
2、均衡的DC/DC效率差异很大；
3、均衡对象的准确判断；
4、均衡的开始和停止；
5、均衡的检测和反馈；



科工电子的就地监控平台（含调度）

2.储能电站运维及数据管理平台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1电池管理系统BMS系列

✓ 单体电池管理模块32/12xx系列： BMU-L3212/BMU-L3224/BMU-L3216/BMU-
P1226/P1228

✓ 单体电池管理模块37/12xx系列： BMU-L3712-5/2/BMU-L3716/BD/BMU-
L3720/BMU-L3730/BMU-L3224B/BMU-P0248

✓ 超级电容管理：CMU5606
✓ 蓄电池组/簇管理单元： BCMU
✓ 储能电池管理总控系统： BAMS（双核、Linux OS/TFT触摸屏，支持RS485/CAN/RJ45）
✓ 家庭储能系统 BMU-P3716BD、BMU-P3724BD

2 EMS系列/梯次利用/电池维护及活化系统

✓ 通信用管理系统 BMU-P0224(带GPRS无线功能)/车载监护模块 DCT (带GPS+GPRS
无线功能)

✓ 储能数据监控系统 EMS-DP
✓ 单电池活化修复系统 CMMS/电池组均衡系统 BPTS/电池组工况模拟系统 LBTS
✓ IEC61850规约转换系统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AMS

BCMU

BMU37XX

BMU32XX/12XX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电池组管理系统总控BAMS
管理整个PCS电池系统，负责将单台PCS内各组电池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对各组电池进行

预警、报警和保护。

◆主要功能
1.检测整个PCS电池单元电压、电流、温度；
2.汇总单台PCS内所有单体电池的SOC/SOH/单体电压/单体温度；
3.单体及电池组的各种异常进行分析和报警；
4.传输电池的各类信息到EMS和PCS;
5.保护电池组、均衡电池。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适用电池等级： 700V(0～1200V)
支持电池数量 ： 多组（1~8，最大扩展到16组） 7寸TFT触摸屏操作，功耗低到2w~6W
电压采集精度：±（0.1%FS+0.1%RD） SOC精度：±5%
支持接口：CAN2.0、RS485、RJ45                            外形尺寸192×130×35mm
重量： 0.5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电池组管理单元BCMU
整组电池的管理，负责将电池的整组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对整组电池进行预警报警和

保护，检测整组电池是否异常。

◆主要功能
1.检测整组电池单体电压、电流、温度；
2.计算单体电池组的SOC/SOH；
3. 电池组绝缘检测及各种异常进行分析和报警；
4.传输电池的各类信息到BAMS;
5.保护电池组、均衡电池。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适用电池等级： 700V(0～1200V)
支持电池数量 ： 一组 电压采集精度：±（0.1%FS+0.1%RD）
SOC精度：±5%
支持接口：CAN2.0*3、RS485*2                                温度采集精度：1℃
温度采集范围：-25℃ ~+120℃                                  外形尺寸150×100×43mm
重量： 0.6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BMU-L3712-5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负责将电池的单体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检测单体电池是否客观损坏。

◆主要功能
1.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温度；
2.计算单体电池的SOC/SOH；
3.模块具有5A主动均衡，提高电池组的一致性，有效延长了电池寿命；
4.模块具有干接点输出，可现场报警或控制;
5.模块化设计，方便安装，且模块间相互隔离、可靠性高;
6.模块具有CAN接口，实时上送数据和告警信息，达到远程监控电池组.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20% 适用电池等级： 3.2V(0～5V)
支持电池数量 ： 12节 均衡方式：主动均衡
均衡电流：5A                                                            电压采集精度：±0.1%
SOC精度：<5%                                                         支持接口：CAN*1
温度采集精度：±1℃                                                   温度采集范围：-20℃ ~+85℃
外形尺寸： 233×127×44mm                                     重量： 1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BMU-L3716

单体锂电池管理系统，负责将电池的单体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检测单体电池是否客观损坏。

◆主要功能
1.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温度；
2.计算单体电池的SOC/SOH；
3.模块具有主被动或被动均衡两种，提高电池组的一致性，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4.模块具有DO/DI接口，可实现现场控制、反馈及报警;
5.模块具有CAN和RS485通讯接口，实时上送数据和告警信息，远程监控电池组;
6.模块具有CAN接口，实时上送数据和告警信息，达到远程监控电池组.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20% 适用电池等级： 3.2V(0～5V)
支持电池数量 ： 16节 均衡方式：主动均衡
均衡电流：2A                                                            电压采集精度：±0.1%
SOC精度：<5%                                                        支持接口：CAN*1
温度采集精度：±1℃                                                 温度采集范围：-20℃ ~+85℃
外形尺寸： 233×125×44mm                                   重量： 1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BMU_P1228（铅碳）

单体铅酸电池管理系统，负责将电池的单体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检测单体电池是否客观损坏。

◆主要功能
1.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温度；
2.计算单体电池的SOC/SOH；
3.模块具有均衡，提高电池组的一致性，有效延长了电池寿命；
4.模块具有干接点输出，可现场报警或控制;
5.模块具有CAN和RS485通讯接口，实时上送数据和告警信息，远程监控电池组；
6.模块化设计，方便安装、使用及维护，且模块间相互隔离、可靠性高。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20% 适用电池等级： 2V、6V、12V(0～18V)
支持电池数量 ： 28节 均衡方式：主动无损均衡
均衡电流：2A                                                             电压采集精度：±0.1%
SOC精度：<6%                                                         支持接口：CAN2.0、RS485
温度采集精度：±1℃                                                   温度采集范围：-20℃ ~+85℃
外形尺寸： 340×120×44mm                                      重量： 1.5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BMS产品

BMS产品示例：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BMU_P0248

单体铅酸电池管理系统，负责将电池的单体信息采集、计算、传输和异常报警，可以检测单体电池是否客观损坏。

◆主要功能

1.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温度；
2.计算单体电池的SOC/SOH；
3.模块具有干接点输出，可现场报警或控制；
4.模块具有CAN和RS485通讯接口，实时上送数据和告警信息，远程监控电池组;
5.模块化设计，方便安装、使用及维护，且模块间相互隔离、可靠性高。

◆主要参数
供电电压：DC24V ±20% 适用电池等级： 2V、6V、12V(0～18V)
支持电池数量 ： 48节 电压采集精度：±0.1%
SOC精度：<5%                                                          支持接口：CAN2.0
温度采集精度：±1℃                                                   温度采集范围：-40℃ ~+105℃
外形尺寸： 260×126×45mm                                      重量： 1KG



产品及技术介绍 --电池均衡维护产品

产品示例：
◆电池箱维护系统LJTH-3.2/100

◆主要功能
1.采用双核CPU，带5寸TFT触摸屏；
2.支持外部SD卡存储方式；
3.具有过压、过流、过热等保护功能；
4.放电功能：在蓄电池处于离线状态下利用智能假负载进行恒流核对放电;
5.充电功能：在蓄电池处于在线浮充或离线状态下，可对蓄电池进行自动充电;
6.内阻快测功能：(选配)在电池组脱离系统后放电，只需1～2分钟便可测出电池的评估容量、内阻等;
7.配备上位机操作软件，软件的数据管理功能强大，界面友好，提供数据管理、打印、分析、报表统 计、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等功能。

◆主要参数
电压测试范围：3.2V                                                   充放电电流工作精度：0.1A
电流测试精度：1% 显示方式：高亮度大屏幕LCD
电压测试精度：0.5%                                                  工作电压：AC220±15%
储藏温度范围：-20℃ ~+70℃                                    重量： 11KG



4.商业化储能系统如何利用好梯次电池储能

商业化储能对二次电池储能系统基本要求

1.二次电池储能系统寿命不低于4.5年

-----SOH>60%期间，且折合循环次数不低于1550次。

2.二次电池储能系统造价要低于0.85元/wh（盈亏平衡点5年且低于0.85元/wh）

-----85/21=4.1年，约4.5年以上可收回成本。系统造价高于0.85元/wh没有意义。

3.二次电池储能系统维护费用要低

-----梯次系统维护不可避免，须做成模块化，维护工作做成可轻松替换的自动或

半自动的机械化模式。



4.商业化储能系统如何利用好梯次电池储能
二次电池储能系统现状及未来

1.动力二次电池储能目前各企业还在寻求运作模式

（2）、退役电池的筛选、修复、再利用的总成本还没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我们目前做了4个二

次电池储能项目，总结：每1MWh退役电池1~2天（3人+4套设备）可以完成。需要更大数据的电池进

行验证和评估。

（3）、退役电池修复后的剩余价值如何评估。（目前我们测试下来大巴车的退役电池SOH大概

在80%~90%，个别可以达到92%），对于不同品牌，不同车辆退役的电池，SOH相差比较大。

（1）、2019年大规模的动力电池退役的窗口已经初步开启（2～3GWh），早期电芯和PACK缺少规范性，

真正可再利用的电芯和PACK不足一半；



2.动力二次电池储能---电池部分现状
✓部分领域的二次电池是可利用的，如大巴退役电池是完全可以储能再利用（一大部分品牌的电池不可

二次利用）。

3.商业化储能系统如何利用好梯次电池储能
二次电池储能系统现状及未来

3.动力二次电池储能---BMS要求
✓二次利用储能系统对BMS要求更高，（1）必须有比较好的均衡系统和运行策略；（2）要有比较好的

通信报警和保护措施。

大多数出租车或运营车辆电池不建议用在工业储能领域；

专用车辆（如环卫车等）电池需初步筛选后部分可用在工业储能领域，大部分可用在通信等备电领

域。

4.筛选后的动力二次电池仅适合用在能量型储能领域。



如何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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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储能业绩、储能案例
科工电子典型微网 / 储能业绩（截止到2019年2月，累计完成蓄电池储能系统BMS配套
1.3GWh以上，国内市场份额占比55%以上）截止到2019年10月，科工电子累计完成蓄电池储能系统

BMS配套1.7GWh以上，国内市场份额占比约50%以上)

2019年科工几个标志性项目：完成了江苏电网285MWh
，中标了浙江电网江虹变许继包段（13MWh），中标了广东
电网恒益20MW调频（调试中）、红海湾20MW调频、山西道
威9MW调频（调试中）、云浮6MW调频。

完成了中国电科院10kV高压直挂储能系统，联合中国电科院、
亿纬锂能共同完成了储能综合消防研究和示范。



项目分布情况

截止2019年10月，科工电子已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建立微网/储能项目超过178个，
储能业绩稳居储能行业最前列。国外已经遍布澳洲、德国、美国、印度、非洲、马来西亚、
泰国、巴西等国家。



储能案例展示
深圳科陆甘肃玉门12MWh储能电站（BMS、集装箱）

项目地址: 甘肃玉门
储能功率: 6MW、储能容量:  12MWh;
储能功能: 光储示范应用。
本项目是2015年国内最大光储一体化储能示范项目，铅炭电池国内首次
10MWh以上大容量大倍率储能示范。



江苏中能硅业（协鑫）12MWh储能电站BMS（国内首个商业化储能）

项目地址: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有限公司（徐州）
储能功率: 1.5MW、储能容量:  12MWh;
储能功能: 主要将实现企业级削峰填谷节能应用。
本项目是国内首个企业级削峰填谷储能的商业化项目，连续运行近3年多无故障，
验证了科工电子储能BMS方案和BMS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经济性。



江苏镇江艾科6MWh储能电站BMS（商业化储能）

项目地址: 江苏镇江新能源产业园
储能功率: 0.75MW、储能容量:  6MWh;
储能功能: 平台通过应用物联网和云数据管理技术，实现数据采集与系统监控，
利用电价的峰谷差，通过储能系统在不同时段的充放电，优化用户的电能使用，
起到削峰填谷、实现电力需求侧响应的作用。
本项目以“投资+运营”创新模式签约的商用化储能电站项目，在镇江新区投资
能源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成为能源互联网示范基地。



西藏尼玛12MWh集装箱储能（BMS、集装箱）

项目地址: 西藏尼玛县
储能功率: 3MW、储能容量:  12MWh;
储能功能: 西藏无电区实现光储发电、用电等应用。
本项目是公司首个高原施工高原运行的大型集装箱储能项目，项目意义重大，给
西藏无电地区居民送去了光明和温暖。



上海高等院钛酸锂集装箱储能

项目地址: 上海浦东
储能功率: 0.1MW、储能容量:  0.3MWh;
储能功能: 钛酸锂电池集装箱储能示范、课题研究。
科工电子系统总包。



梯次电池储能及分析平台项目

项目地址: 江苏南京
储能功率: 0.25MW、储能容量:  0.6MWh+1.6MWh;
储能功能: 主要实现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模式的研究，研发梯次利用电池分析运用
软件平台，建设梯次利用储能示范系统，寻求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商业化运作模式。
科工电子系统总包；本项目主要目的：研究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商业化创新模式。



江西九江储能

项目地址: 江西九江
储能功率: 0.2MW、储能容量:  0.5MWh;
储能功能: 主要实现光储示范，利用梯次电池实现光储示范应用。
本项目由科工电子总包方式完成。



广东电力公司863项目

项目地址: 广东佛山
储能功率: 0.25MW、储能容量: 0.9MWh;
储能功能: 研究微网的各种运行策略。
本项目是国家863项目，重点研究光储的各种并离网策略及应用；主要承担储能
部分，如铁锂电池、BMS、集装箱等相关部分。



贵州大学集装箱863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 贵州贵阳
储能功率: 0.25MW、储能容量:  0.4MWh;
储能功能: 主要实现微网系统的研究。
本项目是国家863项目，重点研究光储的各种并离网策略及应用；主要承担储能
部分，如铁锂电池、BMS、集装箱等相关部分。



无锡星洲160MWh储能电站（商业化储能）

项目地址: 江苏无锡（连续运行1.5年，CCTV报道2次）
储能功率: 20MW、储能容量:  160MWh;
储能功能: 主要将实现工业园区削峰填谷节能应用。
本项目是国内容量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项目由浙江南都投资建设，科工电子提
供BMS。



印度调频储能系统1MWh

项目规模: 500KW1MWh铅炭调频储能电站
项目功能: 调频储能项目。这是杭州科工电子参与的海外第一个储能项目，标志
着杭州科工电子新能源储能系统BMS迈出国际化步伐，解决方案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该项目是印度国家电力公司首个示范项目，印度政府主动发展储能示范工程是对
于储能产业非常积极的信号，可以解决印度面临的多种电网结构和电源接入选择
问题。



天津大学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 天津
储能功率: 0.5MW、储能容量:  0.54MWh;
储能功能: 主要实现储能示范节能应用。
高校储能示范项目。



江苏协鑫家庭储能系统BMS

项目地址: 澳洲
储能规模: 5000套系统、储能容量:  28MWh;
储能功能: 家庭户用级储能系统。
国内单个最大的家庭储能BMS出口订单，随着海外家庭储能的兴起，再次验证
科工电子在储能BMS行业的领导者地位，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产品稳定性、可
靠性得到了大批量验证。



天工储能系统BMS

项目地址: 江苏镇江丹阳
储能功率: 2MW、储能容量:  16MWh;
储能功能: 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本项目是国内首个利用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示范项目，应用在特种钢
材龙头企业。



江苏峰谷源集装箱储能微网系统示范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0.1MW、储能容量:  0.5MWh;
储能功能：多源集装箱储能示范系统，包括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超级电容三种储能 介

质混合应用；储能系统平抑光伏波动，同时利用电网峰谷电价差，自动实现 削峰
填谷的目的。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科工电子总承包，实现了多源储能控制、平抑光伏波动、分布式微电网
调度及削峰填谷的功能。



东莞信义12MWh铁锂电池储能系统BMS（从信义二期～信义七期，累计约90MWh）

项目地址：广东省东莞
储能功率：4MW、储能容量:  12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信义玻璃厂区利用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项目。



江苏镇江中冶160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中冶集团
储能功率：20MW、储能容量:  160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内最大集装箱(200个)的峰谷差企业侧（用户侧）储能实现电能质量

调节的项目，应用在钢铁龙头企业。



西藏羊易21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西藏羊易县
储能功率：6MW、储能容量: 21MWh;
储能功能：光储系统。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西藏高原施工(4800米)和高原运行的大型集装箱储能项目，光储系统意

义重大，给西藏无电地区居民送去了光明和温暖。



南京移动28.8MWh项目

项目地址：南京
储能功率：30MW、储能容量：28.8MWh;
储能功能：江苏移动IDC机房储能。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江苏移动IDC机房储能。



宁夏吴忠12MWh集装箱储能系统（BMS和集装箱）

项目地址：宁夏吴忠
储能功率：3MW、储能容量：12MWh(12台45尺集装箱）;
储能功能：风光储系统。
项目介绍：本项目利用储能平抑光伏波动，为企业用电提供有力的保障。



新疆28MWh锂电池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新疆
储能功率：16MW、储能容量：28MWh;
储能功能：光储项目，利用储能结合光伏并网。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内第一个最大的军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江苏无锡红豆32MWh储能微网系统示范

项目地址：江苏无锡
储能功率：4MW、储能容量：32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利用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用户侧储能项目。



西藏南瑞虚拟同步机储能系统（电池、BMS、PACK、集装箱）

项目地址：西藏拉萨
储能功率：1MW 、储能容量：516KWh;
储能功能：铁锂电池虚拟同步机储能（2C工作）。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在高海拔地区首个虚拟同步机储能项目。



海基厂区4.4MWh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江阴
储能功率：2MW、储能容量：4.4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用户侧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示范项目。



江苏镇江江南化工48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6MW、储能容量： 48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用户侧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示范项目。



江苏仓环铜业12MWh储能系统BMS

项目地址：江苏太仓
储能功率：1.5MW 、储能容量：12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用户侧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的示范项目。



江苏镇江正丹化学20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2.5MW 、储能容量：20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家630项目，科工电子为用户量身配置储能电池系统，多余的电能存

储于电池系统供高峰时期使用，减少对市电的依赖，提高用电效率与经济性，同
时兼具后备电源功能以应对工厂紧急状况。



江苏镇江超越化学24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3MW、储能容量：24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家630项目，科工电子为用户量身配置储能电池系统，多余的电能存

储于电池系统供高峰时期使用，减少对市电的依赖，提高用电效率与经济性，同
时兼具后备电源功能以应对工厂紧急状况。



安徽信义锂电池2MWhUPS储能

项目地址：马来西亚一期/二期（4MWh）
储能功率： 2MWh/ 2MWh;
储能功能：利用UPS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工业储能UPS示范项目。含智能充放电管理模块，支持电网交流、直流

输入充电，可以应用于重要工业设备、网络服务器、道路照明及家庭，作为后备
电源供电，并提供不间断电源。



广州万力轮胎40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广州
储能功率：5MW 、储能容量：40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用户侧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项目，具备三级架构，SOC/SOH

自动调整，采用全方位、多层次的电池保护策略和故障隔离措施，保证储能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科工电子产品采用模块化结构，可灵活组成各种电压平台，各种
容量的等级系统。



北控清洁能源40MWh锂电池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
储能功率：3.5MW（一期） 、储能容量：16MWh（一期 ）;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用户侧峰谷差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项目。



德国32MWh集装箱调频储能(一期/二期)

项目地址：德国
储能功率：32MW、储能容量：40MWh;
储能功能：利用储能系统实现电网的二次调频。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第一次在德国上储能调频, 并在2018年中旬成功得到了德国业主的验收

和认可。



江苏镇江爱斯开32MWh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4MW、储能容量： 32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家630项目，科工电子为用户量身配置储能电池系统，多余的电能存

储于电池系统供高峰时期使用，减少对市电的依赖，提高用电效率与经济性，同
时兼具后备电源功能以应对工厂紧急状况。



南瑞海上储能1MWh锂电池项目( 船电宝-船期社认证）

项目地址：湖北
储能功率：1MW、储能容量： 1MWh;
储能功能：给海上军舰备电使用。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给海上军舰备电使用。



江苏镇江东普江苏镇江东普40MWh集装箱储能集装箱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江苏镇江
储能功率：5MW 、储能容量：40MWh;
储能功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的储能实现电能质量调节。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国家630项目，科工电子为用户量身配置储能电池系统，多余的电能存

储于电池系统供高峰时期使用，减少对市电的依赖，提高用电效率与经济性，同
时兼具后备电源功能以应对工厂紧急状况。



上海电气国轩1MWh锂电池储能项目

项目地址：上海
储能功率：250KW、储能容量：1MWh;
储能功能：储能示范项目。
项目介绍：储能示范项目。



北控山西长治9MW4.5MWh锂电池集装箱调频项目

项目地址：山西长治
储能功率：9MW 、储能容量：4.5MWh;
储能功能：利用储能系统实现山西长治电网的二次调频。
项目介绍：本项目是利用铁锂电池持续2C工作实现电网的二次调频。



THANKS
谢 谢 聆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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