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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刊系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结合最新行业资讯以及产业

数据库整理编纂而成，主要分为政策导向、市场观察、价格跟

踪、技术前沿专题报告、会员动态六大板块，旨在为各地市政

府、储能产业链相关企业提供信息共享平台，为行业趋势研判

做参考。本月刊力求信息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有谬误敬请

海涵！ 

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为推动江苏省储能行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由江苏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能源局、

省汽车办、省能监办等部门联合支持，经省民政厅核准，江苏

省储能行业协会于2021年9月成立。协会积极履行政府赋予的

有关职能，业务范围涵盖了规划编制、展览会议、行业培训、

项目开发、项目申报、资源整合等。协会会员单位涵盖了储能

生产、装备制造、电池生产、系统应用等重点领域，协会致力

于整合省内外储能产业链资源，推动产业协同创新，促进多方

合作共赢，共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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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
行动计划》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术标准

10月9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

提升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标准体系，

有力支撑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分布式能源等开发建设、并网

运行和消纳利用。1.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术标准，根据新能

源发电并网配置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需要，抓紧建立涵盖新型

储能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全流程以及安全环保、技术管理等

专业技术内容的标准体系。2.细化储能电站接入电网和应用

场景类型，完善接入电网系统的安全设计、测试验收等标

准。加快推动储能用锂电池安全、储能电站安全等新型储能

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3.结合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和应用

场景拓展，及时开展相关标准制修订，全面推动各类新型储

能技术研发、示范应用和标准制定协同发展。4.重点围绕可

再生能源制氢、电氢耦合、燃料电池及系统等领域，增加标

准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氢能质量、氢能检测评价等基础标

准。

六部委：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绿色低

碳关键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等领域

      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以制造

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

文件提出，在节能环保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绿

色低碳关键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等领域。1引导外资积极参

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

支持开发绿色技术、设计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

色供应链，创建绿色设计示范企业。2.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平

等参与绿色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修订，科学确定国家重点产

品能效能耗限额要求。3.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做能效、水效等方面

的“领跑者”。

九部门：《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

体系实施方案》印发加快新型储能系统、储

能电池等标准制修订

     10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建立

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1.要加快新型

电力系统标准制修订。围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开展电网

侧、电源侧、负荷侧标准研究，重点推进智能电网、新型储

能标准制定，逐步完善源网荷储一体化标准体系。2.围绕新

型锂离子电池、铅炭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钠离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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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等，开展系统与设备检验监测、性能评估、安全管理和消

防灭火相关标准制修订。3.推进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

超导储能、超级电容器、梯级电站储能等物理储能系统及设

备标准研制。4.开展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技术、并网性能评价

方法等标准制修订。5.推进储能系统、储能与传统电源联合

运行相关安全、运维、检修标准研究。开展储能电站安装、

调试、智能运维等标准研究。

国家能源局：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加

快需求侧响应能力建设

11月2日，国家能源局在回答政协委员提案时提到，积

极推动先进技术和关键装备研发示范，部署高效光伏、大容

量风电、新型储能等能源绿色低碳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装

备研发示范，强化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应用，积极研究储能扶

持政策，共同推动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完善辅助服务

市场机制建设，推动可调节用户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提高需

求侧等第三方响应能力。

工信部公示2022年度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

究项目

11月4日，工信部发布2022年度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

研究项目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11月4日至11月10日。

其中包括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锂离子电池、锂离子

电池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产品种类规则）、数据中

心和通信机房局站能源智慧化应用技术要求 第1部分：总

则、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局站能源智慧化应用技术要求 第2

部分：能源综合管控平台架构、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局站能

源智慧化应用技术要求 第3部分：能效管理系统、工业绿色

微电网评价要求等。

国家发改委：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储能等节能

降碳领域投资力度

   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

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太阳能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储能等

节能降碳领域投资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5G应用、数据

中心、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新型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投

资建设和运营，发展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积

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科技部：面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

变革领域 前瞻部署一批未来产业

11月9日，科技部印发《“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规划》，规划提出1.支持国家高新区依托高校优

势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面向类脑智能、量子信息、

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

域，前瞻部署一批未来产业。2.支持园区联合国家大学科技

园建设未来产业科技园、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未来

产业应用场景，打造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和孵化高地。引导园

区支持产业跨界融合，开展前沿科技、硬科技创业，加速形

成若干未来产业。3.鼓励国家高新区谋划建设低碳产业专业

园，培育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绿色产业集群，

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咨询、碳资产开发管理、第三方合同能源

管理、环保管家等服务业态，强化绿色产品、绿色装备、绿

色低碳解决方案供给。

国家能源局：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术标准

11月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2022年四季度

网上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其中提出，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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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根据新能源发电并网配置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需

要，完善新型储能标准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各类

储能技术研发、示范和标准制定协同发展。组织开展新型储

能标准体系建设行动。

三部门：支持企业参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和氢能、储能系统开发建设

11月15日，工信部网站发布《三部门关于印发有色金

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1.控制化石能源

消费，推进有色金属行业燃煤窑炉以电代煤，提升用能电气

化水平。在气源有保障、气价可承受的条件下有序推进以气

代煤。2.推动落后自备燃煤机组淘汰关停或采用清洁燃料替

代。严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领域以外新（扩）建燃煤自备电

厂，推动电解铝行业从使用自备电向网电转化。3.支持企业

参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氢能、储能系统开发建设。

鼓励和引导有色金属企业通过绿色电力交易、购买绿色电力

证书等方式积极消纳可再生能源，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责任权重高于本区域最低消纳责任权重。

G20巴厘岛峰会宣言：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 

推动低排放发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15日至16日在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举行。峰会通过宣言。其中指出：地缘政治挑战

加剧了能源危机。呼吁各国推进能源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脆弱国家消除能源贫困，努力

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重申承诺在中期内逐步取消和规范低

效、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同时向最贫困和最脆弱群体

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区域能源互联互

通，加强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

推动低排放发电，推动支持清洁能源转型的财政、市场和监

管机制，包括酌情使用碳定价和非定价的机制和激励措施。

三部门：以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认定的基本凭证

11月16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以绿证作为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费量认定的基本凭证。绿证原则上可转让，绿证转

让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积极推进绿证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可

再生能源参与绿证交易。准确界定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

量范围。

工信部：做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稳定发展工作

11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稳定发展

工作的通知，做出一系列规定。通知提出，各地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要及时了解本地锂电制造及一阶材料（正极材

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质等）、二阶材料（电池级碳酸

锂、氢氧化锂等）产业发展情况，按照“十四五”制造业系

列规划和《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要

求，实事求是制定本地区锂电产业发展政策。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加快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节能技术标准研制

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和应用实施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通知指出，在能源领域，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石油天然气储运、管道运输、输配

电关键设备相关节能技术标准研制。加快制定修订一批重点

领域节能标准。在能源领域，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石油天然气储运、管道运输、输配电

关键设备相关节能技术标准研制。

国家能源局：推动储能/分布式发电/虚拟电

厂等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

11月25日，国家能源局就《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

（征求意见稿）》《电力现货市场监管办法（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其中《基本规则》提出，推动储能、分布

式发电、负荷聚合商、虚拟电厂和新能源微电网等新兴市场

主体参与交易。《监管办法》提出，储能等纳入电力调度机

构调度管辖范围的市场主体。

国家能源局：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应并

尽并、能并早并 不将全容量建成作为必要条

件

11月28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于积极推动新

能源发电项目应并尽并、能并早并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

提到1.允许分批并网，不得将全容量建成作为新能源项目并

网必要条件。2.各电网企业需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电力有

序供应前提下，按照“应并尽并、能并早并”原则，对具备

并网条件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障

及时并网。

工信部：工信部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集群

名单 含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

     11月30日，工信部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13个、高端装备领域13个、新材

料领域7个、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域5个、消费品领

域4个、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3个，覆盖制造强国建

设重点领域，成为引领带动重点行业和领域创新发展

的重要力量。宁德市动力电池集群、深圳市先进电池

材料集群、上海市新能源汽车集群等入列。

据悉，45个国家级集群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3个计划单列市，其中东部地区30个、中部地

区8个、西部地区5个、东北地区2个，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4个重点区域集群数量达30个，占

2/3，国家级集群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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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各地市储能相关规划、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政策汇总

要开展水电、风电、天然气、核能、储能技术等领域关键技术和装备升级，重点推
进大功率风电机组装备，光伏组件规模化集成系统，制储用一体化技术，低成本、
长时效、高安全储能技术研究。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发布
时间

10.17四川

地市

湖北

广东

潮州

10.17

10.20

《四川省“十四五”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年）》

《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
“十四五”规划》

《潮州市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

上海 10.26
《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推动新型储能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积极研制成套电池装备，支持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装备产业化发展和应用示范。加快发展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物理储能设施和
锂电池、铅蓄电池、超级电容等化学储能设施。

积极推进电、油、气、风、光、水、储等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新一代电力
系统建设，推动储能电站、虚拟电厂等示范工程建设，加强多种电源与储水、储
热、储气设施集成互补，逐步构建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为发展方向的基础设
施协调支撑体系，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实现融合发展。

研发低成本、高安全、长寿命的钠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高效储能技
术，研发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机械储能技术，研发分布式储能与主/微网的协
同管控技术、梯级电站大型储能安全技术等。

内蒙

通辽
10.26

《通辽市“十四五”能
源发展规划》

扶持培育储能产业集群。结合新能源开发建设，重点发展大容量、高容量密度、长
寿命储能电池，电池容量达到280安时以上，容量密度351瓦时/升以上，系统循环
次数6000次以上，力争新增储能设备产能150万千瓦。

海南

儋州
10.31

《把碳达峰碳中和建设
工作纳入儋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布局的意见

建议》提案答复

根据《海南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规划》，结合市实际以及对不同形式能源需
求，在关键电网节点及周边支持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独立共享储能设施，并积极推动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优先租赁共享储能设施。

江西 11.15
《江西省“十四五”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

1.推动多元储能技术发展。依托全省现有资源和产业基础，围绕磷酸铁锂电池、全
钥液流电池、钠硫电池、锌铁液流电池等储能核心技术，开展关键材料、单元、模
块、系统集成、能量管理、回收利用等方面技术攻关，发展储能材料与器件测试分
析和模拟仿真。
2.鼓励储能产品生产企业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和理念提质增效，加快制造模式转型升
级。鼓励通过参与国外市场带动国内装备制造水平提升。
3.围绕削峰填谷和平抑电网波动，开发适用于光伏、风能发电系统的储能系统，推
动锂离子电池及新型液流电池在智能电网以及分布式光伏系统中的应用。
4.加快全机液流电池、锂硫/钠硫电池、铅炭电池等新型电池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开发高性能电池控制系统以及光伏储能产品等。
5.结合新能源汽车发展，开发电池二次利用技术，建设储能电站。

重庆 10.20

《关于印发重庆市建设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供应链体系行动计
划（2022—2025年）

的通知》

要重点突破高能量密度、高安全动力电池技术，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等新一代产品研
发及产业化。加快研发高效、高密度、高集成驱动电机等技术及产品，持续引育电
机系统先进企业。

积极推进电、油、气、风、光、水、储等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新一代电力
系统建设，推动储能电站、虚拟电厂等示范工程建设，加强多种电源与储水、储
热、储气设施集成互补，逐步构建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为发展方向的基础设
施协调支撑体系，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实现融合发展。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发布
时间

10.20
广东

潮州

地市

江苏 10.31

《潮州市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

《江苏省碳达峰实施方
案》

广东 11.3
《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
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1.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提升在运机组调峰适应能力，不断加强电
力需求侧响应能力建设。
2.到2025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时左右。

推动太阳能光伏组件、动力蓄电池、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材料和节能灯
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促进废旧动力电池资源
化、规模化、高值化利用。

浙江

金华
11.9

《金华市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

推动能源供应改革，构建多元低碳保障体系，不断加快氢能示范应用。“十四五”
时期，重点推进一批氢能应用示范设施建设，建成加氢站9座以上，推进公交车、物
流车示范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规模达到500辆以上，推进清洁能源制氢与储
运、氢能分布式系统建设。

吉林 11.11
《吉林省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

1.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生物质发电。到2025年，生物质装机容量达到160万千
瓦，新增装机规模为80万千瓦。
2.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目标，加快推进生物天然气、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及直燃等
生物质能非电领域应用发展，助力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和畜禽粪便污染等问题，增加
县域天然气气源保障，加快燃煤替代。加快推进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建设，力争到
2025年，落地一批生物天然气项目。

福建

福州
11.16

《福州市“十四五”节
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

案》

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有序推动绿色电力交易。规范和发展节能、环境治理市场，
积极推广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探索发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环境托
管服务等新模式。

云南

昆明
11.22

《昆明市“十四五”工
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1.主要聚焦有色金属新材料、稀贵金属新材料、电子新材料、化工及新能源电池材
料4个领域，逐步实施重点领域的建链、补链、强链工程，不断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
竞争水平，培育一批产值超百亿元的行业龙头企业、产值超五亿元的领军企业，建
设一批规模大、链条长、拉动力强的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2.力争到2025年新材料产业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

山东 11.3
《山东省“十四五”节

能减排实施方案》
实施可再生能源倍增行动，大力推动光伏、风电、生物质等清洁能源发展和储能设
施建设，积极安全有序开发利用核能，增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能力。

（1）规划类政策

要开展水电、风电、天然气、核能、储能技术等领域关键技术和装备升级，重点推
进大功率风电机组装备，光伏组件规模化集成系统，制储用一体化技术，低成本、
长时效、高安全储能技术研究。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发布
时间

10.17四川

地市

湖北

广东

潮州

10.17

10.20

《四川省“十四五”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年）》

《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
“十四五”规划》

《潮州市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

上海 10.26
《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推动新型储能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积极研制成套电池装备，支持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装备产业化发展和应用示范。加快发展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物理储能设施和
锂电池、铅蓄电池、超级电容等化学储能设施。

积极推进电、油、气、风、光、水、储等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新一代电力
系统建设，推动储能电站、虚拟电厂等示范工程建设，加强多种电源与储水、储
热、储气设施集成互补，逐步构建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为发展方向的基础设
施协调支撑体系，多种能源基础设施实现融合发展。

研发低成本、高安全、长寿命的钠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高效储能技
术，研发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机械储能技术，研发分布式储能与主/微网的协
同管控技术、梯级电站大型储能安全技术等。

内蒙

通辽
10.26

《通辽市“十四五”能
源发展规划》

扶持培育储能产业集群。结合新能源开发建设，重点发展大容量、高容量密度、长
寿命储能电池，电池容量达到280安时以上，容量密度351瓦时/升以上，系统循环
次数6000次以上，力争新增储能设备产能150万千瓦。

海南

儋州
10.31

《把碳达峰碳中和建设
工作纳入儋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布局的意见

建议》提案答复

根据《海南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规划》，结合市实际以及对不同形式能源需
求，在关键电网节点及周边支持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独立共享储能设施，并积极推动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优先租赁共享储能设施。

江西 11.15
《江西省“十四五”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

1.推动多元储能技术发展。依托全省现有资源和产业基础，围绕磷酸铁锂电池、全
钥液流电池、钠硫电池、锌铁液流电池等储能核心技术，开展关键材料、单元、模
块、系统集成、能量管理、回收利用等方面技术攻关，发展储能材料与器件测试分
析和模拟仿真。
2.鼓励储能产品生产企业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和理念提质增效，加快制造模式转型升
级。鼓励通过参与国外市场带动国内装备制造水平提升。
3.围绕削峰填谷和平抑电网波动，开发适用于光伏、风能发电系统的储能系统，推
动锂离子电池及新型液流电池在智能电网以及分布式光伏系统中的应用。
4.加快全机液流电池、锂硫/钠硫电池、铅炭电池等新型电池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开发高性能电池控制系统以及光伏储能产品等。
5.结合新能源汽车发展，开发电池二次利用技术，建设储能电站。

重庆 10.20

《关于印发重庆市建设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供应链体系行动计
划（2022—2025年）

的通知》

要重点突破高能量密度、高安全动力电池技术，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等新一代产品研
发及产业化。加快研发高效、高密度、高集成驱动电机等技术及产品，持续引育电
机系统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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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储能补贴及配储政策汇总

（2）储能补贴及配储

鼓励重大项目、园区或区域发展采用具备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特征的综合能
源系统技术，因地制宜开展新型储能电站示范及规模化应用，促进数字技术与能源
的深度融合。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发布
时间

10.17
广东

湛江

地市

安徽

合肥

福建

10.18

10.20

《湛江市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

《合肥市进一步促进光
伏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实施细则》

《关于公布2022年集中
式光伏电站试点项目名

单的通知》

上海 10.26
《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对装机容量1兆瓦时及以上的新型储能电站，自投运次月起按放电量给予投资主体不
超过0.3元/千瓦时补贴，连续补贴不超过2年，同一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原则上各试点项目应于2023年底前全部建成投产，同时按承诺同步配套建成投产不
小于项目规模10%（时长不低于2小时）的电化学储能设施。储能设施未按要求与
试点项目同步建成投产的，配建要求提高至不小于项目规模15%（时长不低于4小
时）。

研发低成本、高安全、长寿命的钠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高效储能技
术，研发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机械储能技术，研发分布式储能与主/微网的协
同管控技术、梯级电站大型储能安全技术等。

江苏

苏州
10.25

《关于组织园区光伏和
储能项目补贴申领的通

知》

明确奖补范围为分布式光伏项目和分布式储能项目，已发放过补贴的项目补贴时间
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新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补贴时间为并网时间
至2022年7月31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资金原则上以数字人民币形式拨付，要求各
企业及时开通数字人民币账户。

贵州 11.2
《关于推动煤电新能源
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措施

（征求意见稿）》

1.支持煤电一体化项目优先并网，对未纳入煤电新能源一体化、需参与市场化并网
的新能源项目，应根据《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
网规模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138号）精神，按不低于新能源装机规模
10%（挂钩比例可根据实际动态调整）满足2小时运行要求自建或购买储能，以满
足调峰需求。
对新建未配储能的新能源项目，暂不考虑并网，以确保平稳供电。

福建

厦门
11.2

《关于厦门市电力系统
企业申请技术创新基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厦门市能源低碳转型相关项目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企业的研发投入纳入厦门市
技术创新基金扶持范围，其中包括储能设施建设等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相关的工业
企业增资扩产、技术改造项目。要求上年度研发投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与节能降碳
相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工业和软件企业。

上海 11.10 《杭州湾海上风电项目
竞争配置工作方案》

1.本方案竞争配置项目包括金山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三期项
目、奉贤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奉贤海上风电场四期项目，合计80万千瓦，且明确
要求配套建设电化学等储能装置。
2.具有为上海电网提供常态化调峰能力200万千瓦及以上企业，预留储能配置比例
不低于10%装机规模、时长4小时以上；常态化调峰能力100万千瓦及以上企业，预
留储能配置比例不低于15%装机规模、时长4小时以上；其他企业预留储能配置比
例不低于20%装机规模、时长4小时以上。

江苏

镇江
10.21

《镇江市2021年度新
能源汽车及充电基础设
施财政补助实施方案》

补助对象包括2021年度镇江市范围内新能源公交车购买者和具备省级备案资格的公
共领域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新能源汽车补助包括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快充
类纯电动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车每辆0.13~1.56万元不等。

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不低于100万千瓦，开展可调节负荷资源整合，需求侧
具备3%左右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提高到400万千瓦
左右，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500万千瓦。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发布
时间

11.17贵州

地市

《贵州省碳达峰实施方
案》

（3）标准化政策

临沂市发改委：将4项储能项目列入重点建设名单
10月7日，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2022年市重大项目三季度调整名单的通知》。通知中显示，将4项储

能项目列入临沂市2022年重大增补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临沂市发改委指出，要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强化要素

保障，加快落地实施，依法依规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确保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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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装机-分材料（单位：GWh、%）

同比累计

62.8

155.6

72.3

-13.0

108.7

同比

55.2

133.2

291.4

-100.0

98.1

1-10月

88.0

136.0

0.2

0.06

224.2

10月

10.8

19.7

0.06

0.0

30.5

同比累计

137.9

190.4

110.9

-44.3%

166.5

同比

163.5

142.6

8.8

-100.0

150.1

1-10月

171.4

254.2

0.3

0.07

425.9

10月

24.2

38.6

0.03

0.0

62.8

三元电池

磷酸铁锂

锰酸锂

钴酸锂

合计

类别
产量 装机量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2022年10月我国动力电池分车型装机量（单位：MWh、%）

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单台车平均装机电量（kWh）

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按车型划分单台车平均装机电量（kWh)

累计同比累计

107.9

14.5

86.1

231.3

-32.0

7.7

848.2

21.0

142.1

108.7

同比增长

93.0

44.2

59.8

241.4

-81.4

-56.1

——

29.3

877.5

98.1

1-10月

178,171.0

7,085.8

15,379.1

23,193.7

54.1

86.2

2.6

91.3

172.0

224,235.8

10月

23,583.7

1,313.8

1,875.6

3,729.4

0.1

3.6

0.2

14.5

21.7

30,542.5

纯电动乘用车

纯电动客车

纯电动专用车

插混乘用车

插混客车

插混专用车

燃料电池乘用车

燃料电池客车

燃料电池专用车

合计

车型种类

           分车型装机
按装机车型划分，1-10月，纯电动乘用车累计装机量

178GWh，同比增长108%，占比高达79.5%；纯电动客车

累计装机量7.1GWh，同比增长14.5%；纯电动专用车累计

装机量约15.4GWh，同比增长86.1%；插混乘用车累计装机

量23.2GWh，同比增长231%。插混车型受补贴退坡影响较

小，2023年起国家补贴完全退出后，相比纯电动汽车价格优

势更加凸显，随着插电混动汽车可选车型日渐丰富，插电混

动汽车或将迎来新一波热潮。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系统能量密度
10月，我国纯电动乘用车系统能量密度在140(含)

-160Wh/kg和160Wh/kg及以上车型产量分别为19.5万辆和

10.6万辆，占比分别44.0和24.0%，125Wh/kg以下车型产

量4.6万辆，占比10.3%。纯电动乘用车需求量向高端化发

展。

2

2022年动力电池分月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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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月度分析（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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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方面
10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62.8GWh，同比增长

150.1%，环比增长6.2%。按材料类型划分，三元电池产量

24.2GWh，占总产量38.6%，同比增长163.5%，环比下降

0.2%；磷酸铁锂电池产量38.6GWh，占总产量61.4%，同

比增长142.6%，环比增长10.8%。

1-10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425.9GWh，累计同比

增 长 1 6 6 . 5 % 。 按 材 料 类 型 划 分 ， 三 元 电 池 累 计 产 量

171.4GWh，占总产量40.2%，累计同比增长137.9%；磷

酸铁锂电池累计产量254.2GWh，占总产量59.7%，累计同

比增长190.4%。

           装机量方面
10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30.5GWh，同比增长

98.1%，环比降低3.5%。按材料类型划分，三元电池装车量

10.8GWh，占总装车量35.4%，同比增长55.2%，环比降

低3.5%；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19.7GWh，占总装车量

64.4%，同比增长133.2%，环比降低3.6%。

1-10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224.2GWh,累计同

比增长108.7%。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8.0GWh,占总

装车量39.2%，累计同比增长62.8%；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

车量136.0GWh，占总装车量60.6%，累计同比增长

155.6%。

总体上，十月装机量较9月小幅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预计年末冲量叠加补贴退出前抢购效应，新能源汽车市场有

望持续爆发，带动装机量继续冲高。由于正极材料价格持续

上涨趋势，铁锂电池的成本优势进一步显现，国内磷酸铁锂

电池市场占比持续扩大，同时，磷酸铁锂电池市场也在向全

球不断扩张，特斯拉已明确全球范围内Model3/Y标准续航版

车型都将改用磷酸铁锂电池，戴姆勒宣布入门车型将采用磷

酸铁锂电池，两大韩系动力电池企业LG新能源、SK On相继

宣布开发磷酸铁锂电池，核心客户现代、雷诺、福特等国际

车企纷纷宣布磷酸铁锂电池规划，业内预测未来2-3年内，

磷酸铁锂电池获奖成为终端市场的主流，至2024年全球磷酸

铁锂电池装机量占比将达60%。

            单台车平均装机电量
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平均带电量47.1kWh，环比增

长2.9%。其中纯电动乘用车和纯电动客车单车平均带电量分

别为53.1kWh和214.9kWh，环比分别增长3.06%和降低

1.63%。比亚迪海豹、理想L9、问界M5/M7、蔚来ES7等

高端车型集中放量或是10月平均带电量较9月略有提升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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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企业（单位:GWh、%）

市场占比

47.62

22.66

6.86

4.79

2.45

2.28

2.25

2.10

1.87

1.62

装机量

106.78

50.80

15.39

10.73

5.50

5.10

5.05

4.71

4.19

3.62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创新航

国轩高科

欣旺达

亿纬锂能

蜂巢能源

LG新能源

孚能科技

瑞浦兰钧

市场占比

48.33

25.36

6.76

4.52

2.23

2.17

1.73

1.68

1.55

1.02

装机量

14.76

7.74

2.06

1.38

0.68

0.66

0.53

0.51

0.47

0.31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创新航

国轩高科

亿纬锂能

欣旺达

蜂巢能源

孚能科技

瑞浦兰钧

华鼎国联

1

2

3

4

5

6

7

8

9

10

排名
2022年10月 2022年1-10月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湘财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湘财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湘财证券

2022年10月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企业（单位:GWh、%）

市场占比

43.82

36.78

7.08

3.16

2.47

2.32

1.48

0.78

0.58

0.30

装机量

59.59

50.02

9.63

4.29

3.36

3.15

2.02

1.07

0.79

0.41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比亚迪

国轩高科

中创新航

亿纬锂能

瑞浦兰钧

蜂巢能源

鹏辉能源

欣旺达

正力新能

（塔菲尔）

市场占比

40.73

39.29

6.31

4.81

2.40

2.33

1.25

0.62

0.56

0.50

装机量

8.01

7.73

1.24

0.95

0.47

0.46

0.25

0.12

0.11

0.10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比亚迪

国轩高科

中创新航

瑞浦兰钧

亿纬锂能

蜂巢能源

欣旺达

正力新能

（塔菲尔）

鹏辉能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排名
2022年10月 2022年1-10月

2022年10月三元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企业（单位:GWh、%）

市场占比

53.64

12.62

5.36

5.35

4.77

3.44

2.22

1.98

1.90

1.83

装机量

47.19

11.10

4.71

4.71

4.19

3.03

1.95

1.74

1.67

1.61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中创新航

欣旺达

LG新能源

孚能科技

蜂巢能源

捷威动力

亿纬锂能

正力新能
(塔菲尔)

多氟多

市场占比

62.42

10.34

4.99

4.74

2.88

2.61

2.06

1.82

1.76

1.37

装机量

6.75

1.12

0.54

0.51

0.31

0.28

0.22

0.20

0.19

0.15

企业名称

宁德时代

中创新航

欣旺达

孚能科技

华鼎国联

蜂巢能源

亿纬锂能

捷威动力

LG新能源

多氟多

1

2

3

4

5

6

7

8

9

10

排名
2022年10月 2022年1-10月

锂电材料产量跟踪 (2022.10-11)
           企业集中度

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40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

装车配套，较去年同期增加1家。排名前3家、前5家、前10

家 动 力 电 池 企 业 动 力 电 池 装 车 量 分 别 为 2 4 . 6 G W h 、

26.6GWh和29.1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为80.4%、

87.2%和95.3%。企业竞争仍旧十分激烈，龙头企业占据绝

大部分份额，

1-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51家动力电池企业

实现装车配套，较去年同期减少3家，排名前3家、前5家、

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173.0GWh、

189.2GWh和211.9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为77.1%、

84.4%和94.5%。

            排名前十企业
10月动力电池装机排名前十企业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

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欣旺达、蜂巢能源、

孚能科技、瑞浦兰钧、华鼎国联。宁德时代一家独大，龙头

地位稳固，市场占比近半，比亚迪装机量受益于比亚迪汽车

销量热销，稳居第二位。中创新航快速扩张，装机量超越国

轩高科，位居第三；蜂巢能源在发展战略上坚持创新导向，

技术特点鲜明，并且产能扩张激进，装机量爬坡较快，后来

居上，有赶超之势；孚能科技押注软包电池小众技术路线，

          硫酸镍

10月中国硫酸镍实物产量16.78万吨，金属产量3.69万

吨（老样本），环比增加4.4%，同比增加39.25%。其中镍

豆镍粉占比13.52%，原生镍占比71.18%（高冰镍占比

34.73%），再生镍占比15.31%。11月预计3.83万金属

吨，环比增加3.89%，同比增加53.81%。2022年10月中国

硫酸镍实物产量17.85万吨，金属产量3.93万吨（新样

本），环比增加6.39%，其中镍豆镍粉占比15.25%，原生

镍占比68.76%（高冰镍占比32.65%），再生镍占比

15.99%。

11月预计4.02万金属吨，环比增加2.39%。10月个别

企业硫酸镍生产异常产量下降，导致个别企业硫酸镍原料短

缺，迫使其采购镍豆镍粉原料进行生产，叠加个别时刻采购

镍豆出现一定经济性，镍豆镍粉用量有一定提升。九月巴新

地区受到自然灾害导致MHP产量下降，但镍中间品生产硫酸

镍产能仍在持续扩产，镍中间品在经济性及需求的带动下，

后续仍将是硫酸镍首要原料。11月仍有新增产能陆续释放，

后续硫酸镍产量仍将持续攀升。

          硫酸钴

10月中国硫酸钴产量为2.45万吨，环比下滑6.78%，同

比上涨31.95%。1-10月硫酸钴累计产量为21.09万吨，同

比上涨12.70%。10月下游前驱体需求稳中有升，头部冶炼

厂背靠背生产出货，开工维持高负荷运行。不过下游对后市

存在分歧， 除了头部前驱体企业定期招标外，市场散单成交

较少，部分冶炼厂开工有所下滑。且湖南某二次料厂清库存

为主，硫酸钴产线已停车，尚未确定复产时间，导致10月硫

酸钴产量环比下滑。

1 1 月 中 国 硫 酸 钴 产 量 预 计 为 2 . 4 万 吨 ， 环 比 下 滑

2.21%。11月三元需求仍处于稳步提升状态，头部生产商开

工维持。但受原料价格大幅下滑影响，下游采购积极性受

挫，冶炼厂出货承压，不排除明稳暗降操作，或对中小型冶

炼企业开工受到抑制，预计11月硫酸钴产量小幅下滑。

          氯化钴

10月中国氯化钴产量为1.48万吨，环比上涨2.18%，同

比下滑9.22%。1-10月氯化钴累计产量为12.82万吨，累计

同比下滑25.81%。虽然“金九银十”较往年需求稍有逊

色，但受原料成本支撑，冶炼厂挺价意愿浓厚，且数码需求

有一定恢复，下游依单采购，带动冶炼厂开工持稳。此外赣

州某冶炼厂氯化钴产线于9月15日左右投入生产，目前仍处

于产能爬坡阶段，产量达到50-70天/吨。受此影响，氯化钴

产量小幅提升。

11月中国氯化钴产量为1.52万吨，环比上涨3.05%。

11月数码需求跟进有限，加上原料价格不断走低，进一步加

剧业者看空情绪，导致11月氯化钴市场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冶炼厂开工积极性难有提升。不过，赣州某冶炼厂为交付前

期钴粉订单，氯化钴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短氯化钴产能

利用率或进一步提升。

          碳酸锂

10月中国主要的碳酸锂生产企业合计产量为3.06万吨，

环比增加6.62%，10月份，某大厂基地常规检修，江西地区

个别企业因园区及天然气问题出现减量，青海地区季节性产

量下滑，但场内存企业产量回升，综合之下，11月份产量有

所上调。

11月中国碳酸锂预估产量3.27万吨，环比增加6.86%。

11月份青海地区仍将出现少量减产情况，但10月份某企业新

项目试车，预计11月份或有小量产出，江西地区10月份减量

企业11月份加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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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九；青山集团下属瑞浦能源拥有上游镍钴等资源保

障，极具成本优势，短短几年间闯进前十，发展态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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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氧化锂

10月中国主要生产厂家氢氧化锂产量约为2.44吨，环比

增加10.41%，10月份，企业生产趋于稳定，前期因原料问

题未生产企业出现增量，今年新投项目持续爬坡。

11月中国氢氧化锂预估产量 2.50万吨，环比增加

2.46%，10月份某企业新项目试车，预计11月份或有小量产

出，22年新投项目持续爬坡。

          三元前驱体

     10月中国三元前驱体产量8.77万吨，环比增3.54%，同比

增加51.34%。个别企业海外出口订单需求有所下降，导致

增速有所放缓，但其他企业产量仍在增加当中。

11月中国三元前驱体预估产量9.32万吨，环比增加

6.27%，同比增加60.05%。

          三元正极材料

10月中国三元正极材料产量6.18万吨，环比增加

9.861%，同比增加79.22%。10月在“抢装”的行情下，

动力电芯企业对三元正极材料需求提升明显，企业普遍增产

当中，导致产量增加明显。

11月中国三元正极材料产量5.91万吨，环比下降

4.37%，同比增加60.9%。由于个别电芯企业电芯库存较

高，有削减三元正极需求可能，个别三元正极企业排产计划

有所下降。

          钴粉

10月中国钴粉产量为743吨，环比下滑2.62%，同比下

跌2.75%。1-10月钴粉累计产量为7280吨，累计同比下跌

8.27%。10月原料钴盐价格连续上调，激发业者看涨情绪，

钴粉行情小幅上扬，龙头企业订单基本排满，满负荷运行。

但中小型企业出于成本压力，接单情况相对较差，开工率低

负荷运行，导致10月钴粉产量小幅下滑。

11月钴粉产量预计745吨，环比上涨0.27%。11月下游

硬质合金行业对钴粉需求没有明显提升，且株洲地区受疫情

影响，一定程度影响对原料采购需求，加上头部企业率先降

价，下游备库更为谨慎。不过头部企业前期签单较多，多以

交付前期合约为主，开工率维持高负荷运行。预计11月钴粉

产量偏稳运行。

          电解钴

10月全国电解钴产量为885吨，环比下跌10.61%，同

比上涨105.81%。1-10月累计产量为6995吨，累计同比上

涨8.11%。浙江格派电解钴年产2000金吨电解钴项目于

2022年10月投产，10月21日第一批电解钴产品成功下线，

为国内电解钴市场新添一员。不过10月终端需求淡稳，冶炼

厂出货不畅，部分华东以及西北地区选择减产，国内电解钴

产量下滑。

11月全国电解钴产量预计960吨，环比上涨8.47%，同

比上涨94.33%。11月欧洲市场需求低迷，下游对后市看法

偏空，对原料电解钴采买兴趣较低，国际钴价有望继续回

落。受此影响，冶炼厂心态承压，开工率难有提升，不过华

东某冶炼厂做库存为主，开工率有望趋于满产，预计11月电

解钴产量小幅增多。

          四氧化三钴

10月中国四氧化三钴产量为0.59万吨，环比上涨

6.31%，同比下跌18.31%。1-10月四氧化三钴累计产量为

5.44万吨，累计同比下滑22.29%。10月钴酸锂头部需求稳

步提升，市场询单情况表明进入复苏期，带动四氧化三钴企

业开工积极性提升。特别是头部企业商谈情况明显增多，使

得四氧化三钴产量小幅上涨。

        11月中国四氧化三钴产量预计为0.58万吨，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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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1月数码需求仍处于缓慢恢复阶段，钴酸锂企业依

单生产为主，新签订单较为稀少。加上原料价格频繁下调，

加剧业者看空心态，使得下游钴酸锂企业入市采买情绪不

高，买卖双方持续商谈博弈。主要生产商以履行协议为主，

预计11月产量稳中有降。

          锰酸锂

10月中国锰酸锂产量为0.57万吨，较上月减少30吨，

降幅在-0.52%。本月，产量减少的主因是各别中小型企业

有所减产，使产量环比小幅下降；其他生产企业生产基本保

持平稳为主。

          钴酸锂

10月中国钴酸锂产量为0.60万吨，环比增加400吨，涨

幅在7.13%。10月生产企业多交付前期订单为主，由于锂盐

价格上涨速度较快，新订单增加有限，企业基本平稳生产为

主。

          磷酸铁锂

1 0 月 全 国 磷 酸 铁 锂 产 量 为 1 1 . 2 万 吨 ， 环 比 增 加

13.54%。10月份磷酸铁锂在“抢装”背景下继续快速增

加，但新能源汽车销售十月开始增速有所疲软，叠加个别电

芯企业成品库存较高，10月之后磷酸铁锂增速有所放缓。

11月份预计磷酸铁锂产量为11.77万吨，磷酸铁锂仍有

产能持续释放当中，环比增加5.13%。

          负极材料

10月份中国主流负极企业负极材料产量为11.43万吨左

右，环比上升8.24%，同比增长90.18%。10月，头部大厂

产能逐步释放但增速有所放缓，同时金汇能、坤天等几匹黑

马杀出，有新建产能不断投产，产量在本月大批释放。后续

仍有其他负极产能将陆续释放，预计11月份产量在11.57万

吨左右，环比增长1.22%。

          六氟磷酸锂

10月份中国主流六氟磷酸锂企业产量约为12050吨，环

比增加16.88%，同比增加135.54%。9月因上游原料五氯化

磷供紧及碳酸锂货紧价高，六氟企业排产有所小幅下滑，10

月下旬五氯化磷供紧情况有所缓解叠加头部企业新增产能达

产，10月产量大幅增长。下游电解液企业以长单为主，刚需

采购，场内产销平稳。

11月，随着头部企业新增产能四季度加大出货量，六氟

产量仍将增加，预计11月产量约为1.36万吨，环比增加

12.70%。

          电解液

10月中国电解液主流企业产量约为84895吨左右，环比

上涨2.23%。10月份，数码与储能电池市场依旧平平，动力

电池需求尚可。电解液企业多以长单为主，整体市场供需平

稳，场内部分企业新增产能有所释放，产量稳中有升。

11月，下游动力电池需求依旧平稳为主，数码与储能市

场维持弱稳。场内依旧以长单为主，供需持稳，企业开工率

保持高位，预计11月份电解液产量为8.6万吨左右，环比上

涨1.35%。

          隔膜

10月中国锂电池隔膜产量约11.18亿平方米，环比增长

9.72%，其中干法（聚丙烯PP）隔膜产量约2.3亿平方米，

湿法隔膜（聚乙烯PE）产量约8.88亿平方米。目前隔膜企业

新建产能逐步爬坡，隔膜产量稳中有升。

预计11月中国锂电池隔膜产量约11.83亿平方米，环比

增长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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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11月锂电原材料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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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

资料来源：Mysteel新能源



首个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网发电

10月1日消息，国际首个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

示范项目在河北张家口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规模为100

兆瓦/400兆瓦时，核心装备自主化率100%，每年可发电

1.32亿度以上，能够在用电高峰为约5万户用户提供电力保

障，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9万

吨，是目前世界单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新型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示范项目技术由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提供，投

资方为巨人集团张北巨人能源有限公司，设备提供方为中储

国能（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该项目于2020年10月开工建

设，2021年12月完成设备安装及系统集成，开始带电调试。

美国将大疆等13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外交部回应

美国时间10月5日，美国发布了直接或间接在美国运营

的第二批“中国军事企业”名单，13家中国公司被列入其

中，包括北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华大基因、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CIECC)、中国化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CNCE-

C)、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从科技、中国中车、中科曙

光、中译语通、深圳大疆、浙江大华技术、奇虎360。中方

外交部称：美方出于维护科技霸权需要，滥用出口管制措

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这种做法背离公平竞

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

益，也将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这种做法阻碍国际科技交流

和经贸合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都将

造成冲击。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

化，阻挡不了中国发展，只会封锁自己、反噬自身。

2022年7-8月全国锂电总产量超过145GWh

10月14日，工信部发布，2022年7－8月，我国锂离子

电池行业持续快速增长，根据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及研究

机构测算，7－8月全国锂电总产量超过145吉瓦时。电池环

节，消费型电池产量超过21吉瓦时，动力型电池产量超过

104吉瓦时。出口贸易稳步增长，7－8月全国锂电出口金额

达到654亿元。

全球产能最大的三代高压密磷酸铁锂生产线投产

10月18日上午，全球目前产能最大的三代高压密磷酸铁

锂生产线——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8.5万吨三代高压实密

度磷酸铁锂产品下线仪式在四川遂宁隆重举行。本次8.5万吨

生产线的正式投产，标志着四川锂源三代高压密磷酸铁锂产

品供应瓶颈将得到有效缓解，整体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有效

提升。

24个项目 抽水蓄能年度核准超3000万千瓦

     截至2022年10月21日，“十四五”期间已核准抽水蓄能

电站共计35个项目，装机规模合计为4509.8万千瓦，项目投

资金额合计约为3451亿元。其中，2021年核准电站11个，

装机规模合计1380万千瓦，投资金额约898亿元。2022年至

今已核准电站24个，装机规模合计3129.8万千瓦，投资金额

约2553亿元。

兴储世纪甘肃夏河县桑科镇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投运

10月23日，兴储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河县桑科镇光

储微电网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行。该项目采用新一代的磷酸

铁锂储能柜，储能柜自身的热管理系统，具备加热和制冷功

能，能利用微电网的富裕能量功能进行机柜内部温度的调

节，当发电有多余能量时启动温度调节，并结合保温设计，

确保电池良好的使用环境；磷酸铁锂储能可以达到8000余次

循环寿命，使用寿命长达15年。

云南首座重卡充换储能源站投入使用

10月25日消息，云南建投集团云建绿砼经开搅拌站建成

云南首座重型卡车充换储综合能源站并投入使用。据悉，一

台纯电动搅拌车换电只需要2-3分钟，续航可达150公里；一

台装载机充电1小时，续航可达7小时。

苹果公司倡议全球供应商2030年前实现脱碳 欣旺达等企业参

与承诺

10月25日，苹果公司宣布发起一项新的供应链去碳化倡

议。呼吁其全球供应链采取新措施，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

题，并采取全面的脱碳方法。该公司将评估其主要制造合作

伙伴为实现与苹果相关的业务脱碳所做的工作，包括使用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将跟踪年度进展。

中国电建签约南京市六合区冶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10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冶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签约仪

式在南京市六合区政府举行。水电三局与南京市六合区政府

签订《南京市冶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

该项目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冶山铁矿区域内，距

六合城区直线距离22公里。电站初拟装机容量80万千瓦，工

程年发电量初拟为13.4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初拟为17.87

亿千瓦时。水头约314米，上下水库调节库容均为584万立方

米。

西藏开投昌都八宿光伏电站化学储能配建项目并网

10月31日，西藏开投昌都八宿光伏电站4MW/20MWh

化学储能配建项目成功并网。这是西藏存量光伏增配储能的

46个电站中第一个实现并网发电的储能项目。该项目投运

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增加3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

约369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996吨。

工信部批复组建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

11月7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组建国家石墨烯创

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

等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依托宁波石

墨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组建，建设地位于浙江宁波，股东单

位充分汇聚了浙江、江苏、广东等14个省份的行业创新力

量。创新中心面向石墨烯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围绕石墨烯

材料规模化制备、石墨烯材料产业化应用和石墨烯行业质量

提升等研发方向，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支撑打造贯穿石

墨烯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价值链的创新

体系，助推我国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

电池级碳酸锂现货均价续创历史新高

11月14日电，据上海钢联11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电

池级碳酸锂现货均价上涨2500元/吨至59万元/吨，续创历史

新高。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的持续上涨，让上市公司纷纷布局

“锂矿资源”，布局的版图已经从国内走向海外，耗资几亿

元甚至上百亿元不等。不过，有部分专家认为，随着产业链

补短板以及供求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预计明年碳酸锂价格

有望出现大幅回调。而随着碳酸锂价格回调，企业豪赌锂矿

资源的收益存较大变数。

加拿大要求三家中国公司剥离在加锂矿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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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加拿大工业部以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国内

外关键矿产供应链为由，要求三家中国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

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中矿资源旗下中

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香港孙公司盛泽

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及藏格矿业旗下子公司藏格矿业投资

（成都）有限公司。

西藏水风光储能源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成立

11月10日，西藏自治区水风光储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第一

届理事会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大会举行了创新中心揭牌仪

式，组建成立了由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8位国家勘测设计大

师、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将坚持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推动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并聘任张宗亮院士为学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据了解，西藏自治区水风光储能源技术创新

中心2021年12月经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准建设，致力于研究高

原高海拔条件下水风光储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

中国电建签约菲律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11月16日，中国电建与菲律宾科赫科巴迪奥公司在马尼

拉举行签约仪式，正式签署菲律宾基邦岸500MW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同。该项目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

拉行政区本格特省基邦岸，距马尼拉约365公里。项目主要

工作内容为建设新的上下游水库、水道和地下厂房等。项目

建成后，将为促进吕宋岛电源结构优化、保障能源电力安

全、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浙江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完成并网测试

近日，浙江萧电储能电站完成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储能

项 目 并 网 测 试 工 作 。 该 项 目 采 用 智 光 电 气 技 术 研 制 的

6-35kV/移动式储能/新能源并网检测装置。是一座集中布

置、集中调控、独立统调的大型电化学储能示范电站。本次

并网测试可全面体现储能电站的并网特性，保障其并网后安

全可靠运行，为储能电站在电网侧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经验

借鉴。

锂电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预警拉响

近一个月以来，锂电相关企业扩产消息不断，宁德时

代、国轩高科、赣锋锂业、亿纬锂能、欣旺达、孚能科技等

主要锂电上下游企业相继宣布多个扩产计划。下游新能源汽

车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使得锂电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扩产的同

时，也给整个行业传来电池产能过剩预警。业内人士表示，

地方政府在对锂电投资扩产项目进行审批时，一定要核实企

业的真实技术水平，衡量其产品未来是否具有竞争力，企业

究竟能不能盈利，能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真正的GDP增长以

及能否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对于盲目扩产的企业与低质低水

平的产品坚决不要引入，这样才能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甘肃张掖十四五第二批新能源竞配结果公示2GW风光预计配

储能400MW/800MWh

10月2日，甘肃张掖十四五第二批风光项目竞配结果出

炉，共计1.5GW风电、500MW光伏，由22家企业独立或联

合体形式中标。根据此前竞配招标公告，本次竞争性配置的

总规模220万千瓦，共有11个风电项目（合计1.6GW）、6

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0.6GW）同时竞配,目前仍有3个项目

仍未开标。且根据此前竞配要求，项目新增储能不低于项目

规模的20％，储能放电时长不小于2小时，鼓励选择效率更

好的集中式电网侧储能方式。以此预估此次甘肃张掖市“十

四五”第二批风光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预计此次开标的风

光配储规模将达400MW/800MWh以上。

200MW/400MWh 宁夏盐池新能源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招标

      10月3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宁夏电力

国能盐池200MW/400MWh新能源共享储能电站项目EPC总

承包工程（一标段）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公告。公告中显示，

该项目地点位于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拟在国能盐池县建设容

量为200MW/400MWh储能电站，第一标段建设建设

35MW/70MWh储能电站,配套建设一座110kV升压站及其附

属设施，拟通过1回长度约为2km的110kV输电线路接入已

建成的宋堡330kV变电站110kV间隔。工期为3个月，计划

2022年10月30日开工。

100MW/200MWh 宁夏宁东配套储能电站总承包工程招标

10月3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宁夏电

力 国 能 宁 东 复 合 光 伏 基 地 项 目 配 套 储 能 一 期

100MW/200MWh储能电站EPC总承包工程（一标段）公开

招标项目招标公告。公告中显示，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宁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拟在国能宁东复合光伏基地配套建设容

量 为 2 0 0 M W / 4 0 0 M W h 储 能 电 站 。 本 期 建 设 一 期

100MW/200MWh储能电站，拟通过35kV线路接入临近发

电基地配套建设的1座330kV变电站。工期为3个月，计划

2022年10月30日开工。

山东电建中标华电宁夏共享储能电站总承包项目

10月8日，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发布华电

宁夏灵武一期200MW/400MWh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储能站区

EPC总承包、升压站及送出线路EPC总承包中标结果公示。

公示显示，储能站区EPC总承包中标人、110kV升压站及送

出线路EPC总承包中标人均为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100MW/200MWh 山东烟台集中式储能电站设备采购

10月19日，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发布山东电力

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2022年第87批招标（烟台市福山区

100MW/200MWh集中式（共享）储能电站项目设备采购）

招标公告。公告显示，该项目位于烟台市福山区，装机容量

为100MW/200MWh储能电站设备采购，招标范围包括综合

自动化系统、220kv线路保护、储能控制终端等。

100MW/200MWh 中国能建湖南院中标中广核湖南新田储能

项目

11月14日，中国能建湖南院中标中广核湖南新田储能

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项目EPC总承包。该项目位于湖南

省永州市新田县，为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化学储能电站。

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平滑新能源电厂出力，为构建安全可靠

湖南电网提供保障。

50MW/100MWh 国家电投武汉储能系统直流侧设备采购

11月25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发布

国家电投武汉南都(鄂州)50MW/100MWh集中式储能项目储

能系统直流侧设备采购招标公告。公告显示，该项目地点为

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葛店镇，建设规模50MW/100MWh，

采用磷酸铁锂电池。负责采购储能直流侧设备，包含但不限

于储能电池舱(含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及附属设备)、EMS设

备、电池舱与交流舱之间的一二次电缆等。

200MW/400MWh 广东肇庆拟建独立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

10月8日消息，广东肇庆广宁县将建设200M/400MWh

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由华

电参股的新能源发电上市企业广东协合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项目计划在广宁县翠竹220kV变电站周边，建设

一 个 独 立 的 电 网 侧 储 能 电 站 ， 总 计 划 建 设 储 能 容 量

200MW/400MWh，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开发建设。整个项

目同步建设220kV升压站1座以及配套综合设施，建成后拟接

入翠竹220kV变电站高压侧（最终接入方案以电网接入系统

批复为准）。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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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W/300MWh 蒙能东苏巴彦乌拉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启

动

10月8日消息，蒙能东苏巴彦乌拉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日

前在锡林郭勒盟启动。该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目。项目地点

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境内，静态投资

53.55亿元，由蒙能集团投资建设。其建设规模为100万千瓦

风电场，场内修建道路，拟安装单机容量6.0兆瓦及以上风电

机组和2座220千伏升压站，每座升压站通过220千伏线路接

入蒙西电网东苏旗500千伏变电站，并按照装机容量的15％

配置储能，储能规模为150MW／300MWh。

总投资超350亿元 新集能源签约“风光火储”一体化项目

10月14日，新集能源与六安市政府、皖能股份公司三方

签署“风光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原则，共同打造六安市“风光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综合能

源供应项目，主要包括煤电项目、抽水蓄能项目和风电光伏

项目等，预估总投资将超过350亿元。

龙佰集团拟40亿元投建合成金红石及硫酸亚铁生产线

10月18日，龙佰集团公告，为充分发挥公司在钛产业的

技术、市场、资金优势，同时有效解决金昌地区过剩氯碱废

电石渣、冶炼副产硫酸资源，实现废电石渣、冶炼副产硫

酸、酸性废水等废副资源的综合利用，公司下属子公司甘肃

佰利联化学有限公司拟投资40亿元人民币建设金昌冶炼副产

硫酸资源及氯碱废电石渣综合利用生产40万吨合成金红石项

目。

宝马集团牵手远景动力为美国工厂供应电芯

10月19日，宝马集团与远景动力开启全新合作，宝马集

团将采购远景动力生产的下一代锂离子电芯，使用在美国斯

帕坦堡工厂将生产的下一代电动车型上；远景动力也将在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新建工厂，用于生产该电芯，该工厂计划年

产能为30GWh。

翔丰华拟投建年产2万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负极配套生产线

10月25日，翔丰华发布公告，拟建设年产2万吨新能源

汽车用动力电池负极碳化生产线和年产4万吨人造石墨负极原

料粉碎整形线及包覆线生产线，及其它生产辅助设施、办

公、仓储物流配套设施等，项目投资总额约1.5亿元。

总投资10亿元 韶能股份计划拓展抽水蓄能项目

10月25日，韶能股份公告称，公司与湖南省耒阳市政府

签订耒阳市灯盏窝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拟由公

司投资该项目。该项目拟建于耒阳市南阳镇淝江村3组及周

边。本项目规划总装机约12万千瓦，总投资超过10亿元。

上海格派电池材料项目落户江西

10月29日消息，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建的

格派新能源电池材料一体化项目开工。据悉，该项目位于广

西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环片区，总投资101亿元，其中一期

投资48亿元，达产后年产值90亿元、预计可年创税6亿元，

所生产的三元前驱体及硫酸镍产品将应用于动力电池等领

域。

总投资100亿元 湖北南漳6GWh储能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

10月30日，南漳县与卓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6GWh储能

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据了解，南漳县卓阳6GWh储能生

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00亿元，其中：投资24亿元，建设

6GWh储能生产线；投资76亿元，建设风电储一体化基地。

6GWh储能生产线，主要从事电化学储能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6GWh储能电池模组及

储能系统智能工厂，二期建设6GWh储能电芯智能工厂。

布局钠离子电池 七彩化学拟与美联新材投建年产18万吨电池

级普鲁士蓝（白）项目

11月16日晚，七彩化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与美联新材拟

共同出资设立辽宁美彩新材料有限公司并以该标的公司为实

施主体投资25亿元建设年产18万吨电池级普鲁士蓝（白）项

目。该项目拟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3亿

元，拟建设1万吨生产装置，预计于2023年底建成投产；二

期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8亿元，拟建5万吨生产装置，预计

2024年建成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14亿元，拟建

12万吨生产装置，预计2026年建成投产。

华盛锂电拟投建年产2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11月16日，华盛锂电公告称，公司与江阴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投资框架协议，拟与控股子公司华赢新能

源合资设立子公司——江苏华盛联赢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四大原材料之一的负极材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预计项目总投资约12.6亿元，其中建设投资10.2

亿元，流动资金2.4亿元。

150MW/300MWh 内蒙古锡林浩特拟建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锡林浩特市泰富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拟建锡林浩特市泰富

150MW/300MWh共享储能站项目。11月16日，锡林郭勒

盟水利局公示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项目计划于2023

年4月开工建设，2023年10月建设完成，总建设工期7个

月。

27亿元 储能制氢一体化项目在辽宁开原签约落地

11月17日，铁岭市举行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开原储能制

氢一体化项目借助辽洽会推动项目签约落地。据悉，项目总

投资27亿元，此前不断加快推进速度，顺利成为辽洽会全省

签约项目。

3.5GWh高效锂电池电芯产业基地项目落户山东东营

11月18日，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与华能山东发

电有限公司、山东高登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功举行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山东高登赛能源集团锂电池产业基地项目

正 式 落 户 河 口 经 济 开 发 区 。 该 公 司 拟 在 河 口 区 建 设 的

3.5GWh高效锂电池电芯产业基地项目，计划投资20亿元，

占地约80亩，建成后形成3.5GWh高效锂电池电芯产能，预

计可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年利税3.5亿元。

比亚迪又一动力电池基地落户浙江温州 年产能20GWh

11月23日下午，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云

签约仪式举行。该项目将在浙江温州布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和相关配套核心零部件产业，助力温州打造千亿级新能源

汽车产业集群。据悉，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将落地温州永嘉县桥头镇，规划年产能20GWh。该项目拟

生产的动力电池采用目前极具潜力的电池技术之一，有望带

动新能源全产业链高质量大发展，联动温州现有动力电池、

汽车电子、汽摩配等产业转型升级，预计2024年实现第一条

产线投产。

埃克森新能源电池产业园项目落户云南大理

11月23日消息，深圳埃克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大理

州人民政府在云南大理举行埃克森新能源（祥云）电池产业

园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据悉，本次签约的埃克森新能源

（祥云）电池产业园项目规划总投资85亿元，拟计划在云南

大理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两期建设18GWh储能和特种电

池产能。

天齐锂业正就重启雅江措拉锂辉石矿采选一期工程选厂进行

可行性研究

11月27日，天齐锂业表示正在就重启雅江措拉锂辉石矿

采选一期工程选厂进行可行性研究；该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源保障能力，提升公司生产原料供应链

的稳定性。资料显示，雅江措拉锂辉石矿属亚洲最大规模的

甲基卡锂辉石矿区的西矿段，该矿区矿石量约1971.4万吨，

折合氧化锂资源量约25.57万吨，平均品位1.3%，锂资源量

折合碳酸锂当量约6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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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W/2GWh 河南金阳全钒液流储能电池产线试生产

1 0 月 1 日 ， 淅 川 县 金 阳 储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500MW/2000MWh储能电池装备制造一期项目实现试生产

炉窑点火。据悉，该项目位于淅川县香九厚工业园区，总投

资12亿元，于2021年11月30日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生产线，可实现70亿元

的工业增加值，实现纳税5亿元的税收，可贡献500个就业岗

位。

10亿元 一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开工

10月1日，2022年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重大产

业项目开工活动举行。其中总投资10亿元的一沧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赫然在列。该项目计划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3.5亿元，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主营产品为磷酸铁

锂正极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医疗设备

等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制备。项目建成达产后，预

计年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2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山西尚太锂电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三期投产

10月10日，位于昔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尚太锂电

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三期项目正式投产。此次投产的三期项

目规划产能12万吨，项目总投资20亿元。项目从2022年1月

破土动工，截至目前，所有的厂房、宿舍楼及配套设施已经

全部完成，设备也已安装到位。预计项目投产后，可实现产

值60亿元，解决劳动力就业1000余人。

4.5GWH产能江苏恒安锌溴液流储能电池项目一期试产

10月15日下午，江苏恒安锌溴液流储能电池项目一期试

产，项目总投资5亿美元，规划产能4.5GWH，将与华能、

华电、国能、国电投、中节能等企业开展全面合作，供应全

国乃至全球市场，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税

收3亿元以上。其中，项目一期规划产能1.5GWH，预计年

产值15亿元。

20亿元 江西江铼新材料6万吨/年锂电池回收项目开工

10月20日消息，江西江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6万吨/年

锂电池回收资源利用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

占地150亩，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共设计3条全自动生产

线。一期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设计2条全自动生产线。

15GWh储能系统总投资100亿元中电国核新能源产业项目开

工

10月20日，总投资100亿元中电国核新能源产业项目在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正式开工。该

项目总规划用地600亩，总投资100亿元，分两期实施。一期

投资40亿元，规划用地200亩，总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

米，规划建设4GWh水系电解液电池及6GWh储能系统产业

化项目，建设工期2022—2025年，一期项目达产后，将实

现年新增销售收入80亿元，利税2.4亿元。

孚能科技年产3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开工

11月1日，孚能科技赣州新基地，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

电池项目正式开工，位于江西省赣州市新能源科技城，总体

规划建筑面积约44万平米，规划生产SPS大软包及新能源电

池。

2400MW 湖北省两大抽水蓄能项目开工

11月10日，三峡集团所属湖北能源长阳清江抽水蓄能项

目和湖北远安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长阳清江抽水蓄能项

目总投资88.69亿元、设计装机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

承担湖北电力系统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储能和紧急事

故备用等任务，预计年发电量12.3亿千瓦时。湖北远安抽水

蓄能电站主要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厂房发电系统、下水库

等建筑物组成，计划安装4台单机容量30万千瓦的单级混流

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永兴材料超宽温区超长寿命锂离子电池项目全面投产

11月16日，永兴材料表示，近日控股子公司湖州永兴锂

电池技术有限公司超宽温区超长寿命锂离子电池项目全面投

产，并将参与为宁波朗辰新能源50MW/100MWh独立储能

电站项目提供钛酸锂电池储能系统。

1800MW 湖南攸县广寒坪抽水蓄能电站开工

11月17日，湖南攸县广寒坪抽水蓄能电站在株洲攸县举

行开工仪式。攸县广寒坪抽水蓄能站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攸

县境内，由中南院承担勘测设计，电站装机容量180万千

瓦，安装6台单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

动态总投资119.75亿元，是攸县历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项

目，也是湖南省抽水蓄能“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

中科海钠阜阳全球首条GWh级钠离子电池生产线产品下线

11月29日上午，中科海钠（阜阳）全球首条GWh级钠

离子电池生产线产品下线仪式举行，标志着阜阳海钠具备了

GWh级钠离子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在产业化发展上迈出

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由此，阜阳海钠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实现

GWh级钠离子电池规模化生产的企业。

华创新材获五大动力电池巨头青睐锂电池铜箔扩产提速

10月4日消息，锂电铜箔生产商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

公司完成了新一轮的战略融资。除了吸引了宜宾晨道、三汇

青木等投资基金外，还吸引了五大动力电池厂商参投。华创

新材完成此轮融资后，亿纬锂能间接持股2.5201%；宁德时

代间接持股2.2051%；国轩高科间接持股0.63%；欣旺达间

接持股0.63%；珠海冠宇间接持股0.63%，华友控股持有华

创新材股权69.5167%。据悉目前公司在国内有安徽铜陵、

广西玉林、江西南昌三大生产基地。此外，浙江衢州、内蒙

古鄂尔多斯等新建生产基地正在规划中。公司的铜箔产品主

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码与储能电池领域。

中创新航正式登陆港交所成港股首家动力电池上市企业

10月6日，中创新航正式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华泰国际

为独家保荐人。成功上市后中创新航成为香港今年第三大

IPO。中创新航此次IPO吸引了众多产业资本，15名基石投

资者合计认购约7.36亿美元，占募资总额的43.3%。其中有

8家产业类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阵容强大，包括天齐锂业、

大族激光、精测电子、盛屯矿业、小鹏汽车等知名上市公司

均在列。

食品企业进军储能 黑芝麻拟对天臣新能源增资5亿元

10月10日，黑芝麻公告，公司拟将部分资产进行处置，

拟授处置的资产账面值合计约6.64亿元，另外，公司拟对天

臣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5亿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天臣新

能源59.09%股权。本次增资后，公司拟同步在江苏南京

市、江西南昌市建设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基地，生产方型磷酸

铁锂电池等系列产品，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8GWh方形

磷酸铁锂电池的生产规模，全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

136亿元。

芳源股份拟向全资子公司增资6.38亿元 用于实施锂电材料项目

10月14日，芳源股份公告，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江门市芳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6.38亿元，用于其募投

项目“年产5万吨高端三元锂电前驱体(NCA、NCM)和1万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的实施。

宁德时代与美国分布式光伏+储能开发运营商达成协议独家供应

储能电池

10月18日，宁德时代宣布与美国公用事业和分布式光伏

+储能开发运营商Primergy Solar LLC(Primergy)达成协

议，为Gemini光伏+储能项目独家供应电池。据悉，Gemini

项目总投资达12亿美元，部署了690MWac/966MWdc太阳

能电池板和1.416GWh储能系统，项目完成后，将成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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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光伏储能项目之一。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为Prim-

ergy提供长寿命、高集成和高安全的户外液冷储能电柜

EnerOne，该产品采用热稳定性高的磷酸铁锂电芯，循环寿

命可达10000次。此外，宁德时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及其

制备方法、用电设备”专利公布不，该申请涉及太阳能电池

领域。

循环寿命超12000次 亿纬锂能推出560Ah超大容量储能电池

10月20日晚，亿纬锂能重磅推出新一代储能电池——

560Ah的超大电池。该款储能电池设计可减少47%的零件数

量，提升30%的生产效率。在核心价值上可实现电芯、系统

两个层级成本双降。电芯设计成本降低5%，电芯生产成本降

低30%，系统设计成本降低20%、系统生产成本降低30%，

最终实现总成本降低10%。据悉，生产该电池的超级工厂已

在云南青海等地建设，预计将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交付。

新宙邦拟与亿纬锂能对合资公司共同增资1.5亿元

10月20日，新宙邦公告称，拟与亿纬锂能对荆门新宙邦

共同增资1.5亿元。增资完成后，荆门新宙邦的注册资本将提

升至2.25亿元，同时新宙邦持有荆门新宙邦股权比例从80%

下降至70%，但仍为荆门新宙邦的控股股东，亿纬锂能持股

30%。

电池回收公司博萃循环完成数千万元融资

10月21日消息，近日，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A轮数千万融资。本轮融资由致道资本联合中科创星共同领

投，吴中金控、奇绩创坛跟投。此轮融资，将用于公司电池

材料再生技术研发及符合欧洲、北美标准的核心装备的研制

等。

比亚迪与绿联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便携式储能产业发展

10月22日消息，深圳比亚迪电子和绿联科技在绿联总部

举行了座谈交流会，双方围绕便携式储能相关领域，开展产

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推进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联合研

发的第一款户外电源将在近期面市。

颜料龙头百合花跨界锂电 定增募资布局磷酸铁锂项目

10月23日，颜料龙头企业百合花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

实控人陈立荣定增募资不超过11.77亿元，投向年产40000

吨磷酸铁锂项目等4个项目，并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布局新能源材料业务，从而形成“化工材料+新能源材

料”双主业的业务结构。

雅保公司2亿美金收购广西天源

10月25日，雅保公司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宣

布，其子公司Albemarle Lithium UK Limited于今日顺利完

成对广西天源新能源材料公司2亿美金（约合人民币14亿

元）的收购。据了解，广西天源拥有一座锂转换工厂，设计

年转化能力高达2.5万吨LCE，可以生产电池级碳酸锂和氢氧

化锂。

振邦智能拟募集资金2.2亿元用于布局储能产品

10月25日，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公告

称，拟募集资金不超过7.9亿元，其中，将所募集资金的2.2

亿元用于布局储能及逆变器产品生产线，提升规模化生产能

力。邦普智能提到，本次拟扩产产品包括电化学储能系统、

逆变器及储能部件，主要应用领域为户用储能、工商业储

能、便携式储能。

高端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厂商天目先导获小米投资

10月28日消息，近日，企查查APP显示，溧阳天目先导

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股东湖北小米长

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苏控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等。天目先导成立于2017年5月，专注于锂离子电池新

型高端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世界范

围内较早的纳米硅负极核心授权专利，产品应用于电动汽

车、消费电子、电动工具、规模储能等领域。经营范围包含

锂电池负极材料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等。

电池回收企业湖南顺华锂业完成超1亿元A+轮融资

10月31日，电池回收企业湖南顺华锂业有限公司完成超

1亿元A+轮融资。本轮投资由五矿创投、江苏国信领投，蜂

巢能源直投，深圳中小担、科源棕榈创新基金、国华投资、

湖南壹同等机构跟投，深圳高新投、国科开研等原股东增

持。此前，顺华锂业曾获得国投集团的投资。据了解，本轮

融资主要用于汨罗15万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及废料的再生利

用工程和新技术研发。

跨界储能 央企控股上市企业拟收购天津力神两大子公司

10月31日，中国诚通控股的上市企业中冶美利云产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正在筹划拟向天津力神发行股

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天津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力神

电池（苏州）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美利云表示可

能向天津力神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相关资产和负债，并将

视具体情况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固态锂电池企业卫蓝科技完成近15亿元D轮融资

11月4日，固态锂电池企业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宣布完成近15亿元D轮融资，本轮领投方为中国诚通混改

基金，中信建投、国投创益、招商局资本、德屹资本、隐山

资本、和暄资本、湖州经开、云和方圆资本等跟投，老股东

淄博景能继续加注。光源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

浙江全维度能源获A轮融资新能源储能业务加速筹建

11月7日消息，近日，浙江全维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

成A轮融资，投资方为德宏股份。据了解，全维度能源科技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储能系统、新能源电源相关产品的

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技术涵盖便携式储能、户用

储能、工商业储能、逆变器、电池管理系统（BMS）、储能

变流器（PCS）、能源管理系统（EMS）等，公司具有较为

完整的储能闭环产业技术，目前主要产品为便携式储能电源

等。

压缩气体储能领域的新势力 嘉泰新能完成天使轮融资

11月7日消息，日前，北京嘉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宣布

完成数千万元的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科光荣基金领

投，联想创投，云上贵州基金跟投。据悉嘉泰新能核心团队

成员均来自电力专业院校、电力科研机构和电力系统单位。

有极其丰富的能源电力（包括新型储能）领域技术积淀及商

业资源，核心科研团队自2012年开始致力于压缩气体储能技

术的研究与积累，参与了多个国家级储能示范项目的建设，

是中国最早涉足压缩气体储能技术落地的团队之一。

萃华珠宝拟6.12亿元收购思特瑞锂业51%股权布局新能源锂

电行业

11月10日，萃华珠宝公告，拟6.12亿元收购思特瑞锂业

51%股权。在以黄金珠宝饰品为主营业务的同时，计划布局

新能源锂电行业，大力发展锂盐产品相关业务。四川思特瑞

锂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金3000万元，项目一

期投资1.2亿元，主要生产电池级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等

锂系产品。

募资约4.4亿美元锂电企业欣旺达GDR正式登陆瑞交所

11月14日，欣旺达公告称，公司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

（简称“GDR”）于中欧时间2022年11月14日在瑞士证券

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GDR共计2875.90万份，对应的基

础证券为1.44亿股公司A股股票。据悉本次发行的GDR数量

为2875.9万份，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约为1.44亿股，

募集资金总额约为4.40亿美元。所募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全

球业务发展和国际化布局、研发投入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化竞争力。

全钒液流储能巨头即将开启IPO

11月18日消息，近日安信证券公布了大连融科储能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预示

该公司正式开启冲击IPO之路。大连融科储能集团，即大连

博融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高性能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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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全钒液流电池储能介质的企业，可年产各类钒材料近

万吨，建成世界首条GWh/年级大规模工业化钒电解液生产

线。公司在今年1月完成A轮融资，并于4月完成股份改制。

蜂巢能源IPO受理 募资150亿用于扩产等

11月18日，蜂巢能源正式披露招股书，开启其上交所科

创板IPO之路。蜂巢能源目前是全球十大动力电池企业之

一，2022年1-10月蜂巢能源累计动力电池装车5.05GWh、

市场占比2.25%，位列全国第七。主要产品包括电芯、模

组、电池包及储能电池系统，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动力电

池及储能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储能产品方面，蜂巢能源主要

采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以方形叠片电池为主，应用于

发电侧储能、输配电领域和用户侧储能。

年内第五家储能领域企业拟赴瑞交所上市

11月24日，天赐材料公告，公司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GDR

以新增发的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作为基础证券。据悉天赐

材料是今年继欣旺达、国轩高科、格林美、杉杉股份后，第

五家在瑞交所上市的中国储能企业，公司发行GDR拟募集资

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公司拓展主营业务，推动

公司国际化布局，提升公司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能力，偿

还公司债务及补充公司运营资金等。

盛讯达拟收购宇瑞科技80%股权 跨界布局新能源上游锂矿资

源

11月25日，盛讯达公告，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宇瑞科技

80%股权，交易价格800万元，并向卢氏县宇瑞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14720万元。据悉，卢氏县宇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光

宇矿业60%股权，光宇矿业持有河南省卢氏县官坡镇蔡家锂

矿和南阳山锂矿100%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卢氏县宇瑞

科技有限公司成为盛讯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蔡家

锂矿和南阳山锂矿48%权益。

尚太科技发布招股书 拟在深交所上市

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企业的材料供应商尚太科技于11

月25日发布招股书，本次公开发行6494.37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并且发行数量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发

行 全 部 为 新 股 发 行 ， 不 涉 及 老 股 转 让 。 发 行 后 总 股 本

25977.46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33.88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预计发行日期2022年

12月19日。

豪森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过9.93亿元 用于动力锂电池项目等

11月25日晚，豪森股份公告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93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拟用于新能源汽车用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智能装备项目建

设和补充流动资金。新能源汽车用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智

能装备项目通过购置土地、新建厂房以及引入先进的生产、

检测和仓储设备，扩大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产品产能。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新增年产14条动力锂

电池智能生产线以及11条驱动电机智能生产线的产能。

首航新能拟冲刺创业板IPO上市

11月29日，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递交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预计募

资35.12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首航储能系统建设项目、新

能源产品研发制造项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城满电完成A轮首期1亿元融资 发展锂电运营新模式

12月1日，安徽城满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A轮首

期融资1亿元人民币。本轮融资由盈科资本携手淄博市经开区

产业基金共同参与。城满电此次引入政府资金，主要用于持

续发展城满电锂电数字化运营服务，探索更多场景、分段式

的锂电运营新模式。

（2）技术进展

马车动力发布Ah级硫化物全固态电芯 6分钟内可满充

广东马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自主研发的Ah级硫化

物全固态电芯，同时还公布了该硫化物全固态电芯的拆解试

验 视 频 。 据 悉 ， 该 款 全 固 态 硫 化 物 电 芯 能 量 密 度 达 到

210Wh/kg，搭配高能非金属负极后，能量密度可提升至

350Wh/kg以上。由于采用一系列自主研发的表/界面处理技

术，该电芯具有较高的空气稳定性。室温55%RH湿度条件

下耐受1h后，该款电芯仍可进行正常充放电，工作温区为

-20°C~100℃，且60°C以上支持10C快充（即6分钟内实

现满充），低至-40°C也仍具有一定的电量输出能力。

蜂巢能源发布第三代高速叠片技术

11月2日，蜂巢能源官宣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高速叠片技

术成功量产。全新的叠片技术融合了极片热复合与多片叠融

合技术，在叠片效率方面实现了颠覆性突破，达到0.125秒/

片，相比第二代效率提升超过200%，同时设备单位占地面

积同比减少超过40%，而且产品安全性更好、生产良品率更

高。作为率先将高速叠片工艺引入方形电池生产的电池企

业，蜂巢能源第三代高速叠片技术量产，将引领动力电池行

业加速进入叠时代。

中科院大连物化所研制3D打印高比能锂金属电池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设计了三维多孔

导电亲锂的Ti3C2TxMXene骨架用于高容量、无枝晶金属锂

负极，匹配三维多孔导电、超高载量磷酸铁锂正极，研制出

高能量密度、长寿命锂金属电池。所匹配的锂金属全电池

（锂负极过量50%）表现出25.3mAh/cm2的高面容量和

81.6mWh/cm2的高面能量密度，远高于目前文献中报道

值。本工作通过3D打印同时解决了锂金属负极不稳定和正极

面容量较低的问题，为研制长寿命、高比能锂金属电池提供

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大连化物所开发出高能量密度锰基混合单液流电池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储能技术研究部开发出

基于Br-辅助MnO2放电的混合型液流电池，具有能量密度

高、可逆性高的优势。科研团队在Mn2+的酸性电解液中引

入Br-，以Cd/Cd2+为负极组装成的全电池（BMFB）可在

80mA/cm2下稳定循环运行超500次，电池的能量密度超过

360Wh/L；以硅钨酸（SWO）为负极组装的电池可稳定运

行超过2000次循环。该研究为开发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的锰

基电池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恩力动力成功研制能量密度达389Wh/kg的18650电池

近日，恩力动力（Enpower Greentech, 包括在中国、

日 本 、 美 国 的 固 态 电 池 公 司 ） 成 功 研 制 出 了 容 量 达 到

4095mAh的18650圆柱电池，达到了行业领先的能量密度

（389Wh/kg和888Wh/L）。这一开发成果创造了可充电

18650圆柱形电池的新能量密度记录；与目前市场上的电池

相比，恩力的电池至少轻20%，能量密度至少提高15%，这

将为包括无人机、电动飞机及电动汽车等提供更轻、更节能

的电池。

中科院新一代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研究取得进展

近期，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腐蚀与防护中心腐蚀

电化学课题组在新一代低成本全铁液流电池储能技术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研究人员在深入理解亚铁离子氧化还

原反应机制的基础上，以负极Fe/Fe2+相变反应为切入点，

提出了配位化学设计策略，先后通过引入络合剂与极性溶

剂，协同提升了Fe/Fe2+沉积溶解反应可逆性和析氢抑制

性，实现了低成本全铁液流电池高效稳定长循环运行，有效

突破了全铁液流电池技术的瓶颈，相关研究结果相继发表在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和Small上，博士生宋玉

玺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唐奡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国内飞轮储能单机首次突破1MW

     11月14日消息，由中国核电旗下中核汇能牵头承担的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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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MW（兆瓦）级先进飞轮储能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飞轮储能单机输出功率首次达到了1MW，

这是国内单体飞轮首次达到的最大并网功率，完成了核心部

件飞轮、电机、磁轴承以及单机集成控制试验。

我国新一代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研究取得进展

11月30日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腐蚀电化

学课题组在新一代低成本全铁液流电池储能技术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实现了低成本全铁液流电池高效

稳定长循环运行，有效突破了全铁液流电池技术的瓶颈，为

低成本长寿命全铁液流电池技术产业化开发提供了技术支

撑，相关研究结果相继发表于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

istry A,2021,9,20354和Small,2022,2204356。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制备可用于锂电池的金刚石纳米线

11月30日消息，近日，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以生物基平台化合物脱水粘酸作为反应单体，首次在高温高

压条件下合成了具有原子级有序结构的金刚石纳米线，并发

现其可用作锂离子电池材料。据悉，金刚石纳米线是一种一

维的金刚石基纳米碳材料，具有与碳纳米管相媲美的强度，

但其应用一直受限于产物结构的无序性，该研究为生物质的

加工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阳光电源液冷储能新品PowerTitan全球发货已超5GWh

1月28日，阳光电源25周年庆典活动在合肥成功举行。

庆典上，阳光电源分别与天合光能、华东电力设计院、深圳

创维光伏签订了三份重大合同，共包含7GW光伏逆变器和

200MW/400MWh储能系统，覆盖大型地面光伏、大型地面

储能及户用光伏三大核心业务方向。共涉及阳光电源三款光

储新品，“1+X”模块化逆变器开创行业新品类，兼具集中

和组串双重优势，灵活设计、便捷运维，让CAPEX和

OPEX投资更节省，广泛适用于分布式和地面电站；液冷储

能新品PowerTitan秉承“三电融合”设计理念，充分发挥阳

光电源专业集成能力，为客户提供极致安全和更高收益，目

前全球发货5GWh以上。

宁德时代新一代钠离子电池有望应用至500公里续航车型

德时代研究院副院长黄起森11月29日在钠离子电池产业

链与标准发展论坛上表示，在乘用车应用方面，钠离子电池

普遍可以满足续航400公里以下的车型需求。宁德时代则通

过首创的AB电池系统集成技术，实现钠锂混搭，优势互补，

提高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使钠离子电池应用有望扩展到

500公里续航车型。这一续航车型会面向65%的市场，应用

前景非常广阔。

港华能源研究院完善储能技术路线布局

近日，港华能源研究院举办新型储能电池项目技术专家

评审会议，继镍氢气电池和液流电池技术后，储能业务再度

加码，完善储能技术路线布局，提升储能业务支撑能力。此

次评审的新型储能电池项目，是港华能源在储能技术研发方

面的深度布局。立项后，港华能源研究院将与中科院先进院

联合成立储能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将与港华能源研究院一

同落户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集中力量突破高安全、长寿命

的新型储能电池关键技术，并孵化出一套成熟可靠、技术领

先、经济可行的应用模式，完善港华零碳智慧园区和低碳工

厂项目中的储能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储能服

务。

中创新航助力smart率先获得欧盟碳足迹证书

smart新一代纯电动车家族的首位成员——smart精灵

#1动力电池率先通过T�V莱茵认证，获得基于欧盟PEFCR

和ISO14067的碳足迹证书。而该款车型搭载的动力电池，

正是中创新航生产的具备高电压、高比能、高安全和长寿命

等特性的快充产品。此次获得欧盟碳足迹证书，印证了

smart和中创新航对减少碳排放和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庄

严承诺，为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行业树立了标杆，引领业

界零碳化进程，助推全行业和供应链共同进步。

宁德时代再成立一家电池回收公司

广东睿邦电池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成立。这家公

司由北京赛科康仑、苏州博萃循环、宁德时代旗下广东邦普

循环共同持股。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回收及梯次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

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

T r a n s g r i d 公 司 计 划 在 新 南 威 尔 士 州 部 署

700MW/1400MWh电池储能系统

据外媒报道，计划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部署的

Waratah Super Battery电池储能项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该项目有望成为南半球规模最大电池储能系统。新南威尔士

州政府日前指示高压输电系统运营商和管理商Transgrid公

司开始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使该电池储能系统能够通

过电网运营商现有的变电站连接到电网。

Stellantis计划到2030年在北美再建两家电池厂

10月18日，Stellantis北美首席运营官Mark Stewart在

底特律的一场汽车会议上表示，到2030年，该公司在北美将

需要四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Stewart表示，Stellantis已宣

布两家电池合资工厂，分别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和加拿大，

并计划于2025年投产。但该公司还需要在美国、加拿大或墨

西哥再建两家工厂。

350MW/1400MWh 世界最大单期储能电站成功投入商业运

营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2022年10月18日发布新闻，宣布

350兆瓦/1400兆瓦时的“酒红”独立储能项目，现已投入商

业运营，向加州电网提供灵活可靠的电力。该电站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单期投入商业运营的储能电站，也是目前全球第二

大运营中的独立储能电站。

海藻将成钠离子电池重要材料 下一代电池性能获得提升

近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伦敦帝国学院与伦敦大学合

作，从褐藻中提取出纤维素，形成新的钠离子电池隔离膜材

料，称不仅可以防止电极生成晶枝，提高电池性能，还可以

让隔离膜变得非常坚固。团队测试指出，新电池能在充放电

1000次循环中维持高能量密度，现在团队则致力扩大隔离膜

的生产规模。

韩国开发无阳极锂电池 单次充电可续航630km

外媒报道，韩国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蔚山科学技术院联

合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出无阳极电池，单次充电可实现超长续

航 。 该 电 池 体 积 能 量 密 度 为 9 7 7 W h / L ， 比 传 统 电 池

（700Wh/L）高40%，意味着电池一次充电可续航

630km。同时，该技术在增加能量密度的同时克服了阳极体

积膨胀而使电池使用寿命降低的难题。此外，该团队通过使

用银汞石基的硫化物固体电解质成功地展示了固态半电池。

由于这种电池可以长时间保持高容量，预计未来将加速非易

爆电池的商业化。

电池快充独角兽企业StoreDot实现1000个充电循环的新纪

录

电动汽车电池初创公司StoreDot宣布，其极端快速充电

（extreme fast charging，XFC）电池单元在短短10分钟

内从10%充电到80%，进行反复充放电测试，创下在可量产

的电动汽车上实现1000个充电循环的新纪录，并且在最初的

600次循环中，没有发生明显的退化。目前公司正在将

300Wh/kg、700Wh/L的高能量密度电池（100in5）以袋装

形式运送给其全球汽车OEM合作伙伴进行测试，可充电5分

钟行驶100英里（约160.93公里）。公司正在与亿纬锂能一

起为其"100in5"电池的大规模生产做准备，预计2024年大规

模量产。

1003亿 福特汽车下发正极材料大订单

        据《韩国经济新闻》援引韩国电池业界18日消息，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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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签订供应合同之后，韩国浦项化学公司正在推进向

美国第二大汽车企业福特供应规模达二十万亿韩元（1003亿

元人民币）的正极材料。

梅赛德斯奔驰与加拿大矿商敲定14.7亿美元锂供应协议

10月20日，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表示，已与加拿大锂材料

供应商RockTechLithiumInc签署了一份原材料供应协议。

据RockTechLithium透露，这份协议的交易价值约为14.7亿

美元。

127MW/508MWhFluence公司为AES公司运营的电池储能

系统进行优化

据外媒报道，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商Fluence公司日前表

示，将使用其智能竞价软件解决方案为美国公用事业厂商

AES公司最近在加州完成部署的一个电池储能系统进行优

化 。 据 报 道 ， A E S 公 司 于 9 月 2 日 开 通 运 营 了

127MW/508MWh Lancaster Area Battery (LAB)电池储能

系统，这是一个908MWh综合部署储能项目的第二部分。

EnergyAustralia公司计划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部署

500MW电池储能项目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主要的能源开发商和发电零售商

Energy Australia公司初步计划在其新南威尔士州建造一个

装机容量为500MW电池储能系统。该公司日前表示，正在

研究在其投资组合中的1400MW的Mount Piper燃煤发电厂

部署这个电池储能系统可行性。

配储80MWh Matrix Renewables公司太阳能+储能项目获

得融资

据外媒报道，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开发商Matrix Renew-

ables公司已为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的Gaskell2号和

Gaskell 3号太阳能+储能项目完成融资，这些项目已处于后

期建设阶段。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汇丰银行、加拿大国民银

行和联邦银行为Matrix Renewables公司提供了2.17亿美

元，用于为这些项目提供建设贷款、税收股权过渡贷款和后

杠杆定期贷款，此外，美国银行在今年6月还提供了9200万

美元。

30GWh 松下能源美国第二座动力电池工厂即将开建

10月31日，松下集团（Panasonic）宣布，旗下公司松

下能源将在美国堪萨斯州兴建一座动力电池新工厂。该工厂

将在2022年11月动工、2024年开始量产。该座新厂将成为

松下位于美国的第二座动力电池工厂。据了解，该工厂主要

将生产车用圆柱形锂离子电池，新工厂的初期产能为

30GWh左右，且之后松下也将持续扩增北美车用圆柱形电

池的产品阵容和产能。

美国DFC为马拉维太阳能+储能项目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日前为马拉维的一个太阳

能+储能项目提供了2500万美元贷款，该项目中部署了一个

5MW/10MWh电池储能系统(BESS)。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

司(DFC)是一家美国政府拥有的发展金融机构，该公司首席

执行官Scott Nathan在9月21日签署了承诺书，为今年5月上

线运营的项目提供资金。

美国和印度启动联合储能工作组 支持新的可再生能源整合

10月7日，美国发布《战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部长级联

合声明》并宣布美国和印度日前启动了一个联合储能工作

组，将在一系列行业领域加强双边合作。重点内容是加强电

网运营，确保可靠、负担得起和有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包

括部署智能电网和储能系统。声明称，新成立的储能工作组

旨在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整合，以支持清洁能源转型。

德国豪掷63亿欧元建设电动车基础设施

德国政府刚刚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三年内花费63亿欧

元在全德范围内迅速扩大电动车充电站的数量。该计划中还

设想，到2030年德国的充电站数量将增加近14倍，从现在

的约7万个增加到100万个，而道路上拥有的电动汽车则从现

在的150万增长到1500万辆。

欧盟三部门达成协议 到2035年禁产燃油车

欧盟的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欧盟议会和成员国于周四

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从2035年起禁止生产新的燃油车。此举

旨在加快电气化转型，并应对气候变化，将重塑欧盟的交通

图景，标志着该地区在减少碳排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

步。该协议要求欧盟汽车制造商在2035年前实现零排放目

标，还要求欧盟在未来十年削减55%的碳排放，并制定到

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

募集最高10亿美元 SK旗下电池企业将上市

近日，韩国SK Innovation旗下子公司SK On将募集资

金准备上市。据报道，此次上市将从包括韩投伙伴在内的多

家投资公司处募集6953亿至1.32万亿韩元的投资（约合

5-10亿美元），以每股5.5万韩元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股

票。目前已确认可募集6953亿韩元投资，而最高或可达1.32

万亿韩元。预计SK On将于2026年年底前，或交易完成4年

内上市。

美国加州60MWh长时储能项目获得3100万美元赠款资助

据外媒报道，美国加州计划为一个结合钒液流电池和锌

电池混合部署的长时储能项目提供3100万美元资助，这是该

州3.8亿美元一揽子计划中的第一笔赠款。这笔资金将提供

给微电网开发商Indian Energy公司，用于部署一个60MWh

长时电池储能项目。该项目将在遇到电力中断的情况下为位

于南加州的原住民Kumeyaay部落的Viejas度假村提供备用

电力。

澳大利亚拟建年产能为1GW/8GWh的全钒液流电池工厂

液流电池制造商CellCube和储能开发商North Harbour 

C l e a n e n e r g y 正 在 洽 谈 在 澳 大 利 亚 建 立 年 产 能 为

1GW/8GWh的工厂。据悉，其已与北港清洁能源公司

（NHCE）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在澳大利亚东部建设

一条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VRFB）的组装和制造生产

线。

美国SwellEnergy筹集1.2亿美元用于600MW虚拟电厂计划

SwellEnergy已向包括软银愿景基金2（Softbank 

Vision Fund 2）在内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2亿美元资金，

用于其在美国的600MW虚拟电厂（VPP）计划。该公司专

注于将家庭太阳能光伏、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EV）客户的

资源引入其VPP。这意味着将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住宅系统聚

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资源，可以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

调峰能力或在批发市场提供电网服务。

法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计划在南澳大利亚州部署900MW电

池储能项目

据外媒报道，法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和独立电力生产商

(IPP)Neoen公司日前签署了在南澳大利亚州开发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并网协议，该公司计划在该项目中部署一个大规模

电池储能系统。该项目是一个能源枢纽，将部署1.2GW风力

发电场、600MW太阳能发电场和900MW电池储能系统，

其部署地点距离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约两小时车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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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技术路线
按是否分为热压分储，压缩空气储能可分为补燃式和非补燃式两类。其中补燃式系统仅存储了压力势能，热能靠燃料在燃烧

室中的燃烧提供，20世纪国外已投产项目采取该技术路线，效率一般低于55%，而非补燃式将压缩过程产生的压缩热以热能的

形式存储在蓄热罐中，效率可提升至60%-70%。其中，绝热系统实现了对压缩热的回收再利用，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

我国现有投产均为非补燃式，蓄热式（绝热）系统为主流。

机械储能与电化学储能对比

蓄热压缩空气储能示意图

分类 储能类型 效率 响应时间 寿命 装机规模 适用方向 建设周期 投资成本 度电成本

机械储能

抽水蓄能 70%-75% 分钟级
坝体100年，电
机设备40-60年

120万千瓦/- 调峰、调频、黑启动 6-8年 6元/W 0.21-0.25元/kWh

压缩空气
60%-70%

（绝热系统）
分钟级 30年以上 100MW以上 调峰/备用/黑启动 1.5-2年 5-6元/W 0.45-0.5元/kWh

重力储能 85%以上 秒级 30-35年
25MW/100M

Wh
需求响应、调峰调频 6个月 3元/Wh 0.5元/kWh

飞轮储能 90%以上 毫秒级 20年
2MW/0.4MW

h
调频、不间断电源保障、电能质量治理、

国防、能量回收
- 10-15元/W -

电化学储能

锂离子电池 85%-98% 百毫秒级 超5000次 -
水力、火力、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电动汽

车、军事装备、航空航天
- 1.5-2.3元/Wh 0.62-0.82元/kWh

全钒液流电池 75%-85% 百毫秒级 10000次
100MW/500

MWh
大规模储能项目 - 11-13元/Wh 0.71-0.95元/kWh

铅酸电池 70%-90% 百毫秒级 2000-4000次 - 电网调峰、交通工具 - 0.8-1元/Wh 0.61-0.82元/kWh

钠离子电池 80%以上 百毫秒级 4000-6000次 - 储能电池，低速电动车 - 0.9-1.2元/Wh 0.67-0.88元/kWh

铁铬液流电池 65%-70% 百毫秒级 10000次
250kW/1.5M

Wh
- - -

化学储能 氢储能 30%-50% 分钟级 10000小时
200MW/800

MWh
新能源消纳、削峰填谷、备用电源 2年 13元/Wh 1元/kWh以上

热储能 熔盐储能 97%以上 小时级 20年以上 420MW/- 工业窑炉和电采暖、居民采暖、光热发电 2年 1.65元/Wh
光热：约0.886 元 /kWh

储热：0.035-0.05元
/kWh

电磁储能
超级电容器 70%-90% 毫秒级 100000次 - 轨道交通、可再生能源 - 10-15元/Wh -

超导储能 90%以上 毫秒级 30年以上 - - - - -

资料来源：《储能的作用及其电力系统应用》，36氪研究所，北极星电力网，北极星储能网，北极星氢能网，国家能源局，江苏省光伏协会，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CSPPLAZA光热发电

网，能源界，索比储能网，能源电力说，存能官网，阳光工匠光伏网，中信能源，CEEC清洁能源展，中国能源报，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电池中国，忻州新闻网，数字能源网，综合

能源服务网，太阳能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国能建，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人民网，中国科学报，瑞鼎官网，《电化学与蓄热储能技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应用》-

唐宪友，深交所互动易，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科技导报，交能网、新能源储运、普兰能源科技，本翼资本，中国储能网，新能源趋势投资，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究现状与展望》_李季等，交能网，国际能源网，人民网，中国科学报，国海证券研究所

压缩空气储能是大型长时机械储能的一种，其储能原理为电能与压力势能+热能的相互转化：在电网负荷低谷期间，通过压

缩机压缩空气存储电能，并将压缩空气运输至废弃盐洞等压力容器中，在电力紧张时，放出储气库内高压气体，并将气体加热升

高至一定温度后输送至膨胀机，将压缩空气的势能转变为膨胀机的机械功输出，驱动发电机发电。

     

压缩空气储能具有容量大（已有签约项目的容量达1GW/6GWh）、安全环保（无爆炸风险）、成本低（现有规划项目单位投资

成本5-6元/W，度电成本0.45-0.5元/KWh）、寿命长（可达30年以上）、建设周期短（1.5-2年），能量转化效率高（已可达

70%+）的优点。兼具经济性、安全性，在规模上比肩抽蓄，适用于调峰/备用/黑启动，是未来长时储能的主流路线之一。

TECHNOLOGICAL
FRONTIER
技术前沿

压缩空气储能行业进展

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一、概述

1.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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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成本效益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进步拉动能量转化效率持续提升。基于目前的设备制造水平并扣除由于热回收效率等各类不可避免的损

失，理论上系统效率可达到70%~80%。当前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效率最高已达70.4%，相较2013-2014年投产项目的30-50%

左右显著提升约40%。

项目的规模已从早期的KW级提升至百MW级，现有签约项目最大已达1GW/6GWh。数据显示，同10MW系统相比，

100MW系统将提高效率10%，单位成本下降30%。

据测算，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寿命达到30年以上，储电的成本可下降至0.3元/度。当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单位投资成本为6元

/W、储能时长5h，循环次数350次（全年一充一放），充电电价为0.2元/KWh时，其度电成本为0.57元/KWh；循环次数700次

（全年两充两放），其度电成本为0.43元/KWh。

我国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容量（2013-2022）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产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国工业报，人民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

项目装机规模对比（2013-2022）

各类压缩空气储能技术路线

已投产项目能量转化率对比（2012-2021）

资料来源：《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究现状与展望》-李季等，《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与发展》_王富强等，交能网，中国能建，《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发现状及应用前景》-纪律，《非补燃压

缩空气储能研究及工程实践——以金坛国家示范项目为例》-梅生伟等，《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张建军》，中科院之声，Energytrend储能，能源电力说，齐鲁晚报，界面新

闻，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Thermo-dynamic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s a novel near- isothermal pumped hydro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system》-Hao Chen，

国海证券研究所

类型 原理 优势 劣势 是否需要外
部热源

是否依赖
地下盐穴

已投产项目使用数
量（不完全统计）

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 电能→空气势能+热能→电能 地理选址要求高；需要化石燃
料供热；系统效率低 √ √ -

蓄热压缩空气储能 相较补燃式，压缩热储存在蓄热罐中
，并采用多级压缩

对压缩热回收再利用提升
系统效率，多级冷却回收
热减少热量耗散

多级换热器导致能量损失和投
资成本的增加 × × 4

等温压缩空气储能
在压缩空气环节增加控温环节，并以比
热容大的介质（如水）作为介质进行势
能传递，系统可以近似工作在等温状态。

系统流程简单 仅适用于小容量的储能场景 × √ -

液态压缩空气储能 在蓄热式的基础上引入了低温过程和蓄
冷装置， 将空气液化后常压存储 摆脱了依赖大型储气室 储能效率偏低；依赖外部热源

（如化石燃料） √ × 2

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 与液态式区别在于增加高压蓄冷换热装
置，空气以超临界状态换热

摆脱了依赖大型储气室和
化石燃料 占地面积小，系统效率高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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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转化效率

时间 项目名称 功率（MW） 装机规模
（MWh） 项目状态

2013 廊坊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 1.5 投运
2021 贵州毕节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10 40 投运

2021 国际首套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 100 400 投运

2021 金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国家示范工程一期项目 60 300 投运

2022 湖北应城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 300 1500 开工

2022 山东泰安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工程（一期
350MW） 350 1400 开工

2021 平顶山叶县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100 800 签约

2022 江西九江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1000 6000 签约
签约2022 山东泰安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600 2400

压缩空气储能度电成本敏感性测算

压缩空气储能产业链主要上市公司

循环次数（次）
单位投资成本（元/W）

7 6.5 6 5.5 5 4.5 4

350 0.62 0.59 0.57 0.55 0.52 0.50 0.48

400 0.58 0.56 0.54 0.51 0.49 0.47 0.45

500 0.52 0.50 0.49 0.47 0.45 0.44 0.42

600 0.48 0.47 0.45 0.44 0.42 0.41 0.40

700 0.45 0.44 0.43 0.42 0.40 0.39 0.38

730 0.45 0.43 0.42 0.41 0.40 0.39 0.38

二、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2年9月底，我国压缩空气储能累计装机容量182.5MW；在建/筹建项目已达6.32GW。

国家能源局表示，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将超30GW；据中国电科院预计，我国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将达到

150GW，综合考虑，预计2025/2030年我国压缩空气储能累计装机量占比为22.7%/28.8%。

三、市场空间预测
压缩空气储能产业链上游包括设备（压缩机、膨胀机、换热器等）、盐穴/储气罐等。其中设备和盐穴是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的主要成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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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
从投资占比来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建设大致可分为核心设备、其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土建及施工等，其中核心设备支

出占比在总建设成本的40%-50%，主要是空气压缩机和透平膨胀机。按照2025/2030年我国压缩空气储能预计新增装机量

6.6/43.0GW，假设上述核心设备价值量占比45%、单位投资成本6元/W，则2022-2025年压缩空气所需的压缩机、膨胀机的市

场空间合计为178亿元，2022-2030年市场空间合计为1160亿元。

从压缩机来看，国内主要供应商是陕鼓动力、金通灵、沈鼓集团（未上市）等。其中，陕鼓动力技术实力强劲，成功打破了

国外透平强企的技术垄断，国内空分压缩机市占率达82%。据陕鼓动力公告，2022年11月，峡鼓动力中标中能建数科集团湖北

应城300MW压缩空气储能项目。而据北极星储能网，中能建数科已规划多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金通灵则与中科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是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为其毕节、肥城相关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提供了产品。从膨胀机来看，国内主要供应商是东方电气、

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等。

（2）盐穴
压缩空气储能的储气库包括盐穴、废旧矿洞、人工硐室、高压气罐等多种形式。盐穴、废旧矿洞和人工硐室均可用作大型电

站建设，盐穴单位投资成本最低（主要成本在于初期改造和后期维护）；低温储罐和高压气罐一般用于中小型电站，且多处于试

验阶段，单位投资成本普遍高于地下储气库。因此，从经济性和储气规模考量，现阶段在建、已投产项目多采用盐穴、矿洞改

造、人工硐室。

我国盐穴资源储量丰富。我国盐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华东、华北和四川，具备年造500万立方米盐穴的能力。据央视财

经报道，我国符合使用条件的盐穴约有两千多个，其中正在被利用的只有约四十几个，仅占总量的2%。据中国盐业董事长李耀

强采访表示，盐穴形成的空腔已经有几亿立方米了，且每年还在不断新增，但大量盐穴资源处于闲置状态。从现有的盐穴资源和

技术能力看，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实现约10GW的盐穴储能装机容量。

新型储能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1

月和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

调度运用的通知》，对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本期邀请专家围绕新型储能发展进行研讨。

一、新型储能技术持续研发创新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电、太阳能发电，优化我国能源结

构，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发展储能技术成为我们需要持续发力的一个重要任务。

储能技术能够实现能量的时空转移和转化。储能技术总体可以分为物理储能和化学储能两大类。物理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

能、压缩空气、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相变储能等；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矾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钠离子电池以

及氢（氨）储能等。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的储能。与抽水蓄能相比，新型储能选址灵活、建设周

期短、响应快速灵活、功能特性多样，正日益广泛地嵌入电力系统源、网、荷各个环节，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电力系统的运行特

性，成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未来还将彻底颠覆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结构和电力运营格局。

新型储能可以改变电力系统即发即用的传统运营方式，提高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不仅是助力风能、太阳能等间歇性、波动

性、随机性可再生能源开发消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还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能源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新型储能技术发展还将催生能源新产业、新业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能源战略和装

备制造业新高地的重要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已投运储能约2亿千瓦，同比增长9%，其中新型储能累计

装机约2500万千瓦，同比增长约68%，在全部储能装机中的占比从8%提高到12%。从地域来看，美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达650

万千瓦，总规模居全球首位，并已建成多个40万千瓦以上规模大型项目。

SPECIAL REPORT
专题报道

推动新型储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我国盐矿主要分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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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新型储能发展现状

刘亚芳（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副司长）：我国高度重视新型储能技术产业发展。根据各省上报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

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超过400万千瓦。预计到2022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可能超过600万千瓦。按照党中

央决策部署，近年来，国家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接连出台了《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

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关于加强储能标准化工作的实

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健全顶层设计，开展创新示范，强化

统筹评估，因地制宜配建，鼓励科学高效调用，大力加强行业管理，推动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连年大幅攀升，并呈现出技术多元化

发展、性能指标快速进步、建设成本持续下降、应用场景丰富多元等特点。

当前各类新型储能技术性能指标不断提高，安全防控技术和措施逐步完善。储能用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较十年前提高了一倍

以上，已形成较完备的产业链；全钒液流电池的隔膜、电解液等关键材料已经实现国产化；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发展迅速，在张

北、金坛等地建设的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今年已陆续并网运行；飞轮储能技术突破了大容量飞轮及高速电机关键技术，

完成了样机方案设计及关键部件研制；钠离子电池作为下一代储能技术，具有成本低、原材料丰富的特点。目前各类新型储能技

术创新和工程示范十分活跃。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坚持创新引领、多元发展，强调市场主导、安全高效，鼓励创新示范、先行先试，积极推动新

型储能技术创新。同时，结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实际需求，以提高终端用户用电可靠性、提升电力系统稳定性和技术经济性为导

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尊重市场主体，推进新型储能高效应用和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25年年末，新型储能在电力系统中

的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年均增长50%以上，有效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

二、完善运行机制参与电力市场竞争

（1）我国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情况

裴哲义（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截至2021年年底，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在运电化学

储能电站223万千瓦/494万千瓦时。目前，共有20个省份建有储能项目，分布在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投运容量10万千瓦以

上的省份有：山东（54.4万千瓦/108.8万千瓦时）、江苏（37.1万千瓦/154万千瓦时）、青海（36万千瓦/50万千瓦时）、安徽

（19.8万千瓦/20.2万千瓦时）、湖南（13万千瓦/26万千瓦时）、河南（12万千瓦/16万千瓦时）。

国家电网公司已建立覆盖储能调度各流程的管理体系，在储能的并网管理、运行管理、调度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

储能高效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并网管理方面，完善并网技术标准，出台《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明确储能电站额定功率和能量、一

次调频、高低电压穿越等技术要求，提升了储能可靠利用水平；提升并网检测能力，组织建成了针对储能设备及并网过程的试验

检测平台，并取得相关国家资质，具备了覆盖从电池储能核心部件到储能系统的全链条检测认证能力，促进了并网技术快速进

步。

在调度运行方面，做好合规调度，按照《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调度协议示范文本（试行）》组织做好并网调度协议签订工

作；完善储能调度管理制度，制定《电化学储能调度运行管理规定》，明确并网、运行、检修等要求；推动储能电站纳入“两个

细则”考核，奖优罚劣，促进储能电站运行水平提升。

在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方面，国家电网公司已试点开展了储能的省市县三级协调控制，统筹实现各级电网对储能的差异性调用

需求。省调控制储能满足全省调峰和供电需求，市调、县调调用所辖储能满足区域潮流控制、防止设备过载的需求。此外，已建

设储能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实现了三级调度运行控制信息共享，并制定协同控制策略。

储能参与市场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初步形成。目前，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电力交易平台独立注册的储能主体有22家，总

容量94万千瓦，主要参与省内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在现货市场方面，独立储能通过“报量报价”的方式参与，在日前市场

出清形成充放电计划，日内按日前计划运行，按节点电价进行结算，获得现货峰谷价差收益。

在辅助服务市场方面，与现货市场类似，在没有现货市场的区域，调度机构发布次日96点调峰市场需求曲线、交易电量约

束等，独立储能在系统中申报次日96点调峰量价曲线。调度机构以每15分钟为一个电量出清时段，按照独立储能调峰申报的补

偿价格由低到高进行市场出清，直至满足电力调峰市场需求或独立储能申报资源已全部调用。次日，独立储能按日前市场出清结

果执行。参与电力系统调频，按照调度机构的指令参加系统调频辅助服务。目前已有10余个省份出台储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规

则。

（2）如何进一步推进新型储能规范高效参与电力市场

裴哲义（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前，储能电站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完善，难以有效激

励市场主体参与，进而影响储能利用水平。

首先，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储能电站故障率偏高，影响储能调度运行。多数地方暂未出台针对储能的运行管理办法，相关

运行考核、奖励机制尚不完善。在已出台的管理办法中，对储能的考核和奖励力度偏弱，且不与其配套新能源电站考核电量挂

钩，难以有效督促储能电站加强自身运行管理。据有关部门统计，2022年1月份至8月份，全国电化学储能项目非计划停机达到

329次。电化学储能的安全标准、管理规范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各地参照国家出台的储能政策，根据自身电网特点和储能发展需要，制定了不同的市场主体准入条件和注册规则，但

缺乏统一标准，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保障储能高效参与市场运行。

最后，各省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储能参与电力市场模式，对储能市场主体能够参与的市场模式、交易规则要求存在明显差

异。大多数省份容量补偿机制仍在研究制定中，缺乏统一、平等、稳定的储能容量回收机制。

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储能并网运行管理。推动建立储能电站运行效果评估与考核机制，将储能电站纳入

“两个细则”考核范围，新能源配建储能与新能源电站一起参与考核，提升储能电站安全可靠运行水平。加快储能接入电网和调

度运行等标准制定修订，加强并网检测管理，并尽快建立和完善储能电站消防验收及备案机制。建立“统一调度、共享使用”的

协调运行机制，优化储能电站并网运行控制策略，提高储能利用效率。

二是细化和统一储能市场准入条件。落实国家《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要求，建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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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注册流程，明确细化储能的市场定位、准入条件、注册程序和注册信息。推动新能源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或与新能

源场站作为联合体参与电力市场，提升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盈利水平。

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和品种。指导各省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储能参与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拓展现有交

易品种细分类别。按照公平对待、同网同质同价的原则，逐步向储能开放相应交易品种，允许储能企业灵活选择参与不同市场，

科学引导储能项目建设和运营。在电力现货市场运行地区，可允许新型储能灵活选择一充一放、两充两放甚至多充多放运行模

式，赋予储能企业更多灵活自主决策的权利。结合储能运营需要，允许新型储能与发电企业或电力用户签订带曲线的分时段中长

期合同，引导其丰富经营策略。积极鼓励储能参与调频等辅助服务市场，探索建立动态价格机制，充分激励储能的快速响应性

能。

三、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加速推广

（1）新型储能应用前景

戴剑锋（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重要支撑。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多样，能够与电力系统源、网、荷等各环节融合发展，在电源侧可与新能源、常规电源协同优

化运行，在电网侧可提升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和系统综合效率，在用户侧可灵活多样应用。

电源侧应用场景。一是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在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及其他新能源高渗透率地区，通过新能源与新型储能

的合理配置，布局建设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二是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基地外送。依托存量和新增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合

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以及大规模海上风电基地开发，通过“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模式，促进大

规模新能源跨省份外送消纳。三是提升常规电源调节能力。通过煤电合理配置新型储能，利用抽汽蓄能等技术，提升运行特性和

整体效益。

电网侧应用场景。一是提高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在关键电网节点合理布局新型储能，作为提升系统抵御突发事件和故障

后恢复能力的重要措施。二是增强电网薄弱区域供电保障能力。在供电能力不足的偏远地区合理布局新型储能，提高供电保障能

力。三是延缓和替代输变电设施投资。在输电走廊资源和变电站站址资源紧张的地区建设电网侧新型储能，延缓或替代输变电设

施升级改造，降低电网基础设施综合建设成本。四是提升系统应急保障能力。围绕重要电力用户建设一批移动式或固定式新型储

能作为应急备用电源，提高系统应急供电保障水平。

用户侧应用场景。一是分布式供能系统。依托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增量配网等配置新型储能，支撑分布式供能系统建

设。二是提供定制化用能服务。针对用电量大且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要求高的电力用户配置新型储能，支撑高品质用电。三

是提升用户灵活调节能力。通过用户侧储能，以及充换电设施、智慧用电设施等，提升用户灵活调节能力和智能高效用电水平。

新型储能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具有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通过新能源成本疏导、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参与辅助服务、容量租

赁、峰谷价差套利等，获取单一或多重收益。此外，正在研究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机制，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设

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回收。

电源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一是作为新能源发电项目配置新型储能，通过降低弃风弃光电量增加电费收入、减少“两个细

则”考核支出，以及支撑新能源电站参与电力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等获取收益。二是常规火电配置新型储能，提高电厂调频响应

能力，通过参与调频辅助服务获取收益，目前广东、山西等地有多座火电站配置新型储能参与调频市场。

电网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一是由电网公司租赁或通过输配电价疏导，在2019年前建设的电网侧储能成本可纳入输配电价

回收。二是采用共享储能模式，主要通过向新能源场站收取容量租赁费用，同时参与电力市场。例如山东庆云储能电站，除与省

内新能源企业签订容量租赁合同外，还参与电力现货市场，通过现货市场中的价差和容量补偿获取收益。三是独立储能通过参与

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获取多重收益。例如福建晋江储能电站，可自主选择参与调峰辅助服务交易或者调频辅助服务市

场交易。

用户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主要是参与电力现货市场或利用峰谷价差套利，大多集中在微电网、工业园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

等场景。

（2）重点区域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取得成效

戴剑锋（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截至2022年10月底，全国已有多个省（区、市）开展省级新型储能示范工作。

其中，2021年发布的省级新型储能示范项目中，山东省开展的示范项目均已投产。山东省连续两年开展了新型储能示范项目遴

选工作，示范项目共计36个，总规模361.5万千瓦。2021年6月，山东省发布了2021年新型储能示范项目，确定了“5+2”新型

储能示范项目，其中调峰类项目5个，调频类项目2个，新型储能总容量52万千瓦/104.1万千瓦时，均于2021年年底投产运行。

山东省探索了基于电力现货市场的共享储能商业模式，结合示范项目运行情况研究制定并适时调整了相关支持政策，逐步推动形

成可复制、易推广的商业模式。

2021年山东省出台《关于开展储能示范应用的实施意见》，给出了适用电力中长期市场的“平进平出”、储能优先、多劳

多得等“政策包”。今年以来，结合电力现货市场启动运行情况，山东省对新型储能示范项目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2022年8月

份，山东省发布《关于促进我省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要依托现货市场，推动市场化

发展，示范项目作为独立储能可参与电力现货市场，获得电能量收益；对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示范项目给予容量补偿，补偿费用

暂按电力市场规则中独立储能月度可用容量补偿标准的2倍执行。

山东省通过开展示范应用，有力促进了先进储能技术应用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2年上半年，5个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已累计减少弃风弃光电量11156万千瓦时，可满足21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需求，

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费3.4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66万吨、二氧化硫排放0.37万吨。同时，可推动新增新能源310万千

瓦，占每年总规模的31%。两个调频项目投运后，相关机组响应速度提升50%、调节精度提升30%，综合性能指标超过全省所

有在役机组；参与电力辅助服务的频次增加25%，每年可增收约600万元，为促进煤电机组加快灵活性改造和提升盈利能力探索

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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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DYNAMICS
协会活动

储能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储能产业的发展与成熟对于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成本不断下降，产业链布局不断完

善，进入商业化初期。当前，储能产业发展除了技术、成本、行业标准等制约因素外，还面临体制机制上的制约。

比如，储能独立市场主体身份还缺少制度保障，储能价值的市场化运营机制还未能充分体现，大规模储能进入电力

系统还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十四五”期间，在“双碳”目标下，储能产业面临的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应用场景也

更加广泛，但储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还需加快建立并完善储能技术应用标准体

系，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路线多元化原则，推动储能技术进步。同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电力市场设

计，充分体现储能在新的电力系统中的商品属性是储能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工作七大任务，重点强调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加强抽水

蓄能等调峰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发展、优化电网调度运行方式等在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顺应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贯彻落实国家能源转型和变

革，加快推动储能产业创新发展，由江苏省发改委、江苏省工信厅、江苏省商务厅、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

支持，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主办的CESC2023中国（江苏）国际储能大会暨智慧储能技术及应用展览会将在南京盛

大召开。

大会主题

助力双碳 储动未来

时间

2023年06月14日-16日

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江东中路300号）

支持单位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商务厅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

独家冠名单位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三角G60激光产业联盟

战略合作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会亮点

①“高峰论坛+展览”

② 15＋官方媒体  

③  20+行业自媒体

④  探馆-媒体云集+央视主持人+进馆采访  

⑤  全网覆盖

⑥  直播-高峰论坛全程+央视网同步直播

“全生态产业链”齐聚

（1）高规格，政府站台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2）行业精英齐聚助推储能产业转型升级

（3）活动内容精准覆盖，深化改革与加深合作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

（4）全媒体多样传播途径确保宣发落地生根

CESC2023中国（江苏）国际储能大会
The China (Jiangsu) International Energy Storage Conference2023

ASSOCIATION ACTIVITIES    协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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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上午，“大族锂电常州公司锂电模组整线下线

暨机加中心开工仪式”在常州公司隆重举行，标志着大族锂

电在华东地区的装备产业布局迈上了新的里程碑。常州公司

肩负着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华东区域市场的开拓、交

付及服务工作。活动在喜庆热烈的氛围中隆重举行。

活动中，大族集团副总裁、大族锂电总经理、常州公司

董事长王瑾先生发表致辞并表示，大族锂电常州锂电模组整

线生产车间在广大锂电同仁、合作伙伴的信任和大力支持

下，在全体大族锂电常州公司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短短

的几个月就快速投入运营，随着机加中心的开业和其他配套

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常州公司的锂电设备产能继续得到大幅

度释放。

目前，大族锂电具备从锂电池的电芯制备，到模组组

装，再到PACK组装的全制程产业链闭环交付能力，可为全

球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主营产品涵盖了辊压、激光模

切、分切、卷绕/叠片、激光焊接、配对、电芯装配、烘烤、

化成分容、模组及PACK组装、CTP智能组装线等全系列产

品，以及相关一体机产品。

大族锂电：
大族锂电常州公司锂电模组整线下线
暨机加中心开工仪式圆满举办

塔尔阿尔卡萨800MW光伏电站并网仪式在项目地隆重

举行，卡塔尔国王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参加

仪式并主持。阳光电源作为该项目的逆变解决方案供应商受

邀参加。

据悉该电站由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阳

光电源提供了全套的1500V逆变解决方案，完美适配双面组

件和智能跟踪系统，发电量更高; IP66高防护等级和高效散

热性能，可以在中东高温、强风沙的恶劣环境中稳定运行，

保障业主25年高收益。

在项目建设期间，面对疫情反复、施工条件严苛等压

力，阳光电源中东团队迎难而上，全流程参与项目建设，提

供专业项目管理和精细化的并网服务支持，让项目在世界杯

开赛前两个月顺利全容量并网。并网后该电站成为卡塔尔首

个全容量并网的光伏电站，也是目前全球第三大单体光伏电

站，每年可产生约18亿度绿色电力、减少约90万吨的碳排

放，并为2022卡塔尔世界杯场馆供应清洁电力，助力卡塔尔

王国兑现全球首届“碳中和”世界杯的宏伟承诺。

阳光电源
阳光电源“踢”进2022卡塔尔世界杯，
800MW全容量并网

当前，能源已成为全球最短缺的大宗商品之一，国际能

源署呼吁各国加大对清洁能源转变的投资。为助力浙江省玉

环市建立以生态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发展，中

曼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玉环规划建设约7.7MW/15.4MWh的

储能项目提供整套可研编制咨询及设计服务，项目系统均为

预 装 式 集 装 箱 系 统 接 入 厂 区 低 压 配 电 母 线 。 其 中

7.7MW/15.4MWh储能项目共包含：100kW/200kWh，21

套；200kW/400kWh，10套；300kW/600kWh，7套；

500kW/1MWh，3套。每套储能预制舱均应配置变流器、电

池系统、电池管理系统、本地能源管理系统、温控系统、消

防系统及远程控制平台等。储能系统数据接入到“低碳制造

协同管服平台”软件系统，完成产业数据模型与工业产业监

管模型开发、碳资产智能运维管理模块开发、基于企业碳检

测数据的龙溪水暖阀门企业碳核算自评模块开发、面向龙溪

镇水暖阀门产品的碳足迹数据库模块开发等平台新增模块开

发和软硬件部署对接。

作为能源电力行业一站式EPCO全方案解决服务商，中

曼电科为国内能源结构升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发挥自

身咨询优势积极参与储能等综合能源建设，为实现3060贡献

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中曼电科：
能源电力行业一站式EPCO
全方案解决服务商

会员动态

9月21日-23日，正泰电源携北美版275kW逆变器、

350kW逆变器新品、北美专用地面光储系统方案、小型地面

电站光伏方案、工商业光伏方案亮相加州美国RE+展会。正

泰电源展位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数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太阳能

和储能专业人士正在听正泰产品负责人向大家介绍正泰电源

产品的功能和优势。正泰电源为北美地面电站项目提供包括

275kW组串逆变器、汇流箱、200kW储能变流器和升压变

整体光储系统解决方案。

正泰电源致力于光储产品的创新和升级。针对地面电站

储能应用场景，研发了新品——POWER BLOCK储能系统

解决方案。POWER BLOCK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具有高集

成、安全、高效、友好的特点，20尺电池集装箱容量

3.4MWh，占地面积减少46%，能量密度提升36%。尤其在

百MWh级以上的大型储能电站中优势更明显，能有效节约占

地面积，帮助客户创造更优的LCOS。多重防护联动更安

全；智能温控系统，充放电更高效，模块化设计，方案扩容

更便捷。

正泰电源：
携新品及光储系统方案
亮相加州美国RE+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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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上午，融和元储旗下智能制造基地——

苏州融储科技有限公司5GWh 储能电池PACK制造产线首期

2GWh正式投产，标志着融和智造进入新篇章。

苏州融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融储科技）作为融和元储

旗下第一家智能制造基地，致力于储能电池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的研发和制造，提供储能设备集成供货的整体解

决方案。融储科技智能制造基地的落成，标志着融和元储具

备了储能产品核心部件的自主交付能力，进一步彰显了融和

元储深耕制造领域的坚定决心。依托该制造基地，融和元储

将向更多伙伴企业提供领先的储能技术支持与产能支撑，对

于融和元储及融和生态圈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下一步，融和

元储将持续完善自身储能产业链条，不断推出科技含量高、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储能产品，扎实推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融储科技：
融和元储苏州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

12月7日，民企标杆红豆集团与中国锂业龙头赣锋锂业

集团强强联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加强党建共

建、投资合作、新能源产品及项目拓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共

同探索发展新模式，打造双赢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持续增强高质量市场竞争力。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局主席周海江，赣锋锂业集团董事长李良彬代表双方进行

签约。

赣锋锂业成立于2000年3月，集团业务贯穿资源开采、

提炼加工、电池制造回收全产业链，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动

汽车、储能、3C产品、化学品及制药等领域。集团锂矿资源

遍及全球，同时拥有“卤水提锂”、“矿石提锂”和“回收

提锂”产业化技术；锂化合物、金属锂产能充足，在海内外

设有多处生产基地；拥有完整的电池制造及回收技术，为电

池生产商及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供可持续的增值解决方案。

赣锋锂业：
与红豆集团强强联合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2022年11月21日发布新闻，宣布

隶属其控股子公司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阿特

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为瑞银资产管理公司(UBS Asset Man-

agement)旗下Real Estate & Private Markets北美储能电站

项目提供2.6吉瓦时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据悉这些储能项目

将使用阿特斯储能的SolBank产品，阿特斯储能还将为瑞银

资产管理公司的储能电站提供调试和集成服务，同时提供储

能电站长期运维服务，以及质量和性能保证。

阿特斯储能提供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对瑞银资产管理公

司的储能投资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其在美国

市场战略性扩展基础设施业务的关键。此份多年期供货协议

将帮助瑞银资产管理公司扩展北美地区的储能项目储备布

局。这些储能项目预计将在2024年和2025年投入商业运

营。

阿特斯：
喜获瑞银资产管理公司
在美国2.6吉瓦时储能系统订单

据 IDC 最新发布的《 IDC China SD-WAN Tracker, 

2022H1 》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SD-WAN服务市场份

额排名中轻网科技（LightWAN）以28.5%的市占率遥遥领

先，超过排名第二、三、四的厂商份额之和。同时，轻网科

技上半年较去年同期SD-WAN收入增长129%，远超78%的

整体市场增速！

轻网科技是SD-WAN/SASE 领导厂商。公司基于 SDN 

及ZetaTCP网络传输优化系列算法等专利技术构建的 Light-

WAN 云化网络在全球部署超过600个 POP 节点，是地域覆

盖最广的企业级网络服务平台。轻网科技 LightWAN 平台已

广泛服务于制造、能源、交通运输、医疗、教育等行业，全

方位满足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网络连接的需求。公

司目前客户超过3000家大型企业及连锁机构，包括大量中外

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总部分支组网、SaaS 访问优化/移动办

公、云访问/云互联、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具有广泛应用场景。

LightWAN：
轻网科技蝉联中国SD-WAN
服务市场份额冠军

数据来源：IDC China SD-WAN Tracker, 
2022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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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市供暖季的到来，供暖用电负荷快速上升。日

前，京能集团虚拟电厂管理平台落户京能科技，全面参与到

华北地区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中来。

11月1日，京能科技所属北京博尔节能设备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代表京能集团，作为第三方独立主体，成功申报为华

北地区发电企业调峰辅助服务聚合商。通过聚合集团内较为

分散的负荷侧调峰资源，有效提高闲置资源利用率，降低设

备夜间谷时运行成本。经初步统计，京能集团现有负荷侧可

调节资源205.05兆瓦，首批申报陆续接入总容量为181.81兆

瓦。后续，京能集团可依托虚拟电厂管理平台，实现集团内

负荷侧可调资源的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通过“无形的手”

引导负荷侧资源调整用能习惯，增强“源—网—荷—储”协

同互助，降低集团所属各企业运营成本，也为进一步建设虚

拟电厂业务提供了可靠平台，为下一步探索推进全国调峰辅

助服务市场和产业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京能集团：
虚拟电厂管理平台落户京能科技

江苏科佳诚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苏州工业园区科

佳自动化有限公司、苏州苏继电气有限公司等机构和主体，

是集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其中苏继电气原为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电力保护继电器

专业制造厂，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具有五十余年的悠久

历史，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有：电力系统二次保护继

电器元件及装置、电力系统综合自动化保护装置、SJD系列

高压直流接触器、KHB系列SPD后备保护器等，广泛用于电

力系统二次保护、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发电、风力发

电和储能等领域。

公司主营SJD系列高压直流接触器采用独有强磁吹弧技

术，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并具有超级气密性等性能优势，覆

盖多种功率、电压、电流规格，目前已广泛用于矿业设备、

机械车辆的驱动和控制系统；工业机械的电源控制、电路绝

缘等；直流开关设备；汽车电池配电及备份；混合动力汽

车、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领域；太阳能及风力发电、储能等新

能源领域。主要合作客户包括宇通客车、中国中车、中通客

车等整车企业，万马股份、特来电、智光电气等充电桩、新

能源企业。

科佳诚瑞：
苏继电气开发SJD系列高压直流接触器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业内首家提出储能基

础设施概念的企业，同时也是首家实现从储能基础设施到系

统集成一站式生产的企业。依托30余年的先进制造经验，致

力于成为专业的储能基础设施配套及集成产品制造商，为行

业伙伴提供全方位的ODM、OEM服务。

2022年10月30日，一舟股份江西上饶一舟大数据产业

园二期车间首台储能产品CX-1000，500kW/1MWh集装箱

储能系统正式下线，标志着一舟储能产线正式投入运营、交

付能力正式落地。江西一舟大数据产业园，储能制造板块占

地20万平方米，拥有2条现代化的储能集装箱生产线、8条专

业的集成生产线，年产特种集装箱可达15000台。在发电

侧、电网侧、工商业侧的储能产品年制造交付能力达到

5GWh，家储、便携式储能年交付能力达1GWh，制造供应

能力达到业内领先水平，能够充分满足储能行业伙伴配套需

求。

一舟股份：
一舟储能产品下线，
为行业提供专业的储能ODM、OEM服务

继Integ O 3.6-6kW之后，天青针对户用市场正式发布

第二款单相并网1.5-3.3kW逆变器产品。该产品突出特点是

体积小、重量轻但兼具超强电性能优势，将为住宅用户带来

优质的绿色能源体验。

该产品尺寸宽297mm, 高220mm，厚158mm，面积近

似A4纸大小，重量低至6kg,具有1.5kW、2.5kW及3.3kW三

个功率档位可选，小巧灵活体现出极致的安装灵活性与便利

性。此外，产品继承了天青一贯的产品应用功能性特征：

·  快速插拔接口设计，接线简便又可靠

· 一体压铸成型外壳，结构坚固且散热表现佳

· 无风扇设计实现低噪音运行，营造安静舒适的户用环

境体验

· OLED显示屏与APP应用，实现数据管理双通道保障

· IP65防护等级，环境适应性强

同时该产品具备超强电性能表现：

· 高达97.5%的转换效率，优化光伏发电利用率

· 支持最高15A的光伏输入电流，兼容行业主流高效光

伏组件

· 支持110%持续输出过载，带载能力更强

· 启动电压低至60V，低电压启动运行时效更长

· 精准防逆流功能，适应电网防逆流要求

随着1.5-3.3kw并网逆变器的发布。天青将逐渐丰富并

网逆变器Integ O系列产品线，为光伏分布式应用提供优质的

天青产品和解决方案。

天青集智
 Integ O系列新成员——
单相1.5-3.3kW并网逆变器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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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下午，2022年“智创泰州”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的角逐，中能锂电科技泰州有限

公司成功斩获成长企业组一等奖。

中能科技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锂电储能开

发利用技术的创新，紧扣行业发展脉搏，从技术进步、创新

应用、市场拓展等不同视角，把脉产业发展之路，凝识聚

力，将新能源与智慧储能模式推向全球，为人类新能源事业

做出卓越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贡献科技力量！

中能科技：
成功斩获 “智创泰州”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于2010年6

月 以 中 国 工 业 设 计 第 一 在 深 圳 主 板 上 市 （ 股 票 代 码 ：

002420），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业设计中心和国

家认可实验室三大国家级创新平台，现有研发人员300+,各

类专利478项，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IFTA16949汽车产品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公司成立25年来，坚持DMS（设计+制造+服务）

的经营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家电、医疗健康等行业客户

提供创新性综合解决方案，重点客户涵盖比亚迪、国轩高

科、蜂巢能源、阳光电源、中集集团、派能科技、长城汽

车、奇瑞、零跑、佛吉亚、迈瑞医疗、达安基因、海康威

视、京东方、夏普、索尼、海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位于江苏省昆山

市前进东路168号，占地面积150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毅昌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建有CNAS国家认可实验室，具备

从工业设计、模具设计、结构设计、光电设计到开模、注

塑、冲压、喷粉及产品组装一体化的研发制造能力，具备日

产1000台户外储能电源整机、年产50万套液冷板的生产能

力；可为新能源和汽车行业客户提供从结构件到液冷板热管

理功能部件的DMS服务，同时可提供从600W-2200W不等

功率户外储能电源ODM的定制服务。

江苏毅昌科技，竭诚为您服务！

毅昌科技

一、公司简介

苏州时代华景新能源有限公司， 位于张家港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

致力于高效率、高安全性储能系统的研发制造及综合能源服务。基于AI、

大数据、云、IOT 、5G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构建一个全感知、全场景、

全智能的数字化、智能化储能系统。用比特管理瓦特，实现储能系统的自

组网和云化智能管理，构建新数字能源物联网。

公司定位工商业储能综合能源服务商，打造从储能电芯制造-储能

系统集成设计-工程EPC-工商业储能项目投资运维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公司聚焦于储能领域，已申请发明及其他各类专利超过 30 项。公司已完

成钠离子电池的研发试样工作，为后续钠电池规模应用于储能系统作好了

技术储备。

二、储能产品及应用介绍

截至 2022 年 10 月，苏州时代华景新能源已建立储能电芯- 电池组

-BMS/EMS-储能系统集成全产业链产品供应能力。其产品包括圆柱 

32135 磷酸铁锂电芯，中小型工商业储能产品、大型集装箱储能产品、

云化智能监控管理与结算分润平台华景云，全面涵盖发电侧、电网侧和用

户侧应用场合。

针对中小型工商业和园区、大型制造业用户两大群体，公司已向市

场推出 200-360KWh 和 2-2.2MWh 两个等级产品。

三、储能系统产品参数介绍

四、储能核心优势及介绍

苏州时代华景在工商业储能的核心优势主要有技术创新和模式优势

两点。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复合创新，大幅降低成本，让用户侧储能可

以真正的商业化。其成本相比行业均指大幅降低 15% ，收益比行业均值

提升50%以上，回收周期相比行业均值缩短30%。

五、储能系统产品介绍

苏州时代华景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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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芯

储能系统

1、磷酸铁锂及钠离子材料

2、全极耳——发热量低

3、钢壳圆柱——高海拔不变形

4、断电防爆阀

5、拥有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3项

1、采用直流与交流柜分离技术

2、电芯无损快换技术

3、全自动浸没式消防技术

4、高效率系统技术

名称

额定容量

额定功率

交流接入方式

额定电网电压

系统能量效率

通讯接口

重量

占地面积

HJ12-18

220KWh-360KWh

100KW

三相四线

AC 400V

≥88%

以太网/4G

2 吨-3.2 吨

4 平方米

核心优势

电芯安全高

 通过创新设计确保电芯级高安全性
1、钢壳圆柱盖帽封口：耐压强、抗膨胀、散热好
2、全极耳创新式设计：内阻低、导电好、发热小、倍率性好
3、CID 断电+防爆泄压设计：双重保护安全；
电解液与负极材料创新：耐高温提寿命降电损；

无损连接
 采用独创专利无损连接技术，可无限次快速更换电芯，
维护更换成本低，散热好，电损小，发热小。

产品设计
 专门针对用户侧储能的特点设计出高效实用符合用户侧
储能场景与商业模式的产品

能量密度高
 20 尺标准柜容量可达 2.2MWh ，在行业内处于较领先
地位产品寿命长，系统使用寿命可达 12年以上

综合能效高 电芯采用全极耳设计，系统能效达到储能行业上限值90%

云化智能

技术创新
华景云平台
1、智能策略：与各地业务规则协同制定相应的策略模式，
     AI自错峰实现运营效率最大化
2、精细管理：基于AI建立更精准的电化学模型
     提升储能管理精度
3、能量管理：建立高效灵活的能量管理系统对分布式储
能电站统一管理和集中调配
4、智能诊断：故障评估、提前预警
5、提升寿命：智能均衡，提升电芯一致性保障安全、延
长寿命
  6、自动结算：自动结算分润，下一代基于区块链智能
合约的
  免对账闭环交易体系正在构建中

云化智能

独创专利浸没式消防系统，直交隔离，四重安全策略自动
执行
1、45度 Ⅰ 级自动报警，降功率。
2、50度电池组自动停止工作，系统保护。
3、80度触发消防系统，2 分钟内完成自动灭火、降温，
保证不复燃

收益上限
模式优势

可替换电芯驱动投资收益上限：23%-35%，技术创新驱
动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真正的换电商业模式。

收益下限
创新方案确保较高投资收益下限：低成本 12 年自然衰减
模式
 下最低收益>17%，其中浙江>26%。

简介

智能储能系统

2000-2200KWh

500KW

三相四线

AC 400V

90%

以太网/4G

20 吨

2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