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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控100 智慧储能系统

自主设计制造

自动化产线
3 GWh
10GWh在建

直流侧解决方案

专业技术团队
60名 +

精控云全球服务

云管云服
全生命周期管理

自主研发设计

累计配套
1 GWh+

BMS PACK 系统方案 精控云



Container ESS

AC

BMS

箱式储能站

电池

变压器BMS PCS

辅助监控交流

电池簇 EMS 摄像 照明 布线

安防温度

消防 结构

广泛用于用户侧、可再生能源并网、电网辅助服务、电网输配、分布式及微网



液冷集装箱储能系统-参数

电量 2.1MWh
规格 1248V280AH*6P

电压范围 975V～1423.5V
建议充放电电流 140A*6P
最大充放电电流 280A*6P

最大工作温度 -20℃~55℃

设计寿命 ＞10年
循环次数 6000次（@25℃ 0.5C）

重量 约21吨

防护等级 IP55
尺寸 6058mm*2438mm*2519mm

匹配电池模块 1P390S

通讯方式 CAN/485/以太网

冷却方式 液冷

直流转换效率 94%

满足标准 GB/T36276,IEC62619,UL1973,
UL9540,UL9540A,UN38.3



1500液冷储能系统-应用

系统作用：

ü 吸纳/释放新能源电力
ü 电网电力错峰调配
ü 备用电源
ü 移动电源

应用场合：
ü 用户侧
ü 可再生能源并网
ü 电网辅助服务
ü 电网输配
ü 分布式及微网系统



1500V
液冷储能

1500V 液冷系统
更高能量密度

投资成本降低约10%

系统寿命
先进热管理技术

电芯运行寿命延长10%

严苛标准
国标\IEC62619\UL9540标准设计

地方标准设计引入

工厂预装模块化产品
直流仓整体工厂预装调试
落地可用,  可扩展
施工周期短，施工成本少

低功耗
液冷系统整体能耗降低20%
BMS低功耗菊花链通讯系统

精控云
精控云平台，实时数据管理
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

1500液冷储能系统-特点



1500液冷储能系统-扩展

模块式,根据项目需求扩展

电池仓 逆变仓

升压仓 电网



1500液冷储能系统-电池簇

电量 349.44KWh
规格 1248V280AH

串并方式 1P390S
电压范围 975V～1423.5V

建议充放电电流 140A
最大充放电电流 280A
最大工作温度 -20℃~55℃

循环次数 6000次（@25℃ 0.5C）
防护等级 IP67

匹配电池模块 1P30S
通讯方式 CAN/485/以太网
冷却方式 液冷

直流转换效率 94%
尺寸 718mm*947mm*2257mm
重量 2741kg

设计寿命 ＞10年
簇间平衡专利技术,高放低充,
顺次并联,减少环流,提高效率



1500液冷储能系统-电池箱

ü 多重防热失控设计,有效隔离电芯连续热失控 

ü 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寿命＞10年 

ü 采用液体冷却,冷却效率高,速度快 

ü 全氟己酮双灭火系统,环保可靠,满足EPA环保要求 

ü 满足GB/T36276,IEC62619,UL1973,UL9540,UL9540A标准 

ü 智能BMS核心研发能力 

ü 能源系统集成能力 

ü 不同类型储能配套方案 

ü PACK,BMS,EMS自主研发生产,交期成本可控  

ü 成熟的售前/后队伍及现场支撑能力 
串并方式 1P30S
电压范围 75V~109.5V

建议充放电电流 140A
最大充放电电流 280A
最大工作温度 -20℃~55℃

设计寿命 ＞10年
循环次数 6000次（@25℃  0.5C）

重量 195kg
防护等级 IP67

尺寸(深*宽*高) 968mm*625mm*260mm
冷却方式 液冷

直流转换效率 94%

核心优势

产品特点



1500液冷储能系统-防连续热失控

专利技术

ü 电芯之间加隔热防火层,防止连续热失控 

ü 泄压装置,排走高温气体/物质,防止向两侧电芯堆积高温物质 

ü 可燃气体和烟雾检测,对火灾进行预防及降温灭火

ü 簇间平衡专利技术,高放低充,顺次并联,减少环流,提高效率



1500液冷储能系统-四级电池管理系统

专利技术

ü 智能环流控制，保障系统均衡使用

ü 满足CAN、485、以太网多种通讯方式

ü 符合IEC61850、J1939通讯规约

ü 高精度SOC测算，误差<3%

ü 高精度SOH测算，误差~5%

ü 云平台在线实时监控记录运行数据

顶级主控BAU

次级主控BCU

采集从控BMU

EMS云平台



1500液冷储能系统-液冷 vs 风冷

一致性较差

集装箱内温差≤5℃

电池寿命提升10%

电池簇内温差≤3℃

集装箱内温差≤10℃

电池箱内温差≤8℃

降低能耗20%以上 制冷慢,效率低,损耗大

VS



1500液冷储能系统-液冷 vs 风冷

40尺传统风冷集装箱 2*20尺液冷集装箱

高效率,高密度
易运输,低成本

规格 40尺传统风冷集装箱 2*20尺非步入式液冷集装箱
电量 3.6MWh                 4.2MWh

占地空间                30平                    30平
国内运输对比 13.5米半挂车 13.5米半挂车

海运对比 电池需分开运输 整体走SOC柜运输
海外运输对比(以USA为例） 超重,分开运输 满足陆运限重

安装对比 需现场安装 落地即用，无需安装

液冷集装箱



Energy

Days to run safely
(days) 

Cumulative reduction 
Of  CO2 (TONS)

Energy storage battery

Charge today (kWh)

Today’s discharge (kWh)

Alrrt top5 devices

Equipment
The number 
of alert

Power supply accumulated electricity bill of 403,600 yuan 

The amount of power supply on the grid

Plant power consumption

Charge the power of the field station

The amount of energy stor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telligent  EMS

PV-ES-Charge

Power of the power load

Before the PV-ES is put into use After the PV-ES is put into use

Accumulated revenue from the 
system

Level 3 Master BMS

SOC

PV revenue accumulated

ES revenue accumulated

Charge pile revenue accumulated

通过云端监控,分析,控制系统电力使用

1500液冷储能系统-智慧云平台

ü 人工智能算法

ü 全生命周期管理

ü 兼容太阳能电站，储能及充电桩

ü 丰富API 接口

ü 柔性配置适合不同能源管理

ü 7*24实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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