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Block智慧储能解决方案 



成立于2018年，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由一批业内知名的
电力技术专家联合创立，专注于储能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和产品开发，为推动大规模清洁能源接入，实现全球碳
中和目标，贡献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 。

让稳定的清洁电力惠及每一个人
RELIABLE CLEAN POWER FOR EVERYONE



智慧储能
系统方案服务商

01

虚拟电厂
运营商

02

碳管理
服务商

03

以电力电子和物联网技术创新推动储能的规模化应用
让能源的利用更清洁、友好



奇点能源拥有以行业知名技术专家为学科带头人的近百人技术团队，建立了完整的电化学储能技术与电力电子实验室，已经

形成电池PACK、BMS、PCS、EMS产品研发和一体化储能产品eBlock的系统集成能力

能量管理系EMS 电池PACK设计

电池管理系统BMS模块化变流器PCS

储能产品化集成设计

实用型专利证书检测报告/CQC标志认证试验报告

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奇点能源已形成电池PACK、BMS、PCS、EMS和一体化储能产

品eBlock的研发制造能力、工商业储能电站、光储充电站、新

能源储能电站的系统集成和智能运维能力，可为用户提供完整

的储能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和一站式能源管理服务。

1GWh
满足1GWh能量块

储能产品的交付需求

6000台
具备年生产6000台

模块化PCS的交付能力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的国际责任

•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

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

到12亿千瓦以上。

•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重要讲话

储能是中国清洁能源
替代的关键

• 储能技术是解决大比例风光
清洁能源时空分布不平衡的
唯一方案。

• 储能是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性、

经济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 储能也是“互联网+”智慧能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技术。

大比例清洁能源接

入对电网的挑战

• 清洁替代是中国实现碳排放
指标唯一出路，过去5年清洁能

源占比大幅上升。

•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0年9月，

中国风电装机2.23亿千瓦，光

伏装机2.23亿千瓦。

• 大规模不稳定电源的接入对电网
的稳定运行带来巨大挑战。

储能是解决大规模清洁能源接入，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必然需求。



储能应用新能源配套

风光电场弃光弃风、平
滑波动、辅助服务

电网调峰

电网公司配网变电站
参与电网调峰

AGC调频

火电厂发电企业参与
辅助调频

备用电源

数据中心，医院、酒店
后备电源紧急供电

用户侧储能

大型工业园区、商业中心
峰谷差价、需量管理

微电网

无电地区，园区微网
风光-储-柴微网供电

储能在6个应用场景的示范应用均达到了较好的效果，随着成本持续降低，价值日渐凸显。



储 能 系 统 集 成 技 术



特征：近万颗电芯先串后并集中布置、直流汇流后集中并网。

问题：安全性风险、并联容量和效率损失。

电池簇
直流配

BMS
消防系统

空调系统 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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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

变压器 电网

Tesla PowerPack 电池储能解决方案

特征：电池分散布置，DC/DC并联，集中逆变并网。

问题：分区安全管理，系统复杂、效率低。



三 座 大 山 严 重 制 约 了

安全风险 收益率低 寿命短





All in One-Design

eBlock
高性能PCS

多电平拓扑，最小损耗
矢量算法，效率99.3%

主动均衡BMS
采用5A高效双向主动均
衡技术，消除串联损失

长寿命电芯
集成高品质高循环次数LFP
电芯，循环次数>6000

主动安全系统

分区安全隔离，单柜9级
主动安全确保消防可控

智能配电系统

集成交直流配电、4级
被动保护和交直流计量



交直混合 → 交流设备
让设计安装极度简化，安全防护简化

系统连接

系统工程 → 标准产品
设备数量从4种到1种，电站系统实现积木式搭建

本地运维 → 云端运维
以高可靠标准化产品为支持，让运维极度简化 

安装运维用户界面

eBlock 实现储能系统三个转变



-主动安全

PACK

内置烟感，外置

消防水管和电磁阀

传感器

242

单簇独立成柜，簇间安全隔离

1. 安全预警

2. 健康度评估

3. 寿命预测



- 控制保护

高穿 低穿 过压 过流

短路

短路 谐振

过充

过放

过温

过流

反接

电网故障 电池故障

PCS和BMS融合到一个大脑



精细化电池管理和高效高可靠设计，让电站储放电量提升12%，LCOS下降10%。

>99.9%

整机IP55

控制IP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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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块

较传统方案容量提高
25%

6kWh

8kWh

>91%

最小开关损耗的矢量控制算法

0.5%

风道最优设计

30%

PCS和电池组串电压最优拟合设计

30%



调度响应时间<20mS
DSP+ARM+FPGA集群控制平台，实现
100uS内对每个eBlock 的高速调度控制

200ms

20ms

电网友好SCR≥1.2情况下支撑电网
100k控制带宽+ 4维闭环谐振抑制算法+电网
阻抗自动重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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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传统集装箱

168

B公司

195

Tesla

212 kWh/m2

eBlock

可背靠背放置，大型储能电站占地面积减小40%212 kWh/m2

eBlock-372
372kWh，占地1.755m2



积木式标准产品设计，设计安装费用降低50%安装

AC输出，内置削峰填谷、需量管理等控制策略，可完全自洽控制控制
多能量块可通过集群控制把电站容量从MW级扩展到GWh容量

单机柜占地1.5㎡，可灵活部署于几乎任何安装环境占地 即 插 即 用



系统级主动安全设计
为客户提供极致安全保障

保安全
对频繁充放应用环境
提供储放电量保障

保电量
对计划性充放的工商业场景

提供终身容量保障

保容量

完 整 质 保 服 务 方 案 消 除 投 资 的 不 确 定 性



极致
安全

经济
高效

智能
友好

即插
即用

eBlock
解决共性问题

定义储能新标准
提供行业领先解决方案



VS



集中式解决方案 分布式能量块解决方案

高压直流并联汇流，存在直流拉弧风险 无直流汇流，直流拉弧风险为0

七氟丙烷灭火装置，对本身带有巨大能量的电池
体出现的热失控无法有效灭火

采用气溶胶+水浸式专利灭火技术，任何情况下不会
出现明火，让储能消防问题真正可控

几千节电池中有一颗电池出现热失控易造成整个
集装箱损毁，损失巨大

电池出现热失控仅仅损失一个电池柜，损失仅为原来
的百分之一

★★ ★★★★★



集中式 分布式能量块

由于PCS转换效率的下垂特性，充放电时无法始终工作
在最高效率点；且存在多级直流汇流引起的直流线损，
系统充放电效率<88%

模块化并联PCS可分级投切，PCS始终运行在最大转换效率
点；系统充放电效率>90%。

电池多组串并联，存在并联环流和容量损失，1年后容
损>5%, 且随着年限增加会持续扩大。

能量块采用单串设计，无电池簇并联，电池并联匹配损失
为0，电池容量利用率提升5%以上。

集装箱通常采用1-2个集中空调，需设计较长的风道，
再加上维护通道，制冷效率低 

采用独立的精密空调和最优风道设计，无维护通道，制冷加
热空间仅为集装箱的50%，制冷效率提升20%以上 

逆变器风冷，电池箱采用空调制冷加热，二者独立，自
用电量高

逆变器和电池箱采用联合热管理，冬天逆变器运行产生的热
量自动给电池箱加热，自用电降低30%以上

★★★ ★★★★★



集中式 分布式能量块

可靠
性

PCS防护等级IP20，因高温高湿、灰尘等环境问题
引起的故障率高

PCS和机柜采用高可靠IP65防护设计，适用于任何复
杂环境

电池先串联再并联，BMS采用多级管理，系统
复杂，可靠性低

电池组只串不并，BMS采用主从管理，简单可靠

★★★ ★★★★★

安装
运维

需大型吊车，安装成本高 普通叉车，安装效率高，成本低

柜内维护，机柜需大间距放置，占地面积大 可背靠背放置，柜外维护，占地面积下降25%

PCS为集中式设计，器件更换，维护时间长
PCS、eBlock均采用模块化设计，模块更换简单快捷，
也可快速整柜更换

★★★ ★★★★★



集中式 分布式能量块

BMS多级管理，每个电池簇都需高压箱，整个机柜
还需要直流汇流柜，系统复杂成本高。

BMS 简单2级管理，无需直流高压箱和直流配电柜，成本
降低3-4%

采用集装箱+定制设计，集装箱本体及系统标准化程
度低

采用标准化机柜+标准化模组，适用于大批量制造，规模化
生产优势明显。

柜内维护，需要独立维护通道和散热通道，单位Wh
占地面积大，所需钢材多

采用柜外维护，机柜所需钢材材料单位成本（Wh）下降
20%。

集装箱为全焊接工艺，成本高 30%焊接+70%自动化冲折，机柜制造成本下降30%。

大型吊车安装，器件级维护，安装运维困难 叉车安装+工厂调试+模块运维，安装运维费用降低60%

★★★ ★★★★



集中式解决方案 分布式能量块方案

安全性         ★★ ★★★★★

系统效率 ★★ ★★★★★

投资成本 ★★★ ★★★★

可靠性 ★★★ ★★★★★

安装运维 ★★★ ★★★★

能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定义储能新标准，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1000V

用户侧工商业储能的最佳选择

功率容量   62.5kW/172kWh

转换效率   91%@0.25C

交流输出   380V（三相四线）

运行模式   削峰填谷、需量管理、离网

机柜防护   IP55（控制IP65）

宽×高×深（mm）  1400 × 2250 × 1050



1500V

新能源大规模储能的最佳选择

功率容量   186kW/372kWh

转换效率   89%@0.5C

交流输出   690V/800V

运行模式   AGC调度

机柜防护   IP55（控制IP65）

宽×高×深（mm）  1350 × 2250 × 1300



| 1500V

组串式储能变流器

功率容量   186kW

电池电压   1026V-1500V

交流电压   690V/800V

转换效率   99.2%

集成BMS   最大416路

机柜防护   IP65



组串式逆变升压一体机

功率容量   2500kW

交流电压   690V/35kV

输入支路   14路/16路

运行模式   AGC调度

机柜防护   IP55（控制IP65）

宽×高×深（mm）  5300 × 2438 × 2896



光储充融合应用

分布式能量块储能产品可以灵活地部署在各种工商业园区，通过削峰填谷、降容降需为用户节省用电费用，

提升电能质量，并可为重要负荷提供紧急备电服务。



2.5MW/5MWh标准储能方阵

分布式能量块储能系统可以与风光电站配合使用。平抑新能源发电功率波动，降低弃风弃光率，响应AGC

调度，实现电网的调峰、调频等电能辅助服务。



eBlock能量块已在新能源和用户侧场景得到规模化应用



示范电站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期375kW/1032kWh。
系统控制策略：削峰填谷+充电管理+需量管理，同时提供园区重要负荷的紧急供电。



南方电网用户侧广东惠州示范电站1000kW/2000kWh
系统控制策略：削峰填谷+需求侧响应



国家电网湖南永州蚂蝗塘变电站，一期1.25MW/2.5MWh
系统控制策略，电站直接接受电网AGC调度



西安奇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R e l i a b l e  C l e a n  P o w e r  f o r  E v e r y o n e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