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519088.8

(22)申请日 2021.05.12

(71)申请人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地址 102209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

科技城华能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实验楼

A楼

(72)发明人 徐若晨　刘明义　刘大为　曹传钊　

曹曦　朱勇　裴杰　朱连峻　

颜云岭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安彦彦

(51)Int.Cl.

H01M 50/258(2021.01)

H01M 50/251(2021.01)

H02J 7/02(2016.01)

H02J 7/00(2006.01)

H02J 3/3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

电池储能系统，属于储能电池技术领域。每个常

温固态电池模组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均分

别与一个DC‑DC模块连接，所有DC‑DC模块相互并

联后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连接，固态电池储

能管理模块与DC‑AC模块连接，DC‑AC模块连接至

外部电网；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包括设置在储能集

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高温固态电池模组

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

和若干加热单元；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高温固态

电池模组中均设有若干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和加热单元均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连接。本

发明极大提升了固态电池储能系统的响应速度

和应用范围，解决了固态电池在常温下放电倍率

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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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DC‑AC模块(1)、固态电

池储能管理模块(2)、DC‑DC模块(3)、若干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若干高温固态电池模组

(5)；

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均分别与一个DC‑DC模块(3)

连接，所有DC‑DC模块(3)相互并联后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连接，固态电池储能管理

模块(2)与DC‑AC模块(1)连接，DC‑AC模块(1)连接至外部电网；

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高温固态电池

模组(5)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和若干加热单元(7)；常温固态电池

模组(4)和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中均设有若干温度传感器(6)；温度传感器(6)和加热单元

(7)均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固态电池

单体为氧化物固态电池、硫化物固态电池、聚合物固态电池或复合固态电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若干温度

传感器(6)均布在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之间；

若干加热单元(7)均布在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常温

固态电池模组(4)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的容量相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常温固态

电池模组(4)内部设有冷却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冷却装置

为风冷装置或液冷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高温固态

电池模组(5)外部包裹有保温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高温固态

电池模组(5)内的运行温度为60～2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常温固态

电池模组(4)的充放电量＜1C，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的充放电量≥1C。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

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至少包括一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一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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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储能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能源的大力发展，电力清洁化必然提速，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

能源将迎来加速发展。作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关键支撑技术，电池储能技术在促进电力

低碳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

[0003] 随着电池的大规模应用，液态锂离子电池因含有大量的液态电解液易引发安全忧

虑，300Wh/kg的能量密度已达极限。而固态电池不含任何可燃的有机电解液，可从根本上解

决传统液态电池带来的负面问题，固态电池可有效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

命。但是目前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相较于液态电解液偏低，并且固态电池中界面是固‑

固接触，界面阻抗较大，放电倍率也相对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

储能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固态电池储能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应用范围，解决固态电池在常温

下放电倍率低的问题。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包括DC‑AC模块、固态电

池储能管理模块、DC‑DC模块、若干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若干高温固态电池模组；

[0007] 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均分别与一个DC‑DC模块连接，

所有DC‑DC模块相互并联后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连接，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与DC‑AC

模块连接，DC‑AC模块连接至外部电网；

[0008] 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高温固态电池

模组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和若干加热单元；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

高温固态电池模组中均设有若干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加热单元均与固态电池储能管

理模块连接。

[0009] 优选地，固态电池单体为氧化物固态电池、硫化物固态电池、聚合物固态电池或复

合固态电池。

[0010] 优选地，若干温度传感器均布在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的固态

电池单体之间；若干加热单元均布在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的固态电池单体之间。

[0011] 优选地，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的固态电池单体的容

量相等。

[0012] 优选地，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内部设有冷却装置。

[0013] 进一步优选地，冷却装置为风冷装置或液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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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外部包裹有保温层。

[0015] 优选地，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的运行温度为60～200℃。

[0016] 优选地，常温固态电池模组的充放电量＜1C，高温固态电池模组的充放电量≥1C。

[0017] 优选地，所述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至少包括一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一个高

温固态电池模组。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9]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将若干常温固态电池模

组和若干高温固态电池模组整合在一个储能系统内，各电池模组都是分散式接入，模块化

管理，受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的独立控制和调度，可根据需要任意扩展为大规模的固态

电池模组。采用大规模固态电池替代传统的液态电池可以提高储能系统的安全性，极大降

低系统自燃和爆炸的风险；将固态电池加热到一定温度可充分发挥固态电池的高温稳定性

的优势，提高固态电池的充放电性能，解决固态电池在常温下放电倍率较低的问题，满足电

网瞬时大倍率充放电的需求；常温固态电池可以在低倍率下进行充放电，满足电网长时间

的削峰填谷的需求，这部分电池无需加热可降低能耗，在保证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满

足电网需求的同时，最大化程度地降低储能系统本身的能耗；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可以

独立控制常温固态电池和高温固态电池的充放电，方便系统扩展和应用，实现动态响应电

网需求。

[0020] 进一步地，固态电池单体可以为氧化物固态电池、硫化物固态电池、聚合物固态电

池或复合固态电池，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兼容性好。

[0021] 进一步地，若干温度传感器均布，能够准确监测电池模组内每个部位的温度数据，

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若干加热单元均布，能够使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各处的温度

相对一致。

[0022] 进一步地，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的固态电池单体的

容量相等，确保电池模组中电芯的一致性，延长储能系统的整体循环寿命。

[0023] 进一步地，常温固态电池模组内部设有冷却装置，保持各常温固态电池模组之间

温度的合理性和一致性。

[0024] 更进一步地，冷却装置采用风冷装置或液冷装置，设置灵活，兼容性好。

[0025] 进一步地，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外部包裹有保温层，使高温固态电池模组内部保持

恒定运行温度。

[0026] 进一步地，由于固态电池在常温下的电池内部阻抗较大，电池放电倍率较低，通常

仅可进行小倍率充放电，可让常温固态电池模组进行低倍率较长时间的充放电；而固态电

池的阻抗随着温度的上升会快速下降，因此固态电池在高温下可进行高倍率放电，可让高

温固态电池快速响应电网大倍率充放电需求。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为DC‑AC模块，2为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3为DC‑DC模块，4为常温固态电

池模组，5为高温固态电池模组，6为温度传感器，7为加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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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其内容是对本发明的解

释而不是限定：

[0030] 如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包括DC‑AC模块1、

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DC‑DC模块3、若干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若干高温固态电池模组

5；至少包括一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一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

[0031] 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均分别与一个DC‑DC模块3连

接，所有DC‑DC模块3相互并联后与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连接，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

与DC‑AC模块1连接，DC‑AC模块1连接至外部电网。

[0032] 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高温固态电

池模组5包括设置在储能集装箱内的若干固态电池单体和若干加热单元7，优选地，若干加

热单元7均布在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之间。固态电池单体为氧化物固态电

池、硫化物固态电池、聚合物固态电池或复合固态电池。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高温固态电

池模组5中均设有若干温度传感器6，优选地，若干温度传感器6均布在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

和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之间。温度传感器6和加热单元7均与固态电池储

能管理模块2连接。

[0033] 在本发明的一个较优的实施例中，每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和每个高温固态电池

模组5内的固态电池单体的容量相等。

[0034] 在本发明的一个较优的实施例中，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内部设有冷却装置。具体

地，冷却装置为风冷装置或液冷装置。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个较优的实施例中，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外部包裹有保温层。

[0036] 在系统运行时，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内的运行温度控制在60～200℃；常温固态电

池模组4的充放电量＜1C，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的充放电量≥1C。

[0037] 实施例

[0038] 储能系统所应用的固态电池为氧化物固态电池，配置4MW/4MWh的固体电池储能系

统，其中常温固态电池为3MW/3MWh，高温固态电池为1MW/1MWh，电池单体容量保持一致为

160Ah，由若干电池单体组成125kW/125kWh的电池模组，每个电池模组与DC‑DC模块3串联

后，经过DC‑DC模块3升压，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和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受固态电池储能管理

模块2统一调度，最后经过DC‑AC模块1进行交流转换连接外电网。

[0039] 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中，加热单元7安置于每个电池单体的两侧，温度传感器6位于

电池单体之间，温度传感器6将电池单体的实际温度反馈给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将高

温固态电池模组5的温度恒定控制在100℃，并通过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外侧的保温层进行

保温，减小能耗。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通过风冷保持各个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之间的温度差

距较小，保持温度和合理性和一致性。

[0040] 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通过控制与常温和高温固态电池模组连接的DC‑DC模块3

来控制对应模组的充放电。由于固态电池在常温下的电池内部阻抗较大，电池放电倍率较

低，通常仅可进行小倍率充放电(<1C)，可让常温固态电池模组4进行低倍率较长时间的充

放电。固态电池的阻抗随着温度的上升会快速下降，因此固态电池在高温下可进行高倍率

放电，可让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快速响应电网大倍率充放电需求(≥1C)。例如电网指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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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C电流进行调频调峰放电，则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指令高温固态电池模组5进行放

电，电网指令需要以0.5C电流进行削峰填谷放电，则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指令常温固态

电池模组4进行放电。当单一储能形式无法满足充放电指令时，两者再相互补充进行充放

电。

[0041] 各电池模组都是分散式接入，模块化管理，受固态电池储能管理模块2的独立控制

和调度。将各电池模组进行模块化管理，出现故障时可以单独退出，不影响其它电池模块的

运行，也可以直接进行扩展，灵活方便，形成动态响应的大规模固态电池储能系统。

[0042]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实施例中，所揭露的技术内容，主要是针对常温和高温固态电

池相结合的储能系统，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实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者替换，或

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者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在其

他相关技术领域的情况，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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