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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背景 



2003年18亿吨标准煤,2012年36亿吨,2015年达到43亿吨， 
2020年将达到48亿吨，其中煤炭力争控制在42亿吨。 

环境问题堪忧！！！ 

中国能源的能源消费量 



煤炭的大量消费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 

     雾霾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通过复杂 

的物理、化学作用生产的硫酸盐、硝酸盐以及各种有机物 

构成，同时，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协同作用会加速大气 

污染物的形成。因此，近年来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以及 

氮氧化物排放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我国雾霾污染逐渐恶化 

的重要原因。 



 
 德国《能源方案》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和电

力消费的80% 

美国能源部支持完成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未来研究》认为可再生能源可
满足2050年80%的电力需求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2050年能源气候发展路径分析》中探讨了远
期可再生能源满足约60%能源需求的前景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确定2020年可再生能源满足20%电力需求的目标，
并深入探讨2030年降低核电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能源转型方案 

2050年前后，中国将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多种能源并存的能源供给
结构，可再生能源提供80%的能源需求，中国进入 “新能源后碳时代” 

联合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特
别报告（SRREN）》的最高情景认为2050年可再生能源可满足77%的能源需求。 

欧盟《2050年能源路线图》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到全部能源消费
的55％以上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甚至提出了完全颠覆现有能源体系的“2050年
100%可再生能源”的理想愿景. 

德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中国 

联合国 

欧盟 

世界自然基金会 

普及可再生能源是全球实现低碳能源转型的关键 

可再生能源正逐渐由辅助能源变为主导能源 



储能：平衡发电和用电，实现电网稳定性 

大规模储能技术是 

实现可再生能源普及应用的核心技术  7 

  风、光发电  

不连续、不稳定、并网难 

弃风、弃光率高 

 2015年全国弃风近400亿kWh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AS,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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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for redox-flow 

battery 

Power output / 275kW 

Wind 
turbine 

Control room  
for wind 
turbin 

     大规模储能技术可解决风能、太阳能发电的 

  不稳定、不连续性特性，实现安全、稳定供电 



          大规模储能技术是国家的重大需求   
发布主体与时间 相关文件 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5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 

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强储能
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

力调度。 

国务院 
2016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信息智能感知、
储能与分布式能源、高端材料、新能源汽车列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能源局 

2016年2月 

《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

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 

 

开发储电、储热、储冷、清洁燃料存储等多类型、大
容量、低成本、高效率、长寿命储能产品及系统。

推动集中式能源发电基地配置适当规模的储能电站、

实现储能系统与新能源、电网的协调优化运行。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2016年4月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

划（2016-2030）》 
“先进储能技术创新”做15项重点任务之一。 

国家能源局 

2016年4月 

《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 

意见》 

6处提及储能，特别强调加快全钒液流储能电池 

技术定型 



习总书记考察融科储能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2013年8月29日，习总书记在大连考察了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亲切询问了储能规模、产业化应用等问题，习总书记指出：

“储能是个重大课题”。 



各种储能技术及适用规模 

系统输出功率 

小 
时 

分
钟 

秒 

1 kW 10 kW 100 kW 1 MW 10 MW 100 MW 

金属空气电池 

高能量 
超级电容器 

传统铅酸电池 

锂离子电池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高功率飞轮储能 

钠硫电池 

超级铅酸电池 

大功率超级电容器 超导储能 

抽水 
储能 

压缩空气 
储能 

1 GW 

应急/不间断供电 
改善供电质量 

电网调节 
削峰填谷 中继输出 

能量管理 
大规模能量调配 

Rastler, D. Electricity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Options: A White Paper 
Primer on Applications, Costs and Benefits; EPRI: Palo Alto, CA, 949 2010; p 
102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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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电池 



电力系统对储能技术需求及对应技术 
分布式储能 用户侧储能 集中式储能 



     

    

 

  

   对规模储能技术而言，由于系统功率和容量大，发生

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大，因此规模储能技术的首要

要求是安全可靠。解决其安全可靠性是其重中之重。 
 

大规模储能技术的要求 

安全性 

生命周期的性价比（经济性好，价值高） 

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环境友好） 



2011年美国能源部制定了储能研究计划 



ARPA-E固定储能支持的22个项目中有12个液流电池项目 



安大略省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公司（IESO）储能采购项目 

中标企业 技术 容量(兆瓦) 
加拿大Ameresco 公司 固态电池 2.0 

加拿大Ameresco 公司 固态电池 2.0 

加拿大SunEdison企业 液流电池 2.0 

加拿大SunEdison企业 液流电池 1.0 

加拿大SunEdison 企业 液流电池 2.0 

加拿大NextEra 公司 固态电池 2.0 

加拿大NextEra公司 固态电池 2.0 

NRStor有限责任公司 压缩空气 1.75 

Baseload能源公司 液流电池 2.0 

经过严格、激烈的采购程序，安大略省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公司与五家公司签订合同，
投资建设9个独立的储能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6.75兆瓦。项目包括三个不同的储能 
技术: 固体电池(4个项目, 8 兆瓦); 液流电池(4个项目, 7兆瓦); 压缩空气 (1个项目, 
1.75兆瓦)。 

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镍镉电池、钠硫电池 



2、全钒液流电池 
     

     结构与特点 

      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 

      储能系统 



全钒液流电池的原理及特点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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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和释
放 

正极： 

负极： 

  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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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的特点 

安全性好：储能介质为钒离子的稀硫酸的水溶液 

功率和容量可独立设计，适应性强，尤其适合大规模储能 
     储能容量大：100skWh– 100sMWh;    

     输出功率大：10skW— 100sMW 



输出功率和储能容量可独立设计 

输出功率(KW)由电池模块的大小和个数决定 储能容量由电解质的浓度与体积决定 

电堆 
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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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的特点 

安全性好：储能介质为钒离子的稀硫酸的水溶液 

功率和容可独立设计，适应性强，尤其适合大规模储能 
     储能容量大：100skWh– 100sMWh;    

     输出功率大：10skW— 100sMW 

充放电性能好、循环寿命长、可达15～20年。 ： 

    能量效率80%, 可深度放电，循环次数>13,000 

启动和响应速度快：无相变化,  充、放电切换只需0.02秒 

常温封闭运行，电解液可半永久使用、性价比高 

部件材料可循环利用、环境友好 



电解质溶液 

 材料 

性能需求  功能 

 钒电解质溶液 
V(Ⅴ) V(Ⅳ) V(Ⅲ) V(Ⅱ) 

不同价态钒离子的稀硫酸水溶液 

 储能活性物质   

 传导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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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稳定性 

 高纯度 

 高溶解度 

 高反应活性 

全钒液流电池电解液性能衰减的原因是微量副反应 
长期积累等引起的物质失衡和价态失衡引起的。 

可通过在线或离线再生技术恢复， 
电解液可循环利用！ 



我国钒资源丰富：全球目前已知的资源储量大约6300万吨钒，中国钒储量占世界38%；

其中适合目前开采的资源储量为1300万吨钒，95%在中国、俄罗斯和南非。 

电解液残值高：电解液残值可达50%~70%，用户角度看，是一种保值或增值的物质。 

全钒液流电池产业是钒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 

我国钒资源丰富 



高性能电解质溶液规模化制备技术 

发明了高稳定性、高反应活性的多价态钒离子电解质溶液稳定化技术； 

开发出电解质溶液在线容量恢复技术，解决了储能系统长期运行时的容量衰减问题。 

实现了高性能电解质溶液规模化制备 

实现150 MWh/年电解质溶液产能 
形成专有技术：  6 项                          申请发明专利： 10件 
发表学术论文：  4篇                           授权发明专利： 3件       

 全钒液流电池电解质溶液为多价态钒离子混合溶液， 

其溶解度和稳定性差异较大。 

24 

电解质溶液生产线 



电解质溶液性能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 
已经向国外批量出口 

欧洲Cellstrom公司： 
所供电解质溶液性能与此前欧洲
企业提供的性能相近，符合使用
要求。 

日本住友电工公司： 
所供电解质溶液性能测试结果良好
，杂质浓度低，适用于钒电池的电
解质溶液。 

全球液流电池制造商，日本住友电工、韩国三星、美国UET、 
欧洲Cellstrom、英国的Radt等，都使用我们生产的电解质溶液。 

近两年已对外销售100多兆瓦时的钒电解质溶液，全球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 25 



电  极 

 材料 

 功能 
性能 
要求 

全钒液流电池关键材料—电极 

碳素材料：如碳毡、

石墨毡、碳纸等 

提供反应 

   活性场所 

传导电解质 

 高导电性 

 高电催化活性 

 适宜的孔隙率  

    和孔结构 

 抗氧化性 

 耐强酸腐蚀性 

  减小极化， 
提高工作电流密度 

全钒液流电池电极材料为碳材料（碳毡或石墨毡），
电池报废后可以作为燃料烧掉， 

除CO2外无环境污染物 



高性能碳塑复合双极板材料的制造技术 
材料 碳塑复合双极板 石墨双极板 
电阻率 0.10 Ω•cm  0.01 Ω• cm 

抗弯强度 51 MPa  60 MPa  
阻液性 优 良 

耐腐蚀性 优 优 
成本 50元/m2 1700元/m2 

可组装性 韧性好， 
适合于组装大功率电堆 

脆性大，易碎， 
不适合于组装大功率电堆 

 集流 

 实现单池间的联结， 

 隔离正负极电解液 

 对电极提供支撑 

功能 

 高导电性 

 高阻液性 

 高耐腐蚀性 

 足够的机械强度和韧性 

性能要求 

全钒液流电池电极材料为碳塑复合材料， 
电池报废后可以作为燃料烧掉， 

除CO2外无环境污染物 



 高性能、低成本非氟多孔离子传导膜 

传递氢离子，形成回

路 

阻隔正负极钒离子 

 强氧化性 VO2
+ 

 高电位、大电流 

使用环境苛刻： 

作用： 

高离子选择性 

高氢离子传导性 

高化学稳定性 

低成本 

对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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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很差 

  非氟离子交换膜已研究开发了数十年 
  成本低 

  环境友好  
 

   至今仍未能实际应用 

离子传导性高 
 

化学稳定性好  膜价格昂贵（700 $/m2） 

实用化全氟磺酸离子交换膜 
离子选择性低 

     制备工艺复杂 

CF2 CF2 x CF
y

CF2

OCF2CF2SO3H
1960s问世，国内仍在投巨资仿制 

-e- +e- 

VO2+ 

VO2
+ 

-e- +e- 

我们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非氟离子交换膜中的离子交换基团的存在 

是导致稳定性下降的根本原因！ 
 



高性能非氟离子传导膜设计与制造技术 

传统的离子交换膜传递机理 

 膜材料必须含离子交换基团，没有离
子交换基团，就无法实现离子交换传导。 

 离子交换基团导致稳定性降低。 

原创性的离子筛分传导机理 

 突破离子交换传导机理的束缚， 
    原创性地提出了不含离子交换基团   
    的“离子筛分传导”的概念。 

 利用“孔径筛分效应”，从分子尺
度上实现对钒离子和质子的筛分传导。 

29 



非氟离子传导膜的研究成果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1, 4 , 1676  

       I find this an excellent contribution, and indeed one that could introduce  
a completely new type of membranes in this very important battery application 
field. It is of importance for that field, but also for the membrane technology 
field. One would wonder why no one thought of it before!     
这是一项杰出的贡献。全新的膜…对于液流电池领域甚至膜技术领域都很重要的 …… 

怎么此前没人想到呢！ 

审稿人评价 

审稿人评价 

      The performance of reported new membranes is simply excellent and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in this field with very high potential.    
   新型膜的性能优异，是该领域的杰出的进步……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2, 5, 6299 

发表研究论文近30篇，其中影响因子>15的论文4篇；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50余件，国际专利6件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1, 4 (4) 1147;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1, 4 (5)  1676;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2, 5 (4)  6299；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 6,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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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sc.org/chemistryworld/News/2011/April/13041101.asp 

 

 

中国科学家发现多孔膜，可以提高全钒液流电池效率，使全钒液流电池 

成为大规模储能的有效选择。 

   非氟离子传导膜的研究成果 
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Chemistry World” 作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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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sc.org/chemistryworld/News/2011/April/13041101.asp


 

 

迄今为止，全钒液流电池由于使用全氟磺酸膜而受到限制，中国大连化物所
张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类价格更为低廉的全钒液流电池用多孔膜，改进了全
钒液流电池的性能。 

非氟离子传导膜的研究成果 
美国材料学会 (MRS) Research/Researches作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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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x.doi.org/10.1557/mrs.20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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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非氟离子传导膜的研究成果 

突破“离子交换传导”机理的束缚，原创性提出“离子筛分传导”机理，开发出高选择性、

高导电性、 低成本的非氟离子传导膜。 
33 



非氟离子传导膜材料的研制与突破 

 经过10,000次充放电循环考察，电池性能无明显衰减，表明非氟离子传         
导膜具有优良的耐久性和稳定性。验证了“离子筛分传导”概念的正确性。 

 “离子传导膜”已被写入国家液流电池“术语”标准，非氟离子传导膜得
到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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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离子传导膜为非氟烃类高分子材料， 
电池报废后可以作为燃料烧掉， 

除CO2外无环境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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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的特点 
安全性好：储能介质为钒离子的稀硫酸的水溶液 

功率和容可独立设计，适应性强，尤其适合大规模储能 
     储能容量大：100skWh– 100sMWh;    

     输出功率大：10skW— 100sMW 

充放电性能好、循环寿命长、可达15～20年。 ： 

    能量效率80%, 可深度放电，循环次数>13,000 

启动和响应速度快：无相变化,  充、放电切换只需0.02秒 

常温封闭运行，电解液可半永久使用、性价比高 

部件材料可循环利用、环境友好 

比能量低：不适合于动力电池，适用于储能电站 



3、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的 

   应用 



 研究团队2000年开始液流电池技术的研究，历经10余年，技术不断创新进步，

2010年建立了产业化技术平台，成功实施了多项商业化应用示范工程。 

全球最大规模5 MW/10 
MWh  商业示范系统  

100 kW 系统 
10 kW 系统 1 kW 电堆 

10 kW 电堆 

2007 2005 2003 2000 

2010 
2011 

2012 

2009 

22 kW 电堆 

260 kW 系统 

352 kW 储能模
块  

单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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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50 kW集装箱式储能模块 

2013 

32kW 电堆 

大连化物所-融科储能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发展历程 

2015 



 研究团队2000年开始液流电池技术的研究，历经10余年，技术不断创新进步，

2010年建立了产业化技术平台，成功实施了多项商业化应用示范工程。 

全球最大规模5 MW/10 
MWh  商业示范系统  

100 kW 系统 
10 kW 系统 1 kW 电堆 

10 kW 电堆 

2007 2005 2003 2000 

2010 
2011 

2012 

2009 

22 kW 电堆 

260 kW 系统 

352 kW 储能模
块  

单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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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50 kW集装箱式储能模块 

2013 

32kW 电堆 

大连化物所-融科储能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发展历程 

2015 

日本住友电工 
重开研究 

日本住友电工 
中止开发 

加拿大VRB公司 
宣布破产 



 
 
 
 
 
 
 

电解质 
 溶液 

    形成了液流电池材料批量生产、模块设计制造、 
系统集成控制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储能电 
池系统 

 

密封件           

 

双极板 

离子 
交换膜 

 电极 

电力电子 
 及控制 

  

  电池模块 

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286件，国际 12件，已授权1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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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的技术水平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获多项奖励 
2014辽宁省企业重大研究成果奖  
2014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十二五20项标志性重大进展成果之一 



融科储能荣获“2015中国原创技术奖” 

2015年12月18日，由融科储能公司与大连化物所共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在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荣获“2015中国原创技术奖”。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全球领先者和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12，辽宁，卧牛石风电场储能示范系统，
5MW/10MWh 

2010，大连，光伏发电/储能一体化建筑，
60kW/300kWh 

2011，大连，通信基站用电源系统，
3.5kW/54kWh 

2010，大连，“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住宅，
5kW/50kWh 

2010，大连，蛇岛-偏远地区供电系统，
8.5kW/200kWh 

2014，沈阳，辽宁电科院储能系统，
100kW/400kWh 

2013，辽宁，锦州，黑山风电场储能系统，
3MW/6MWh 

2014，辽宁，国电和风锦州风电场储能系统，
2MW/4MWh 

2008，北京，金风科技智能微
网项目，200kW/800kWh 

2008，北京，国家电网智能电网用
户端，100kW/200kWh 

2011，宁夏，意科全钒液流储能电
池系统，3.5kWh 

2014，青海，中广核储能系统，
125kW/1MWh 

2009，西藏，光伏发电-液流储能
联合供电，5kW/50kWh 

2012，陕西，延长太阳能光电建筑
储能项目，6kW/50kWh 

2014，德国，BOSCH
公司储能系统，
250kW/1MWh 

2015，德国，
60kW/120Wh 

2015，美国，西雅图，
250kW/1MWh 

VANADIS 

UET RKP 

近几年来，实施了包括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5MW/10MWh全钒液流电池 

储能系统在内的近30项应用示范工程，在国内外率先实现了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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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寿命试验证实液流电池具有优异的耐久性 

       自2007年7月6日开始运行以来，截至2012月5月15日，   

 正常、连续运行超1678天，超过40,000小时,实现充放  

 电循环12,420次。电池系统能量效率衰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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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储供电的住宅示范应用(2009年～) 



美国DOE储能代表团访问（2011年） 



Solar Cell 20kW 

PV controlor Inventor Island load 

Diesel Engine Charger VFB 10kW/200kWh 

Solar-VFB-Diesel Engine Power Supply 

System for An Isolated Island  

(Sep. 2011) 



实施了全球最大规模的5MW/10MWh全钒液流电池 
储能系统在50MW风电场应用示范工程 

卧牛石风电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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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规模的5MW/10MWh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电堆区 电力电子及控制区 

电解质溶液区 

电池系统区 

经过4个月的运行考核，通过

业主的验收，全部技术指标

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技术

水平国际领先。 
48 



黑山VFB 储能电站 

HeiShan wind farm demonstration project（Liaoning） 
Stakeholder Liaoning Electric Power 

Installed Capacity Wind power: 50MW, energy storage: 3MW/6MWh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VFB 

Content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power supply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grid. 

Application Realized the smooth output of wind farms, planing generation. 

Supplier Rongke Power 49 

HeiShan wind farm 



正在集成中的2MW集装箱模块式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正在发货的2MW集装箱模块式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液流电池储能系统成功进入德国商业化市场 

Nürnberg 

Braderup 

250kW/1MWh system 
for Bosch in Braderup, 
2014 

60kW/120kWh system 
in Nürnberg, 2015 

VANADIS 

The first VBES project 
    in Europe 
The system is connected  
    with a local smart grid 
The system efficiency is  
    more than 68%  

The all-in-one containe  
The system is accepte   
    successfully 
The system efficiency   
    more than 70%  



4、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的 

   发展前景 



Development of High Power Density VFB Stacks 

Current density 

(mA/cm2) 

CE 

(%) 

VE 

(%) 

EE 

(%) 

80 97.4 90.1 87.8 

100 98.2 88.0 86.4 

120 98.5 85.9 84.6 

140 98.7 83.9 82.8 

160 98.9 81.9 81.0 

Materials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e operating current density  
increased from 80 to 160 mA/cm2 

Dramatically lower the stack cost can be obtained by 
the doubled increased operating current density. 

 



22千瓦电堆 

额定工作电流密度：80mA/cm2 

32千瓦电堆 

额定工作电流密度：110mA/cm2 
 

液流电池电堆技术进步 

电池工作电流密度提高，电堆体积减小，成本降低 



40kW高功率密度电堆性能 

电堆性能 
电流密度 
mA/cm2 CE % VE % EE % 

80 95.1 88.5 84.1 
100 96.2 85.8 82.6 
120 96.9 83.9 81.3 
145 97.5 82.1 80.0 

组装了40kW电堆，进行充放电性能测试。 
 
    电堆在145mA/cm2电流密度下工作，能
量效率达到80%，输出功率40.2kW。 



 

  5、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的 

   标准化 



            入选国际电器工业协会（IEC）TC105液流电池标准战略

研究专家组， IEC国际液流电池标准联合工作组牵头人。 

领军国家及国际液流电池标准制定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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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欧洲标准化组织CEN&CENELEC邀请，全面参与欧

洲液流电池标准制定,多次参加欧洲液流电池标准化会议 



领军液流电池技术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 

标准名称 类型 标准号/计划号 状态 

全钒液流电池 术语 国标 20111001-T-604 颁布实施 

全钒液流电池通用技术条件 国标 20111001-T-XXX 报批 

全钒液流电池用电解液 测试方法 行标 NB/T 42006-2013 颁布实施 

全钒液流电池用双极板 测试方法 行标 NB/T 42007-2013 颁布实施 
59 

国家标准：2件 

行业标准：3件 已颁布实施 



术语 

安全 

技术条件与测试方法 IEC液流电池标准专家合影 

代表中国提出《液流电池通用技术
条件及测试方法》核心标准提案 

   张华民研究员作为(IEC) TC105液流电池标准
战略研究专家（3人之一），起草了首个国际液
流电池标准战略框架并被采纳。 

推进并领军国际液流电池技术标准制定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导液流电池国际标准 

将液流电池国家标准成功引入国际标准，提升标准国际话语权 

IEC国际标准化组织参与情况—JWG7 

形成草案二稿，正在进行二稿意见征集 

JWG7标准工作流程 

IEC62932-2-1 FLOW BATTERY SYSTEMS FOR STATIONARY 
APPLICATIONS 

Part2-1: Performance general requirements& methods of test 

2015年1月：召开液流电池联合工作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瑞士日内瓦） 

IEC62932-2-1国际标准草稿一稿讨论现场  

项目负责人汇报国际标准草稿编制情况  



Vanadium Flow Battery 

谢谢各位！ 



2014年7月9日，由研究团队提供全部电

解液和电堆集成的华盛顿3MW/10MWh

智能电网液流电池储能系统成功并网，

美 国 能 源部 主 管 电网 的 副 部长 Pat 

Hoffman和华盛顿州长Jay  Inslee出席

了并网剪彩仪式。 

液流电池产品成功进军美国华盛顿电力储能市场 

我们团队向美国合作伙伴提供了全部的高性能32kW电堆和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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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实验室 



领导关注液流电池技术进展 

65 

2015年10月16日，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 

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调研 



领导关注液流电池技术进展 
近几年来，李克强、吴邦国、贺国强、周光召、路甬祥、韩启德、 

马凯、张国宝、 刘琪先后视察液流电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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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has been verified and augmented with data from the DOE global 
database for capacity installed to data (lithium-ion, vanadium flow battery,zinc 
bromine flow battery and nickel-cadmium) for operational projects. 
Source:Navigant Research (Dehamna, Eller &Embury,2014) for installed battery 
capacity by type, and GlobalData (2015) for the pumped-storage 
hydroelectricity capacity. 

储能技术应用的市场现状 

Advenced 
Lead acid 80 

Flow battery 46 

Fly wlee 25 

Other batteris 6 

Nickel-cadmiu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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