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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應用場景簡介

發電側

調頻、黑啟動、旋轉備用

平抑負荷

輸電側

電壓支撐、設備擴容

配電側

增加新能源滲透率

提升電能品質

組成微電網系統

用電側

斷電後備

光伏能量時移

削峰填谷



儲能的應用場景-配電側

提升電能品質 構建微電網系統

通過PCS儲能系統即時跟蹤負
載變化，毫秒級地充放電平滑
電壓和頻率波動，能有效提升
供電電能品質

對無電或缺電地區或離岸海島，
通過太陽能和儲能建立的獨立
的微電網儲能系統



智能微電網的介紹

微電網（Micro-Grid）也譯為微網，是一種新型網路結構，是一組由分佈式電源、用電負荷、能量轉換裝置、

儲能系統和監控保護裝置構成的系統單元。微電網是一個能夠實現自我控制、保護和管理的獨立系統，既可以

與外部電網並網運行（併網），也可以孤立運行（離網）。

通過微電網可充分有效地發揮分佈式清潔能源潛力，減少分佈式發電容量小、發電功率不穩定、獨立供電可

靠性低等不利因素，確保電網安全運行，是大電網的有益補充，對於可再生能源的分佈式發展具有關鍵作用。



智能微電網的介紹

微電網的特性：
可靠性：保證用戶供電的連續性，沒有斷
電的風險；
穩定性：保證供電的電壓、頻率等性能的
穩定，以及在負荷的突變時同樣保證性能
的穩定；
優異性：微電網中包含多種能量源，需要
保證最終用戶的電源是純淨、無污染的。
多能互補：系統具備太陽能、風能、柴油
發電機等多種能源補充，可實現可再生能
源的最大化利用。



智能微電網的應用

類型 民用微電網 工業、商用用微電網 特殊保障性微電網 孤島微電網

應用 村莊、小型戶用 高耗能企業、商場、
酒店

政府機關、軍事設
施、醫院等

偏遠山區、海島

優勢 優先利用再生能
源降低用電電費、
削峰填谷、減少
排放

保證電網穩定運行、
利用可再生能源大幅
降低企業用電成本，
給高耗能企業帶來良
好的環境效益

可不依賴市電獨立
運行、保證重要負
荷不間斷供電

安裝地點靈活，
可獨立運行，彌
補電網不足；因
地制宜的利用可
再生能源



儲能的應用場景-用電側

削峰填谷 併網能量轉移

合理的充放電時段設置，使
峰谷差價的最大化

解決再生能源間歇性發電
限制、併網限電等問題



“削峰填谷”經濟效益

儲能的削峰填谷，按分時階段電價政策賺取峰谷電價差，可實現盈利

注：該模式適用於峰谷電價差大的地方，差價越大的地區相應的收益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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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att PCS 50      PCS 100
PCS 250    PCS500
PCS 630

雙向儲能變流器 50-630KW 光儲一體機 30-150KW

Growatt HPS 30      HPS 50
HPS 100    HPS120
HPS 150

工商業儲能產品線



PCS儲能雙向變流器

PCS：
相當於一個電池充放電控制器。
本身只有電池和交流輸出（入）
兩個介面。通常情況下需要跟旁
路櫃一起使用才能組成完整的系
統。

旁路櫃：
有太陽能逆變器，PCS，負載，
電網（和發電機，選配）介面。
同時有靜態開關用於離並網的無
縫切換。

PCS 旁路櫃



PCS儲能雙向變流器

◆雙向工作，可用於電池充電及放電

◆可併網或離網工作，也可併離網切換工作（搭配旁路櫃）

◆多工作模式可設定，充放電時間可設置，實現削峰填谷

◆接太陽能系統需配太陽能併網逆變器使用

◆內置隔離變壓器（50K-250k）

PCS50/100變比為270:400;PCS250變比315:400;500/630無變壓器

◆485和CAN通訊介面，支持modbus和CAN協議

◆支持鉛酸及鋰電池

◆支持多機併聯

雙向電池充放電控制器



PCS是儲能系統的核心控制設備，在電網的發電側、輸電側、配電側和用電側均
具有對應的應用場景。

PCS儲能雙向變流器主要應用場景

發電廠 輸電線 配電線 用電負載

黑啟動
旋轉備用

電網輔助
調壓調頻

•削除尖峰
•負載搬移
•備用電源
•優化再生能源發電輸出
曲線
•優化電能品質
•組建微電網、離網系統



PCS儲能雙向變流器微網應用場景

大型微網應用(500kW-5MW)：

用於島嶼或偏遠地區，無電網接
入條件，或電網不穩定，降低柴
油發電，解決高能耗及空氣污染
問題

特點：

1. 直流耦合，穩定可靠

2. 模組化太陽能控制器，方便
擴容

3. 平緩太陽能等不穩定發電，
提高供電品質

4. 節省柴油發電機等設備容量
和費用

相關產品：

PCS500，電池, PBD250，
Shinemaster, 旁路櫃

工作模式：離網模式或負載優先模式



HPS光儲一體機

HPS光儲一體機是集成了MPPT充電器，雙向變流器，旁路櫃等所有功能的
一體化方案。相當於將太陽能逆變器， PCS和旁路櫃整合在一起。



智能光儲系統 離網系統

HPS光儲一體機



HPS光儲一體機典型應用場景

峰谷電價應用(5-500kW)：

利用電網峰谷電價，提高系統收
益，或補充區域配額不足，降低
耗電峰期額外電費支出

特點：

1. 峰谷套利，降低電費支出

2. 避免變壓器擴容，降低系統
投資

3. 降低容量電價額外開支

4. 併離網無縫切換使用，可做
備用電源

相關產品：

HPS 50-150kW,  電池, Shine 
master監控

建議工作模式：經濟模式（削峰填谷）



削除尖峰負荷，負載搬移，用電需求量大儲能系統放電，用電需求量小儲能系
統充電。增加太陽能系統的自發自用率。

HPS光儲一體機典型應用場景



做備用電源：

HPS光儲一體機典型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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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電站
前期分析

其他收益（減少變壓器容量）

是否有政府、地方相關補助

獲得儲能收益的模式，用於計算專案收益

詳細瞭解專案需求，具體應用場景，是否為必需

賺峰谷差價時，峰谷電差價儘量大

大型儲能專案前期分析



1.變壓器容量、利用率

大型儲能專案前期評估要點

3. 配電系統一次接線圖

5. 年度用電天數統計

7. 配電房平面圖

2.實際高峰負荷

4. 年度每月用電量統計

6. 廠區佈局圖紙

8. 提供供電局收費單據

最好白天生產/深夜休息作業班次，
如24h連續生產需考慮變壓器容量利用率不超過70%。

月負荷用電量；

日負荷用電量；

典型日負荷曲線，春夏秋冬四季各選幾日正常工作時間的日

負荷曲線，以明確負荷波動情況。

需明確用戶進線電壓等級，變壓器配置情況，

用戶配電情況，以確定儲能併網點。

即一年內每月電費清單，明確用戶用電量大小，
變壓器基本電費繳納情況。

最佳狀態一年300天以上。 方便設計儲能系統的安裝佈局。

以明確儲能系統的接入需如何對配電室進行改動。 目的確認電價差額，進行收益測算



小型光儲專案設計原則

根據用戶的負載類型和功率確認光儲逆變器的功率

負載一般分為感性負載和阻性負載，帶有電動機的負載屬於感性負載，

在計算逆變器的功率時，要把感謝負載的啟動功率（3-5倍）考慮進

去。逆變器的輸出功率要大於負載的功率。

根據用戶每天的用電量確認太陽能功率

太陽能組件的設計原則是要滿足平均天氣條件下負載每日用電量的需

求，儘量保證在光照最差的季節蓄電池也能夠基本上天天充滿電。離

網系統可用的電量=組件總功率*太陽能發電平均時數*控制器效率*蓄

電池效率。另外太陽能模組的安裝還需考慮實際可安裝面積的大小。



小型光儲專案設計原則

根據用電量或者備電容量確定蓄電池容量

蓄電池的任務是在太陽能輻射量不足時，保證系統負載的正常用電。

在微電網系統中，還有市電或者油機作為補充，蓄電池的容量可以根

據實際情況來設計。設計時要注意3點：蓄電池組的電壓要達到PCS

系統的電壓；蓄電池組儲存的電量要達到客戶的要求

設計系統最優運行模式

蓄電池根據系統的負荷使用情況，設計太陽能優先、市電優先、柴油

機備用等工作模式，根據用電峰谷時間，設置系統峰谷放電時間，保

證整個系統在最優的經濟模式下運行。



小型光儲專案設計方案-HPS 30

名稱 型號 數量

1 光儲逆變器 HPS 30 1臺

2 太陽能模組 330W 100塊

3 直流匯流箱 5進1出 1臺

4 鋰鐵電池組 ATESS BC 60（含BMS） 1套

5 系統監控 shinemaster 1套

6 交直流電纜 4mm²直流，交流25*3+16mm² 足量

7 其他安裝輔材 支架、五金另料、交流配電箱 足量

設備清單：

系統原理：

太陽能模組：單晶330W，數量100塊，20串5並，組件工作電壓680V，總功率33KW，在北京地區，平均每天能 發電約150度。

光儲逆變器：逆變器採用HPS30光儲一體機，最大輸出功率為30KW

鋰電池: 包括單體鋰電池和BMS管理系統，設計使用壽命10年，搭配Growatt的監控系統，可以監控到每個電池的運行狀態。

客戶要求： 30KW光儲一體系統，最大負載為25KW，負荷不會同時啟動工作，白天用電量在約70kwh，晚上約30kwh。客戶要

求備電容量為60kwh，作為後備電源，同時晚上可用電池的電帶負載使用。多餘電量可賣給電網，不夠的用電可由電網進行補充。



儲能應用場景介紹

Growatt儲能產品介紹

儲能系統設計要點

應用案例



泰國空軍基地專案 19 個100kW的站點



新疆軍方專案, 100kW/200kwh



中國部分案例



亞洲部分案例



非洲部分案例



美洲部分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