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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拓扑图

系统组成
AC/DC 模块
双向 AC/DC 变换器可实现直流到交流、交流到直流的双向变换，既可以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为蓄电池充电，
也可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为负载供电或回馈给电网。

静态转换开关
实现并离网状态 10ms 内快速切换，正常工作状态下，静态开关闭合，市电中断时，静态开关立即断开，系统
转为离网供电，由电池放电供负载使用。

监控系统
系统运行数据监视，运行策略管理，历史数据记录，系统状态记录等。

多功能储能变流器  

多功能双向变流器可实现直流到交流、交流到直流的双向变换，既可以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为蓄电池充电，也

可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为负载供电或回馈给电网。系统采用先进的数字控制技术，优化了控制性能，提高了

系统的可靠性。 可实现并网放电、并网充电及系统离网运行等模式之间的不间断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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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一体化多功能变流器 -50K 模块

参数表 EPCS50 EPCS100 EPCS150 EPCS200 EPCS250

直流参数

电压范围 DC580V ～ DC900V 

直流通道 1 2 3 4 5

单通道最大电流 85A

交流参数（并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200KW 25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75A 151A 227A 303A 379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 （额定功率）

充放电转换时间 <100ms

交流参数（离网）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200KW 25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 ( 内置）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风冷，智能风扇调速

最大效率 97.50%

尺寸（W*D*H）mm   600*1000*2000 1200*1000*2000

重量 300kg 330kg 500kg 530kg 560kg

证书 EN50549/G99/IEC62477-1/EN61000/IEC61727/IEC62116/VDE4105

型号 : EPCS50,EPCS100
系统容量 : 50kW,100kW 
功率模块型号 : PCM50
功率模块容量 : 50kW 
尺寸 : 600*1000*2000(W*D*H)mm

型号 : EPCS150,EPCS200,EPCS250
系统容量 : 150kW,200kW, 250kW 
功率模块型号 : PCM50
功率模块容量 : 50kW                
尺寸 :1200*1000*2000(W*D*H)mm

多功能化
■ 并离网无缝切换，快速响应，保证关键负载持续不间断供电 ;
■ 支持新能源接入，节省太阳能逆变器投资 ;
■ 直流输入范围宽，支持梯次电池利用，更能适用于实际情况 ;
■ 有功无功独立调节，有效提升电能质量 ;

性能强大
■ 模块化设计使配置更加灵活，维护便捷 ;
■ 支持电池组串式连接，安全系数更高 ;
■ 双向三电平逆变电路设计，转换效率高达 98.5% 以上 ;
■ 支持多机并联运行，可以扩容至兆瓦功率等级 ;

智能友好
■ 适配多种类型电池，实现不同的充放电策略 ;
■ 具备 PQ、VF、VSG、SVG 等功能，支持离网运行和黑启动 ;
■ 可读触摸屏形式，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支持多种语言操作 ;
■ 接受电网调度，可采用多种通讯方式。

谷电峰用：在用电低谷时
期存储电量，用电高峰期
释放，节约用电成本

当电网失电时，系统可不
间断离网供电，保证负荷
正常运转

补偿电网电压的瞬态
跌落、负载的功率因
数以及谐波电流

将新能源和储能相结
合，组成并离网系统

补偿短时电力资源的不足，延
缓配电投资

五大
功能

削峰填谷

不间断供电

综合能源
一体化

电能
质量管理

动态增容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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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范围一体化多功能变流器 -50K 模块
型号 : WIPS50 ,WIPS100
系统容量 : 50kW,100kW
功率模块型号 : PCMZ50
功率模块容量 : 50kW
尺寸 : 600*1000*2000(W*D*H)mm

型号 : WIPS150,WIPS200,WIPS250
系统容量 : 150kW,200kW,250kW
功率模块型号 : PCMZ50
功率模块容量 : 50kW
尺寸 : 1200*1000*2000(W*D*H)mm

参数表 WIPS50 WIPS100 WIPS150 WIPS200 WIPS250

直流侧参数

工作电压范围 DC200V ～ DC800V 

直流通道 1 2 3 4 5

单通道最大电流 135A

交流参数（并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200KW 25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75A 151A 227A 303A 379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 （额定功率）

充放电转换时间 <100ms

交流参数（离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200KW 250KW

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10%]：10min；11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 ( 内置）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风冷，智能风扇调速

最大效率 95.50%

尺寸（W*D*H）mm   600*1000*2000 1200*1000*2000

重量 320kg 350kg 530kg  560kg  580kg

证书 EN50549/G99/IEC62477-1/EN61000/IEC61727/IEC62116/VDE4105

参数表 EPCS300 EPCS400 EPCS500 EPCS600

直流参数

电压范围 DC580V ～ DC900V 

直流通道 3 4 5 6

单通道最大电流 170A 

交流参数（并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300KW 400KW 500KW 6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454A 606A 758A 909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 （额定功率）

充放电转换时间 <100ms

交流参数（离网）

额定功率 300KW 400KW 500KW 6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外置）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风冷，智能风扇调速

最大效率 98.5%（不含隔离变压器）

尺寸（W*D*H）mm  1400*1000*2000

重量 600kg 650kg 700kg  750kg 

证书 EN50549/G99/IEC62477-1/EN61000/IEC61727/IEC62116/VDE4105

高效一体化多功能变流器 -100K 模块
型号 : EPCS300,EPCS400,EPCS500,EPCS600
系统容量 : 300kW,400kW,500kW,600kW 
功率模块型号 : PCM100
功率模块容量 : 100kW
尺寸 : 1400*1000*2000(W*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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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式 PCS 模块

型号 :PCM50   Ⅱ HC
容量 :50kW                         
尺寸 :
560*530*133(W*D*H)mm

型号 :PCM100   Ⅱ HC
容量 :100kW                     
尺寸 :
560*530*177(W*D*H)mm

参数表 PCM50 Ⅱ HC PCM100 Ⅱ HC
电池接口参数
电压范围 DC650V ～ DC900V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最大电流 85A 170A
直流通道 1 1
交流并网参数
输出线制 3W/3W+N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75A 151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 （额定功率）
充放电转换时间 <100ms
交流离网参数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频率 50Hz/60Hz 
电压精度 1%
频率精度 ±0.2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非隔离型
防护等级 IP20（内部三防处理）
冷却方式 风冷，智能风扇调速
最大效率 98.50%
尺寸（W*D*H）mm  560*530*133 560*530*177
重量 30Kg 40Kg

光储一体机——光伏系统无缝接入
型号 :SPCS50
MPPT:50kW
PCS:50kW
尺寸 :
600*1000*2000(W*D*H)mm

型号 :SPCS100
MPPT:100kW
PCS:100kW
尺寸 :
1200*1000*2000(W*D*H)mm

型号 :SPCS150
MPPT:150kW
PCS:150kW
尺寸 :
1200*1000*2000(W*D*H)mm

参数表 SPCS50 SPCS100 SPCS150
光伏参数
MPPT 电压范围 DC200V ～ DC700V 
MPPT 满功率电压范围 DC370V ～ DC700V 
MPPT 路数 1 2 3
单通道最大电流 135A 
电池参数
电压范围 D580V ～ DC900V 
最大充放电电流 85A 170A 225A 
交流并网参数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75A 151A 227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 （额定功率）
交流离网参数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15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 ( 内置）
功能 自发自用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风冷，智能风扇调速
尺寸（W*D*H）mm   600*1000*2000 1200*1000*2000 1200*1000*2000
重量 550kg 750kg 8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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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锂电池模组

系统主要组成，由安全、高效、长寿命磷酸铁锂电芯通过串并联组成电池模组，多个模组串联组成电池簇。

电池管理系统

系统核心部件，有效保护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等，同时对电芯进行均衡管理，保障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
高效运转。

监控系统
系统运行数据监视，运行策略管理，历史数据记录，系统状态记录等。

核心优势
安全可靠
■ 高品质磷酸铁锂电芯；
■ 智能风冷设计，系统寿命长，运行平稳；
■ 模组、机柜、系统三级 BMS 设计，状态多重监测，分级联动，全面保障电池系统安全；
■ 电池模块采用 PC 支架和加固钢结构设计，以保证系统在运输、安装和运行中的最高安全性。

高效便捷
■ 能源系统，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度；
■ 倍率型系统性能突出，支持最大 2C 充电，6C 放电；
■ 模块化设计，方便维护、管理、扩容。

主动均衡
■ 三级 BMS 设计，能量转移式主动均衡，克服单体电芯容对系统容量的影响；
■ 均衡精度小于 2%，均衡能力最高达到额定输出的 10%。

成本优化
■ 体积小、重量轻，节省空间及安装成本；
■ 循环寿命长、故障率低，降低运维投入。

锂电池系统
锂电池系统由机架、电池模组、电池管理系统（BMS）、显示

控制系统及保护系统等组成。二级 BMS 设计，系统状态多重

监测，分级联动。继电器、熔断器、断路器、BMS 构成集电

气安全和功能安全为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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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型锂电系统

EFS480-40
电池容量：40Ah
额定电压：480Vdc
尺寸：600*550*2000(W*D*H)mm

EFS480-80
电池容量：80Ah
额定电压：480Vdc
尺寸：600*800*2000(W*D*H)mm

EFS480-120
电池容量：120Ah  
额定电压：480Vdc
尺寸：600*950*2000(W*D*H)mm

EFS480-160
电池容量：160Ah    
额定电压：480Vdc
尺寸：600*1150*2000(W*D*H)mm

型号等级 EFS480-40 EFS480-80 EFS480-120 EFS480-160

电池容量 40Ah 80Ah 120 Ah 160 Ah

标称电压 480V 480V 480V 480V

额定能量 19.2kWh 38.4kWh 57.6kWh 76.8kWh

电池电压范围 (V) 420 ～ 547.5 420 ～ 547.5 420 ～ 547.5 420 ～ 547.5

最大持续充电电流 80A (2C) 160A (2C) 240A (2C) 320A (2C)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 240A (6C) 400A (5 C) 480A (4C) 480A (3C)

工作温度  充电：0℃～ 50℃ ; 放电：-20℃～ 55℃

最佳工作温度 15℃ ~ 35℃ 

储存温度 -40℃ ~ 60℃ ;   ( 系统 SOC：  低于 20%~40%; 1 个月内 , -40℃ ~ 45℃ ; 6 个月内 , -20℃ ~ 35℃ ) 

工作环境 海拔：<2500 米；相对湿度：< 值 95%（无冷凝）

热管理 智能风冷

绝缘电阻 ＞ 500MΩ@1500VDC 

隔离耐压 2500VDC/1min 

内部供电方式 24VDC( 内置 DC/DC) 

静态功耗 35W ( 典型值，模块风扇未启动 ) 

数据显示 7 英寸 TN 真彩色液晶屏幕  ( 比率：5：3，分辨率比：800×480) 

防护等级 IP21 

外形尺寸

宽 (mm) 600 600 600 600

深 (mm) 550 800 950 1150

高 (mm) 2000 2000 2000 2000

重量 (Kg) 400 600 800 1000

循环寿命   3000 次   (1C@25℃ 充电 / 放电 @100%DOD，  EOL80%)

电池管理（BMS) 部分

电压采集范围 1-5V

单体电芯电压采集精度 ≤ 10mV

总电压采集精度 ±（0.5%FS+0.1%RD）mv

电流采集范围 0~±250ADC 0~±500ADC 0~±625ADC 0~±750ADC

电流采集精度 ≤ ±1℃

温度采集范围 -20 ~ 125℃ 

温度采集精度 ≤ ±1℃ 

SOC 估算精度 ≤ 8% （典型值，具备自校正） 

SOH 估算精度 ≤ 8% 

充电过流保护 ＞ 2C，10s；＞ 2.2C，5s；＞ 2.5C，1s

放电过流保护 ＞ 6.2C,10s；
＞ 6.5C,1s

＞ 5.2C,10s；
＞ 5.5C,1s

＞ 4.2C,10s；
＞ 4.5C,1s

＞ 3.2C,10s；
＞ 3.5C,1s

过温保护    放电 ＞ 55℃ (20s) ; 充电 ＞ 50℃ (20s)    回差默认值 15℃，可设定

低温保护 放电 ＜ -20℃  (1s)  ;  充电 ＜ 0℃  (1s)   回差默认值 15℃，可设定

通讯模式 CAN, RS485, 干接点

证书 IEC62619/IEC62620/EN61000/UN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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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型锂电系统

EFS512-100
电池容量：100Ah
额定电压：512 Vdc
尺寸：1360*650*1400 (W*D*H)mm

EFS480-150
电池容量：150Ah
额定电压：480 Vdc
尺寸：1360*650*1400(W*D*H )mm

EFS460-200
电池容量：200Ah
额定电压：460 Vdc
尺寸：1360*650*1400 (W*D*H)mm

EFS768-100
电池容量：100Ah
额定电压：768 Vdc
尺寸：1360*650*2000(W*D*H) mm

EFS768-150
电池容量：150Ah
额定电压：768 Vdc
尺寸：1360*650*2000(W*D*H)mm

EFS768-200
电池容量：200Ah
额定电压：768 Vdc
尺寸：1360*650*2000(W*D*H)mm

型号等级 EFS512-100 EFS480-150 EFS460-200 EFS768-100 EFS768-150 EFS768-200

电池容量 100Ah 150Ah 200Ah 100Ah 150Ah 200Ah

标称电压 512V 480V 460V 768V 768V 768V

额定能量 51.2kWh 72kWh 92kWh 76.8kWh 115.2kWh 153.6kWh

电池电压范围 (V) 448V ～ 568V 420V ～ 532.5V 403.2V ～ 511.2V 672V ～ 852V

最大持续充电电流 100A （1C) 150A （1C) 200A （1C) 100A （1C) 150A （1C) 200A （1C)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 100A （1C) 150A （1C) 200A （1C) 100A （1C) 150A （1C) 200A （1C)

工作温度 充电：0℃～ 50 ℃ ; 放电：-20℃～ 55 ℃

最佳工作温度 15℃～ 35℃ 

储存温度 -40℃～ 60℃（系统 SOC： 20%~40% 条件下；1 个月内 , -40℃ ~ 45℃；6 个月内 , -20℃ ~ 35℃）

工作环境 海拔 : ＜ 2500m ; 相对湿度 : <95% ( 无冷凝 )

热管理 智能风冷

绝缘电阻 ＞ 500MΩ@1500VDC

隔离耐压 2500VDC/1min

内部供电方式 24VDC ( 内置 DC/DC )

静态功耗 35W ( 典型值，模组风机未启动 )

数据显示 7" TN 真彩液晶屏 ( 比例：5:3，分辨率 800×480 )

防护等级 IP21

外形尺寸（W*D*H）mm 1360*650*1400 1360*650*1400 1360*650*1400 1360*650*2000 1360*650*2000 1360*650*2000

重量 650Kg 850Kg 1050Kg 1000Kg 1350Kg 1650Kg

循环寿命 4000 次 (1C@25℃ 充放电 @100%DOD，EOL80% ) 

电池管理 (BMS) 部分

电压采集范围 1-5V

单体电芯电压采集精度 ≤ 10mV

总电压采集精度 ±（0.5%FS+0.1%RD）mv

电流采集范围 0~±250ADC 0~±375ADC 0~±500ADC 0~±250ADC 0~±375ADC 0~±500ADC

电流采集精度 ≤ ±1%

温度采集范围 -20 ～ 125℃ 

温度采集精度 ≤ ±1℃

放电过流保护 ＞ 1C，10s；＞ 1.2C，5s；＞ 1.5C，1s

充电过流保护 ＞ 1C，10s；＞ 1.2C，5s；＞ 1.5C，1s

过温保护 放电 ＞ 55℃ (20s)  ； 充电＞ 50℃ (20s)  

低温保护 放电 ＜ -20℃ (1s)  ； 充电 ＜ 0℃ (1s)  

通讯模式 CAN, RS485, 干接点

证书 IEC62619/IEC62620/EN61000/UN38.3

*2C 系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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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768-280
电池容量：280Ah
额定电压：768 Vdc
尺寸：1330*667.5*1870(W*D*H)mm

能量型锂电系统 系统型号 EFS768-280

电池容量 280Ah

标称电压 768V

额定能量 215.04kWh

电池电压范围 672V ～ 876V （单体电芯 2.8 ～ 3.65）  

最大持续充电电流 140A  (0.5C)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 140A  (0.5C)

工作温度 充电：0℃～ 50℃ ；放电：-20℃～ 55℃  

最佳工作温度 15℃～ 35℃

储存温度 -40℃～ 60℃ （系统 SOC：20%~40% 条件下）

工作环境 海拔：＜ 2500m； 相对湿度：<95%（无凝露） 

热管理 智能风冷

绝缘电阻 ＞ 500MΩ@1500VDC

隔离耐压 2500VDC/1min

内部供电方式 24VDC( 内置 DC/DC)  

静态功耗 35W （典型值，模组风机未启动）

防护等级 IP21

外形尺寸（W*D*H）mm  1330*667.5*1870

重量 Kg 2000Kg

循环寿命 6000 次（0.5C@25℃充放电 @100%DOD，EOL80%）  

电池管理（BMS）部分

电压采集范围 1-5V

单体电芯电压采集精度 ≤ 10mV

总电压采集精度 ±（0.5%FS+0.1%RD）mv

电流采集范围 0 ～ ±250ADC

电流采集精度 ≤ 1%

温度采集范围 -20 ～ 125℃

温度采集精度 ≤ ±1℃

SOC 估算精度 ≤ 8%（典型值，具备自校正） 

SOH 估算精度 ≤ 8%

充电过流保护 ＞ 0.5C，10s  

放电过流保护 ＞ 0.5C，10s

过温保护 放电＞ 55℃（20S）；充电＞ 50℃（20S） （回差默认值 15℃，可设定）

低温保护 放电＜ -20℃ （1S）；充电＜ 0℃ （1S） （回差默认值 15℃，可设定）  

通讯模式 CAN,RS485，干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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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光储系统
               ——静态发电机
 GRES（Grid Renewable Energy Storage Power Supply）静态发电机，是集锂电池和多功能双向储能变流器（MPCS）

于一体的智能化、模块化供电设备，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将锂电、双向 DC/AC 变流器、双向 DC/DC 变流器、

静态转换开关 STS 及监控单元 PMS 等单元模块任意组合，可实现并网供电、离网供电、并离网不间断供电、静

态无功补偿、谐波抑制等功能，还可将新能源、电网、锂电、负载等结合在一起，合理配置、科学利用，为用户

提供绿色、环保、无噪声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用电服务。同时该系统还具备易安装、易操作、应用前景广泛

等特点。

储能变流器

双向 AC/DC 变换器可实现直流到交流、交流到直流的双向变换，既可以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为蓄电池充电，
也可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为负载供电或回馈给电网。

电池管理系统

统核心部件，有效保护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等，同时对电芯进行均衡管理，保障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高
效运转。

监控系统

系统运行数据监视，运行策略管理，历史数据记录，系统状态记录等。

IP54 设计

系统整体采用 IP54 设计。

空调系统

电池舱集成储能空调，满足系统在不同环境中的平稳运行，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系统组成

锂电池模组

系统主要组成，由安全、高效、长寿命磷酸铁锂电芯通过串并联组成电池模组，多个模组串联组成电池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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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储调峰、调频

工商业需量管理、削峰填谷

移动储能，电力救援

提高电能质量，用户侧后备电源

微电网系统

系统应用

系统拓扑图

适用型号：GRES-1075-500/GRES-645-300

光储交流母线方案

核心优势
安全可靠
■ 电池模块采用 PC 支架和钢结构加固设计，以保证系统在运输、安装和操作中的最高安全性；
■ 用于电池安装的阻尼垫设计，以提高系统的抗冲击性；
■ PCS 与电池组串式设计，杜绝环流，提高系统可靠性，维护性；
■ BMS 及交、直流多层保护，系统更安全；

高效便利
■ 光伏、油机直接接入，多能源智能管控；
■ 一体化设备，可固定、可车载，易移动；
■ 一键开关机，操作更加便捷；

成本优化
■ 一机多能：并离网不间断供电，动态扩容，削峰填谷优化用电模式，改善三相不平衡，实现多能互补；
■ 体积小、重量轻，节省占地面积及安装费用；
■ 寿命长、故障率低，运维成本低。

适用型号：GRES-75-50/GRES-150-100/GRES-225-150/GRES-300-200

光储直流母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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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300-200
电池容量 : 300kWh
PCS 容量 : 200kW
尺寸 : 1680*3788*1700(W*D*H) mm

GRES-150-100
电池容量：  150kWh
PCS 容量：  100kW
尺寸 : 1680*2264*1700  (W*D*H)mm

GRES-225-150
电池容量：  225kWh
PCS 容量：  150kW
尺寸 : 1680*3026*1700(W*D*H)mm

GRES-75-50
电池容量：  75kWh
PCS 容量：  50kW
尺寸 : 1680*1502*1700  (W*D*H)mm

型号 GRES-75-50 GRES-150-100 GRES-225-150 GRES-300-200
光伏参数
MPPT 电压范围 DC200V ～ DC700V 
MPPT 满功率电压范围 DC370V ～ DC700V 
MPPT 路数 0-2（选配）   
单通道最大电流 135A 
交流参数（并网）
额定输出功率 (kW) 50 100 150 200
最大输出功率 (kW) 55 110 165 220
额定电网电压 (V) AC 380/400 
电网 3W+N+PE 
电网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电网频率 (Hz) 50/60 
电网频率范围 (Hz) ±2 
输出电流谐波 ≤ 3%（额定功率）
功率因数 -0.9~+0.9  
交流参数（离网）
额定输出功率 (kW) 50 100 150 200
最大输出功率 (kW) 55 110 165 220
额定输出电压 (V) 3W+N+PE, 380/400V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额定频率 （Hz) 50/6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电池参数
电芯类型 磷酸铁锂
单电池模块电量 (kWh) 5.12
电池模块数量 15 30 45 60
电池系统电量 (kWh) 76.8 153.6 230.4 307.2
运行时长 (h) 1.5 ( 可更改电池模块数量选配其他时长 )
循环寿命  4000 次（0.5C@25℃充放电 @100%DOD，EOL80%）
保护
直流开关 具备
交流开关 具备
电网监测 具备
绝缘监测 具备
直流反接保护 具备
接地故障保护 具备
浪涌保护 直流二级 / 交流二级
基本参数
尺寸（W* D* H）mm  1680*1502*1700 1680*2264*1700 1680*3026*1700 1680*3788*1700
重量 (kg) 1395 2470 3545 4620
隔离方式 非隔离型
防护等级 室外型 IP54
工作温度范围 -20 ～ 55℃ (>45℃降额 )
相对湿度（无冷凝） 0 ～ 95%
温控方式 电气舱：智能风冷；电池舱：空调；
最高工作海拔 (m) 4000(>2000 降额 )
显示 触摸屏
通讯接口 RS485、CAN 
通讯协议 Modbus-RTU、CAN2.0B 

光储直流母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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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
空调 

消防

锂电池储能系统

变压器

GRES-1075-500
电池容量：1075kWh
PCS 容量：500kW
尺寸：6058*2438*2591(W*D*H)mm

GRES-645-300
电池容量： 645kWh
PCS 容量： 300kW
尺寸 : 3000*2438*2591(W*D*H)mm

型号 GRES-1075-500 GRES-645-300
光伏参数
光伏最大接入功率 400KW 200KW
额定电流 606A 303A
额定输入电压 3W+N+PE, 380/400V
额定频率 (Hz) 50/60
交流参数（并网）
额定输出功率 (kW) 500 300
最大输出功率 (kW) 550 330
额定电网电压 (V) 3W+N+PE, 380/400V
电网电压范围 -15%~+10%
额定电网频率 (Hz) 50/60
电网频率范围 (Hz) ±2
输出电流谐波 ≤ 3%（额定功率）    
直流分量 <0.5%In
功率因数 -0.9~+0.9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交流参数（离网）
额定输出功率 (kW) 500 300
最大输出功率 (kW) 550 330
额定输出电压 (V) 3W+N+PE, 380/400V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额定频率 （Hz) 50/6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电池参数
电芯类型 磷酸铁锂
单电池柜电量 (kWh) 215.04
电池柜数量 5 3
电池系统电量 (kWh) 1075.2 645.12
额定运行时长 (h) 2( 可更改电池模块数量选配其他时长 )
循环寿命 6000 次（0.5C@25℃充放电 @100%DOD，EOL80%）
保护
交流开关 具备
PV 电操交流开关 具备
电网监测 具备
浪涌保护 具备
基本参数
尺寸（W* D* H）mm  6058*2438*2591 3000*2438*2591
重量 (kg) 16000 10000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内置）
并离网切换装置 STS
防护等级 室外型 IP54
工作温度范围 -20 ～ 55℃ (>45℃降额 )
相对湿度（无冷凝） 0 ～ 95%
温控方式 空调
最高工作海拔 (m) 4000(>2000 降额 )
显示 触摸屏
通讯接口 RS485、CAN、LAN
通讯协议 Modbus-RTU、Modbus-TCP、CAN2.0B

光储交流母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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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集装箱

先控采用标准电池模块、PCS 模块及 BMS、EMS 等系统组建标集装箱构建大型电网侧储能项目。标准化 20 尺、

40 尺集装箱系统，最高可配置 2.5MWh1.2MW 储能系统，标准化、预制化设计，降低用户定制化时间和建造成本，

减少因为本地安装差异和管理风险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满足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应急响应、新能源消纳

等应用需求，保障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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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
■优选 LFP 路线，严苛的安全性测试
■从电芯到集装箱，分级温控策略，工业级温控系统
■全方面电气保护：高低压分离、绝缘检测，接地保护、防雷设计
■电芯间 7mm 热隔离、绝缘支架设计
■模组内置气溶胶消防措施，集装箱智能仓级消防，分级联动，多层防护
■电池组于 PCS 组串式连接，杜绝环流，安全性更高

智能高效
■高效化、数字化、智能化 EMS 系统架构设计
■ 0.5C 充放电倍率
■故障预测、识别及快速定位

多维集成一体化
■便于运输、安装及运维
■模块化设计，方便维护、管理、扩容

参数表 ZESS614K-250 ZESS1840K-600
储能参数
 储能容量 614KWh 1.84MWh
 储能配置 4 台 768V200AH 锂电池储能系统 12 台 768V200AH 锂电池储能系统
 系统电压 768V
 工作电压范围 DC672V ～ DC876V （2.8V ～ 3.65V）
 电池类型 LFP
直流侧参数
电压范围 DC580V ～ DC900V DC680V ～ DC900V
直流通道 5（最大） 6（最大）
单通道最大电流 85A 170A
交流参数（并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250KW 6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电流 379A 909A
电压范围 -15% ～ +10%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范围 ±2Hz
功率因数 -0.9~+0.9   
输出电流谐波 ≤ 3%（额定功率）   
交流参数（离网）
输出线制 3W+N+PE/3W+PE  
额定功率 250KW 600KW 
额定电压 AC 380V/400V 
额定频率 50Hz/60Hz 
额定电流 379A 909A 
电压精度 1%
频率精度 ±0.2Hz
输出电压谐波 3%（线性满载） 
不平衡负载能力 100%
过载能力 105%] ：持续运行；(105%~120%]：10min；120%)：停止运行
环境
工作温度 -20℃～ 55℃（45℃以上降额）
存储温度 -20℃～ 60℃
相对湿度 0％ RH ～ 95％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 ＜ 45℃时，2000m；2000m ～ 4000m 降额使用
噪音 ＜ 75dB
其它
通讯方式 CAN/RS485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 ( 内置） 隔离变压器（外置）
防护等级 IP54
冷却方式 空调
消防 七氟丙烷
尺寸（W* D* H）mm   6096*2438*2591 12196*2438*2591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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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 (EMS)

EMS 能源管理系统为整套方案提供集成的控制和监视功能，采集 GRES 系统内各设备的实时数据并进行分析 , 实

时监控各项关键数据参数。它由服务器、人机界面、控制器、测量单元、传感器和云平台根据其应用类型组成，

可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实现设备信息的采集、控制、数据汇总、图表分析等功能，并根据阶梯电价、时段、电池

BMS 数据、负载率等，形成一套科学、节能的能源分配方案。

主要功能
电站监控
7 * 24 小时秒级实时监控、设备启停控制；智能告警，多种通知方式。

储能管理
需能管理、功率因数调节、储能系统 SOC 显示、充放电次数显示、负荷监控，电费优化。

能效管理
 同、环比分析；能耗跟踪；快速发现能耗大户和增耗点。

设备管理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档案；APP 移动管理。

高效运维
线上线下统一运维；运维全过程自动跟踪记录。

电能质量优化
有功功率自动控制、无功功率控制、三相不平衡调节；谐波等可视化调控；智能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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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储充项目
混合存储电动汽车充电 
国家：埃塞俄比亚
配置： 
GRES-150-150
150kW/150kWh +100kW MPPT

光储项目
国家：保加利亚
配置：
储能集装箱
锂电系统 : 1.84MWh
电源转换：600kW

俄罗斯数据中心
国家：俄罗斯
配置：
 高倍率锂电系统 2 .585MWh

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项目
国家：中国
配置：
车棚光伏约 26 .68kWp
PCS 储能双向变流器：250KW    
电池储能系统 550kWh
充电桩：300kW

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
国家：中国
配置：
光伏系统 2.85MWpPCS 100KW
锂电池系统 460KWh

 项目案例

多能互补项目
国家 : 阿曼
配置 :
PCS 100KW   
电池储能系统 150 kWh

削峰填谷项目
国家 : 泰国
配置 :
PCS 300KW   
电池储能系统 460kWh

移动后备电源项目
国家 : 保加利亚
配置 :
PCS 400KW   
电池储能系统 600kWh

关于我们
先控捷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3426，简称：先控电气）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电力电子、新能源领

域的设备制造商。我们始终致力于电力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先控电气主要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新能

源汽车充电和绿色储能这三大业务领域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为全球客户提供可持续性的能源与动力管理系统，

以科技推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公司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负责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制造，在全国设立了 27 个办事处，负责全国的销售和售前

售后服务。公司下设 4 个子公司，分别位于北京、上海、香港、河北。

目前数据中心产品主要包括各类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模块化数据中心、配电系统、电池柜、服务器机柜、防

静电地板等；新能源汽车充电产品包括：直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欧标充电桩、智能充电模块、有序充电控制

柜、立体车库充电机等；绿色储能产品包括：多功能双向变流器、光储一体机、锂电池系统、静态发电机（GRES)

等多种产品系列。

先控公司拥有双高双软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河北省工业设计中心、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燕山大学

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中国电源学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会员、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产业联

盟理事单位、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众多头衔，连续多年被评为 10 强企业、十大领军人物、河北省著名商标、河

北省知名品牌、河北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石家庄高新区质量奖、充电设施行业杰出贡献企业、绿色与创新企业、

数据中心优秀服务商等，并且获得、“改革开放 40 年 • 工业铸魂”优秀企业‘金鹰奖’、科学技术创新奖、AAA

级企业信用等级、优秀解决方案奖、用户信赖产品奖等荣誉。

先控公司产品多次入围各级政府单位，涉及国家重点项目、数据中心、电力、军事工业、轨道交通、金融、通信、

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行业等多个领域，产品覆盖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前瞻性、差异性、定制化的优势，

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

移动储能项目
国家 : 迪拜
配置 :
GRES-150-100
GRES-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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