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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概况：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储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NPS”)

的研发及生产中心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现有两个实验基地，

占地面积3000㎡；现有研发人员70人，下设多个研发小组。

 研发成果：拥有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余项。

 产品亮点：电池单体容量、循环寿命、安全性、成本四个方面，均达到

。

 公司定位：为全球客户提供低成本、高安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解决

方案的研发商。

 合作模式：以技术为本，联合产业资本，设立合资生产厂。



郭鸿宝先生，1969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安全工程专业学士、北京大学EMBA；是上市公司坚瑞
消防和深圳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著有《气溶胶灭火技术》一书，申请发明专利70余项，
其专利曾被国家强制规范引用。在消防灭火技术和锂电池技术上均具有丰富研发经验和大量成果。

男，1969年出生，毕业于北

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历

任国内知名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某上市公司研发总监等职务，

拥有丰富的锂电和消防灭火研

发经验及成果。

男，1980年出生，毕业于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

从事BMS研发、生产的冠通数

电董事长及创始人，在军工及

民用BMS系统集成领域拥有

18年的丰富成果及经验。

男，1986年出生，毕业于中
国石油大学，历任沃特玛电池
渭南分厂总经理、内蒙古某新
能源厂总经理等职务，在新建
工厂建设、生产、品控、销售
管理等方面拥有十余年管理经
验。

男，1986年出生，毕业于西
安理工大学，历任全国专利代
理师协会上岗培训教师、西安
市知识产权智库专家、西安某
专利公司合伙人等职务，在专
利检索、申报、侵权维护方面
具有十余年从业经验。



三大难题

公司通过五大技术创新，全面攻克大容量电池单体 、 、 三大难题

 

散热难

 

成品率低

 

单体危害大

五大技术创新

提高大容量锂电池的电
化学性能和SEI膜质量

通过对正负极片的设计，
提升了正负极片的循环
寿命

发生热失控后电池排
出的气体产物不燃烧

专用传热温控系统对单
个电池进行独立温控

对正负极片的质量可以
封装前检测

电解液专用添加剂 长寿命的极片 锂电池专用
导热灭火管

独立精准的传热
和温控系统 独创的生产工艺

提高循环寿命和一致性 为大容量电池的高寿命
打好基础

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解决散热问题 解决大容量电池成品率
低的难题



容    量

NPS公司研发的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已进行小规模试生产，现在正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型式检验

安全性 循环寿命 成   本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航锂电 国轩高科 亿纬锂能 NPS

中国排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

电池最大容量(Ah) 302 270 234 245 280 3000

循环次数 ... 4000 3500 3000 6000 12000



我们对世界前五大锂电池企业名下的专利，以当前申请(专利权)人:“企业名称” AND 标题:“大电流OR大容量” 进

行检索,结果如下：

宁德时代 LG新能源 松下 比亚迪 三星SDI NPS

国际排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新企业

大容量电池专
利数

2
（均无关）

0 31
（均无效、无关）

2
（均无效且无关）

2
（均无效且无关）

400+
（均相关）

NPS在大容量锂电池专利数量上，一骑绝尘，远领先于其它厂商

(形成围绕5个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群)



u 3.2V/3000Ah
u 0.5C-1C充放电
u 循环次数1.2万次
u 尺寸：400x220x930mm
u 重量：120kg
u 满足标准GB/T 36276-2018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u 500kWh
u 内含消防、温控系统，BMS，电芯；
u 适配600V-1500V通用逆变器；
u 尺寸：长2438mm  宽1828.8mm 
                 高2834.5mm；
u 标准化模块设计，按需拼接，减少现场
       施工量，打造最具性价比储能系统。

2MWh储能系统

3MWh储能系统



u目前公司已具备日产40支大容量电池的生产能力

u已生产200多支大容量电池

u产品已 国家级检测中心阶段性型式检测报告

u产品已获得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循环寿命分析报告

u是至今为止国家认可的最大容量储能电池（是目前其

他最大容量储能电池300Ah的十倍）



导热灭火管 独立温控系统 尾气收集系统

三大独创锂电池安全技术

冷热双向传递，可将电池内
部热量传送到电池外部，发
生热失控时，可释放灭火相
变介质，与电解液反应使排
出气体产物不燃烧

由超传热极柱、冷热片、散
热器三部分组成，可对每个
电池进行独立温控，使电池
可保持在25~35℃的最佳
工作范围内

锂电池的泄爆口通过管路相
连，通过收集装置可对热失
控后的气体产物进行有序收
集，防止弥漫到整个系统中



             度电成本

300Ah 3000Ah

电池容量 电池成本上升

系统成本下降

循环次数

大容量电池内部集成温控、

灭火组件，电池成本较市场

上小容量电芯产品有所上升

电 池 集 装 箱 系 统 内 电 池 数 量 从
1000+降至100+，可大幅节约
BMS、电池pack、电缆等集成成
本；电池内部集成温控、灭火组件
可降低系统相关配件投入

6000次 12000次
循环次数

行业水平 NPS

系统总成本

其中集成成本降低62%

129万元 109 万元 

38.8万元 14.6万元

NPS: 0.11 元/度电次

其他: 0.24 元/度电次



2024年-2028年产能规划

项目
2024年产能规划 2025年产能规划 2026年产能规划 2027年产能规划 2028年产能规划

装配线 全流程 装配线 全流程 装配线 全流程 装配线 全流程 装配线 全流程

规划产能 0.5GWh - 2.5GWh - 2.5GWh 2GWh 2.5GWh 7.5GWh 2.5GWh 17.5GWh

厂房面积 5000㎡ 16000㎡ 40500㎡ 111375㎡ 202500㎡

生产人员 60人 216人 412人 1134人 2061人

固定资产
投资 1500万元 6000万元 6.8亿元 18.7亿元 34亿元

流动资金 1.5亿元 6亿元 6亿元 16.5亿元 30亿元

营业收入 3.82亿元 21.35亿元 43.70亿元 88.22亿元 172.80亿元

税前净利润 3388.51万元 3.29亿元 7.87亿元 16.88亿元 36.94亿元



预计投入1000万元，
建设多个储能样板站，
作为产品对外展示“窗
口”和前期推广

预计投入1500万元采
购自动化生产设备，
建设0.5GWh小型生
产线,公司需要支付一
定比例的设备首付款

预计2023年新增租赁
厂房面积5000平方米，
需要对厂房进行一次
性装修费用约500万
元

运营第一年将投入约
2000万元研发费用，
用于产品及技术研发，
为后续产品迭代更新及
精细化设计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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