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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delica 语言的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熔盐回路建模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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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SP（concentrated solar power）系统通过聚焦太阳光进行光热发电，主要工作介质包括导热油及熔盐。

由于太阳能的不连续性，为了提供更稳定的能量输出，发展出了采用熔盐为储热工质进行蓄热的系统，该系统
同时也提供了与其它能源系统耦合的可行性。该系统的熔盐回路主要由 3 个部分构成，分别为集热器、高低温
储热罐和蒸汽发生器。通过对 50 MW 塔式太阳能的热发电系统熔盐回路的各个组件的模型进行建立，设计一套
与之相应的控制系统，并针对不同工况下，各个组件及整个系统的响应进行了模拟，得出熔盐回路的瞬态响应
特性。由于其熔盐回路与熔盐反应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研究也可为熔盐反应堆核能综合利用中储能系统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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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of a molten salt loop of a solar tower power
plant in a Modelic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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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ntrated solar power systems provide a high temperature heat source by concentrating
solar radiation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o ensure a stable output, plants with molten salt-based
energy storage system have been developed.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molten salt loop of a 50MW power plant by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Such a loop includes a
receiver, a hot and a cold storage tanks and a steam generator (heat exchanger). The work was done
with the Modelica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Dymola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eiver could reach steady state in 30 s. However, it took ~5.5
hours for the storage tank to reach the steady state. The response of the heat exchanger was found to
also be very quick with a steady-state reached within ~ 1500 s to reach a completely steady state.
Key words: molten salt loop; thermal energy storage; dynamic simulation; PID control
①

CSP 系统，即 concentrated solar power system，
聚焦太阳能系统，是一种通过利用反射镜或聚焦镜
大面积聚焦太阳光产生高温，再用导热油或熔融盐
等导热介质将产生的热量带走，并连接蒸汽发生器
收稿日期：2018-04-20；修改稿日期：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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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路瞬态分析，E-mail：348068114@qq.com；通讯联系人：邹杨，
E-mail：zouyang@sinap.ac.cn。

与汽轮机，从而进行发电的系统，又称为光热发电[1]。
该系统主要由 5 个部分构成，分别为聚光系统、
集热系统、热量传输和储存系统、蒸汽发生系统和
发电系统。太阳光的光能主要在聚光集热部分损失，
因此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热量传输和储存系统则主要包括传热管道与两个储
热罐，通过储热罐来储存高峰期的热能，从而延长
系统整体的工作时间，提高能量利用率。后续的发
电系统则与常规的热电站没有不同，都是通过热交
换器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进行发电[2]。目前已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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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带有储热系统的光热电站，如由美国能源部建设
的 Solar Two 已经成功商业运行[3]。国际上正在进行
的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包括：美国内华达州的 50
MW 槽式太阳能发电、西班牙 10 MW 塔式发电和
50 MW 槽式发电，以色列在 2010 年于 Negev 沙漠
建立的额定功率为 100 MW 的光热电站，并计划将
总装机容量逐步扩展至 500 MW。国内目前还有三
花-阿拉善和益科博-三亚两个采用碟式聚光系统的
太阳能光热电站项目正在进行中[4]。
出于经济性和技术门槛考虑，目前光热电站采
用的工作介质主要是导热油，聚光方式也以槽式为
主，采用导热油为工质的电站很少有储能系统，带
有储热系统的电站基本都选择采用熔盐同时作为导
热介质和储热介质。采用熔盐为传热介质的带有储
热系统的太阳能光热电站是目前的主要发展方向，
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十分必要。
通过使用熔盐作为传热流体，可以在保证更高
的工作温度的同时降低系统压力，从而具有更高的
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但由于熔盐熔点较高，输入功
率下降时可能会导致温度降低至熔点以下从而发生
凝固事故，因此必须保证其熔盐回路的热惰性并提
供热保护，所以需要配备预热防凝系统及储热系统。
储热系统可以在功率高峰期将多余的能量以热能形
式储存起来，使得系统在功率低谷期仍可以输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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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提供一个热阱保证一段时间内熔盐不会凝固，
而预热防凝系统则作为启动和低温状态下的熔盐热
源。为了验证这种系统的可靠性，需要对带储热功
能的熔盐回路进行瞬态模拟分析。
Modelica 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它
具有方程非因果性、模型可复用性等特点，并且可
以直接使用数学方程（线性/非线性、常微分/偏微
分）表达模型并求解，无需自行设计其解法，但也
可以在必要时手动编写算法及离散格式以满足不同
需求，在多领域物理过程系统的建模中有广泛应用。
最常用的 Modelica 语言软件为 Dymola，它包含了
机械、热工、水力等物理领域的标准库，十分适用
于熔盐回路的瞬态特性研究[5]。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塔式太阳能电站熔盐回
路的仿真模拟分析，通过使用 Modelica 语言对现有
的塔式光热电站的熔盐回路各部分进行建模，分析
不同工况下系统各组件的响应，并编写 PID 控制程
序对储热系统进行控制，最终得出其系统的瞬态响
应特性，从而为运用熔盐进行储热的系统在实际工
程上的运行方案提供理论基础。

1

计算模型

1.1

CSP 系统的熔盐回路简介
塔式 CSP 系统的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3]。本文

图1

塔式 CSP 系统的整体结构图

Fig.1

Tower CSP system 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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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研究对象为系统的熔盐回路，包括吸热器、
高温与低温储热罐和蒸汽发生器。系统采用的传热
与储热工质均为 solar salt（质量比例 60%硝酸钠，
40%硝酸钾）。由于整个系统运行中熔盐均处于常压
状态，且熔盐的流速很慢，约为 1 m/s 量级，雷诺
数 Re 为 10^1 量级，因此可认为整个系统中熔盐均
为层流，且流动及换热均达到充分发展条件。
由于聚光镜场部分受当地气候、环境等因素影
响较大，而发电系统的效率则基本只受蒸汽出口温
度、压力和透平循环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熔
盐回路部分进行模拟，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
1.2 吸热器模型
吸热器参数如表 1 所示[5]，其流道板采用交错
式排布。
表1
Table 1

吸热器基本参数

Parameters of heat receiver

参数

数值

功率/MW·th

350.4

吸热器进口/出口温度/℃

290/565

吸热面板数

24

每片吸热板的吸热管根数
2

60

接收辐射的总表面积/m

557

设计热流密度/kW·m2

628.7

熔盐体积流量/m3·h1

1745

熔盐流速/m·s-1

1.91

Psun  Aabs I

吸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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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s  1c1 Am x

T1
 h2 A2 x T1  T2 
t

（3）

热损失功率：
4
Ploss  εσAT
 2 r1h1l T1  T2 
1

（4）

对于内部的流体：
h2 A2 x T1  T2    2c2 Af x

T2
T
 2 x 2
 mc
t
x

（5）

式 中 ， h1 为 空 气 对 流 换 热 系 数 ，
Nu  0.664 Re1/ 2 Pr1/ 3 ， h2 为熔盐对流换热系 数，

Nu  0.027 Re Pr
0.8

1.3

1/ 3

 f 


 w 

0.14

[6-7]。

储热罐模型

熔盐储热罐的主要参数如表 2 所示。储热系统
的工作模式主要包括如下几种。① 蓄热：仅低温熔
盐泵组运行，将吸热器产生的热量送往高温熔盐罐；
② 蓄热+放热+发电：低温熔盐泵组和高温熔盐泵
组同时运行，高温熔盐从高温储热罐进入蒸汽发生
器进行热交换；③ 放热+发电：仅高温熔盐泵组运
行；④ 预热/防凝：伴热系统运行，启动前对熔盐
预热，或输入功率长时间保持低水平，伴热系统加
热熔盐防止凝固。
表2
Table 2

由于吸热器工作时整体温度较高，且相对于太
阳入射强度的空间变化范围，其体积很小；而熔盐
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基本为液体，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① 吸热器上各表面接收到的太阳入射能流密度相
同（由于整体管道足够长，质量流量不大，因此在
吸热管道内的时间可以让熔盐充分吸热，对于后续
系统的主要影响来自于吸热器的输出温度，管道内
的温度分布对整体系统的影响不大）；② 吸热过程
中管道表面及管道内熔盐各处均达到热力学平衡；
③ 熔盐及空气均不可压缩（管道内熔盐运行时为常
压状态，管道外空气与大气相通，其密度变化很小）；
④ 不考虑熔盐沿径向的温度变化（即一维等效，因
为相比于单根管道的直径很小）。
太阳的总体入射功率为：
Psun  Pabs  Ploss

技

储热罐基本参数

Parameters of storage tank

参数

数值

蓄热容量/MW·h

1265

熔盐用量/t

11492

储热罐体积/m3

6318

储热系统采用双罐模型，以熔盐显热进行储热。
冷罐与热罐分别独立运行，因此系统中存在两个储
热罐，它们的各项参数不同，实际运行中两者的输
入与输出也不同，但它们的物理模型一样，因此可
以采用同一个物理模型进行描述。
考虑到实际应用的需要，我们对储热罐模型做
出如下假设：① 不考虑管道的进出口效应（熔盐流
速很慢，且罐体很大，局部流动状态对整体影响较
小）；② 不考虑熔盐沿径向的温度变化（一维等效）；
③ 熔盐为不可压缩流体。
对于某一长度微元，其能量变化包含温度变化、
（1） 与环境换热和与相邻微元的换热可对其列能量守恒
方程见式(6)。
（2）

 c  Ax 

T
T

 k  2 r x T  Ta   mc
 0
t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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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m 为金属的导热系数[9]。

则其蓄热功率可以表示为：
 Tin  Tout 
Pcharge  mc

一次侧换热系数为：

（7）

k1  C  Re n  Pr1/ 3 

蓄热功率对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储热罐内储存
的总热能[8]。
1.4 热交换器模型
热交换器采用 U 型管式逆流管壳换热器，其参
数如表 3 所示，针对热交换器，做出如下假设：① 换
热管壁上的热流均匀分布；② 流体的换热只在径向
进行。
表3
Table 3

Parameters of heat exchanger
数值

功率/MW·th
总传热面积/m

1830

热侧进/出口熔盐温度/℃

290/565
535/235

熔盐流速/m·s1

1.2
0.5

熔盐流量/m3·h1

323.3

水蒸气流量/t·h1

52.3

dm
 m 1i  m 1o
dt

dt

˙

 ( m1i T1i  m 1oT1o )C p  Q

   m

d V

2i

dt



d Vh
dt

1.5

  V dP  m
dt

 m 2o

h  m 2 o h2 o  Q

2i 2i

总换热量：
Q  k  A  T

2
di

 0.023

（17）

控制系统

（18）

式中，k 为比例系数；Ti 为积分时间常数；Td
为微分时间常数。
通过控制高温及低温熔盐泵，从而调节其流量，
根据输入参数的不同，基于功率控制和温度控制分
别编写了一套控制程序。

一次侧及二次侧的质量和能量方程分别如下。

d  mcT 

k2  Re0.8  Pr n 


de  t  
u  t   k e  t   1/ Ti  e  t  dt  Td

dt 


冷侧进/出口水蒸气温度/℃
水蒸气流速/m·s1

（16）

式中，C 和上标 n 由雷诺数确定。
二次侧换热系数由 Dittus-Boelter 关系式确定[10]：

150
2

1
do

本系统的控制部分采用 PID 控制系统，它由比
例单元 P、积分单元 I 和微分单元 D 构成。受控参
数与目标参数的差为 e(t)，则其输出 u(t)为：

热交换器基本参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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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热器瞬态仿真

（8）

针对吸热器的瞬态模拟包括以下两个工况：系
统恒功率启动和输入功率阶跃下降。
（9）
2.1 系统恒功率启动
恒功率启动工况为从 t=0 时刻起以入射能流密
度恒定为 628 kW/m2 的参数启动系统。
选择出入口及每经过两个吸热板处的金属管道
（11） 表面与管内流体为对象，恒功率启动时吸热器金属
管道表面及管内熔盐在各点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
图 2 及图 3 所示，由于金属的导热能力远远强于熔

（10）

（12）

平均对数温差：
Tmax  Tmin
T
ln max
Tmin

（13）

1
1/ k1  1/ k2  Rm

（14）

T 

总换热系数：
k

Rm 为金属热阻：
Rm 

图2

d o ln  d o / d i 
2m

（15）

Fig. 2

恒功率启动时吸热器金属管道表面各点温度变化
Changes of metal tube surface temperature in 7

positions with time when system starts with a fixe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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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热器的响应也十分迅速，但由于吸热器自身与空
气之间也存在换热，受其影响温度的下降过程比升
温过程更快，只需要 24 s 即可以达到稳态。

3

图3
Fig. 3

恒功率启动时吸热器管内各点熔盐温度变化
Changes of molten salt temperature in 7 positions

with time when system starts with a fixed power

盐的导热能力，因此初始时金属升温最快，此后逐
渐变慢；而熔盐的升温则是先变快后变慢，这是因
为初始时金属与熔盐的温差不大，随着金属的升温，
两者的温差逐渐变大，之后由于金属升温变慢，熔
盐的升温也随之变慢，但两者均能在 30 s 的时间内
达到稳态。此时，等距离的各点的温差也基本相同，
金属管道表面各点的温差为 40.1 ℃，熔盐内各点温
差为 43.4 ℃。
达到稳态后各点处金属管外壁和流体熔盐的温
差如图 3 随位置逐渐减小，由入口处的 356 K 降低
至出口处的 340 K，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金
属管外壁还存在与大气的热交换，温度上升后热损
失也随之升高，因此温差变小。
2.2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的工况为：从 t=0 时刻起以
入射能流密度恒定为 628 kW/m2 的参数启动系统，
从 t=100 s 时刻起，输入能流密度降为 20%，模拟
受云层等天气影响带来的输入功率变化。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时吸热器管内熔盐在各点的
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4 所示，输入阶跃降低时，

储热罐仿真分析

储热罐的模拟包含以下两个工况：无输入时热
罐漏热，验证储热罐保温性能；输入功率阶跃下降，
分析储热罐在受天气影响时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3.1 储热罐漏热模拟
储热罐的保温层采用 40 cm 厚的无石棉硅酸钙，
在无输入功率情况下，12 h 内整体平均温度降低
23 ℃，降温速率满足安全要求，且实际工程中存在
伴热系统，不会导致熔盐温度过低而发生凝固事故。
3.2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的工况为：从 t=0 时刻起，
输入温度稳定为 565 ℃，时间 t=3600 s 时，输入温
度阶跃减小为 250 ℃，时间 t=4200 s 时，输入温度
回升至 565 ℃，模拟受云层等天气影响带来的输入
功率变化。
首先对储热罐模型进行了恒功率模拟。由于初
始时罐内温度较低，因此需要 648 s 时间入口温度
才能达到稳定状态，每隔 20%罐体高度，达到稳定
温度需要的平均时间增加 5100 s，这是因为熔盐的
流动与传热需要一定时间，且离出口越远的地方，
其升温过程中的升温速率也越慢，这是因为相对于
入口处，这些地方温差越来越小的缘故。
图 5 则表示了输入功率阶跃变化时熔盐罐不同
高度处的温度变化曲线。在不同高度处，其温度变
化的幅度不同，温度变化达到最大值所需要的时间
也不同。每隔 20%罐体高度，达到最大温差值所需

图5
图 4 输入功率阶跃下降时吸热器内各点熔盐温度变化
Fig. 4 Changes of temperature in 7 positions with time
when input power step down

输入功率阶跃减小时储热罐内不同高度处各点熔盐
温度变化

Fig. 5

Changes of molten salt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depth with time when input power ste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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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时间差为 3811 s，相比达到稳态所需要的时间
少，这是因为输入功率在 600 s 的时间内减小，而
此时距离入口较远的流体尚未达到最高温度，因此
传热所需要的时间也减少了。输入功率恒定与输入
阶跃减小时，罐内各处温差的最大值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表示输入功率对该处温度的影响程度，两者的
关系可进行指数拟合，其拟合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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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的，这说明热交换器的换热面积足够大，两
侧的换热已经达到充分发展条件。

5

基于控制系统的储热罐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 PID 控制的思想，针对不同的控制参
数，分别编写了温度控制和功率控制两种控制程序。
实际中一天内的太阳辐射强度可以近似用一个
（19） 抛物线来表示，用来模拟一天 10 h 内系统输入功率
y  36.7  319.1e   x  2.46 /12.49
随时间的变化，并在此输入条件下，模拟储热罐的
响应特性。
4 热交换器瞬态仿真
5.1 基于温度控制的热罐响应
热交换器的模拟包含两个工况：系统恒功率启
图 7 为基于温度控制下储热罐内总储热量和储
动和输入温度波动。
热功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t=18000 s 时，控
4.1 系统恒功率启动
制系统检测到输入温度开始下降，为了保证储热罐
对系统恒功率启动时 1 h 内蒸汽出口温度随时
中储存的是高温熔盐，保证储热效率，此时储热罐
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模拟。由于热交换器中有足够
不再有进口熔盐，从而功率变为 0。由于储热罐尚
的换热面积，因此系统刚启动时，蒸汽出口温度就
未装满熔盐时输入温度就开始下降，因此无法达到
达到了较高的 527 ℃，但此后出口温度仍在上升，
理论设计的最大储热量，储热罐中储存的能量可保
温度上升速度逐渐变慢，又经过了 1500 s 的时间，
证系统以额定功率运行 5.5 h。
才达到最终的稳定输出温度 533 ℃。这是因为刚启
动时水蒸汽整体的输出温度较低，水蒸汽内部相互
之间也存在传热的关系，此外，与熔盐的换热也需
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稳定。
4.2 输入温度波动
由于实际情况中输入功率总是会变化，但因为
控制系统的存在，热交换器的输入温度不会出现大
的变化，但由于 PID 控制系统的特性，热交换器的
实际输入温度会存在一个小的波动。本工作以一个
正弦波动来模拟其变化。
图 6 为该工况下的熔盐输入温度和蒸汽出口温
度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变化几乎

图7
Fig. 7

storage

5.2

图6
Fig. 6

输入波动时熔盐入口及蒸气出口温度变化
Changes of input molten salt temperature and

output vapor temperature with time when input power
waves

基于温度控制下储热罐内总储热量及储热功率变化
Changes of amount of stored thermal energy and
power based on temperature-controlled system

基于功率控制的热罐响应

图 8 为基于功率控制下储热罐内总储热量和储
热功率的变化。相比于温度控制系统的情况下，可
以看出储能阶段前期几乎没有不同，这是因为吸热
器的输出温度稳定，只有流量变化，控制系统的作
用基本相同。但基于功率控制的储热系统相比之下
多运行了 8000 s，这是因为在 t=19800 s 时储热罐装
满熔盐，开始向外输出熔盐，因此储能功率存在一
个阶跃下降，此后由于输入温度的降低导致储热功
率也随之不断降低，但只要储热功率大于 0，储热
罐就能够继续储热以保证达到最大的储热量。这种
情况下，储热罐中储存的能量可保证系统以额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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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率。
由于储热罐的存在，令整个熔盐回路系统具有
很大的热惰性，虽然吸热器和热交换器自身的瞬态
响应非常迅速，但由于储热罐中可以储存大量的熔
盐，因此可以对热交换器起到保护作用，保证后续
系统能以额定参数运行，相比于没有储热系统的熔
盐回路，该回路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目前运行的光热发电站的工质多数为导热油或
图 8 基于功率控制下储热罐内总储热量及储热功率变化
水，且传热介质与储热介质相互独立，本工作采用
Fig. 8 Changes of amount of stored thermal energy and
的熔盐同时作为传热工质与储热工质的项目尚在少
storage power based on power-controlled system
数。且大多数同类系统采用分布式处理控制，对每
率运行 6.7 h，未能达到最大储热时间是因为此时初 个组件进行并行独立控制，而本工作则采用 PID 控
始的输入温度较低，无法保证罐内储存的熔盐温度。 制系统，通过整个系统多处参数的输入对系统进行
整体控制，控制系统更复杂，但却能更好的应对工
6 结
论
况转换等情况。
本研究基于一个额定功率为 50 MW，热源为光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Modelica 及相应软
件 Dymola，以 50 MW 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熔盐 热转换吸热器的熔盐回路分析了其各部件及整体的
回路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其物理模型，通过输入参 瞬态响应特性，证明了由于储热罐的存在给系统的
数的变化模拟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不同工况，根据各 稳定性带来了明显提升。其它具有储热功能的能源
组件响应的仿真结果，得出其瞬态特性。并针对该 系统，虽然其热源、传热介质不尽相同，但采用双
罐储热的系统在结构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的
储热系统设计了两套控制模型，结果表明。
（1）吸热器是整个熔盐回路中响应最快的组件， 研究结果可为采用熔盐储热系统的其它能源系统，
[11]
最快只需要 30 s 时间即可在启动工况下达到稳定， 如熔盐堆系统 ，以及多能源系统耦合、能量的综
合利用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同时，
降温工况则只需要 20 s。
（2）储热罐具有很强的热稳定性，输入功率的 本工作采用的建模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也可适用
变化需要 6 h 才能反映在输出温度上，且变化幅度 于上述系统，通过 Modelica 语言面向对象的特性，
只相当于输入的 4.7%，这主要是因为储热罐容量很 可以将本工作中的熔盐回路用于其它储能相关系统
大，而熔盐的质量流速相对又很小，因此其响应很 的模拟。
慢，而较长的流动时间令熔盐内部有充足的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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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聚焦

亿纬锂能两项目在荆门正式投产，继续完善动力电池产品体系布局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省荆门市举行双项目投产仪式，正式宣布湖北金泉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方形三元电池项目和荆门亿纬锂电池有限公司（锂锰圆柱电池）生产线同时建成投产。荆门市政
府主要领导，相关客户、金融界和供应商朋友及媒体朋友等 100 余人出席了投产仪式。
该方形三元电池项目年产能达 1.5 GW·h。至此，亿纬锂能共投产 9 GW·h 锂离子动力和储能电池，
其中方形铁锂 2.5 GW·h、圆柱三元 3.5 GW·h、软包三元 1.5 GW·h、方形三元 1.5 GW·h，全面覆盖新能
源专用车、商用车、乘用车等不同领域，这标志着亿纬锂能成为国内少数具备动力电池全面解决方案的
电池生产企业之一，能够为国际国内新能源产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在行业持续稳健发展。
“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圆柱电池产业的建设以‘高速度’闻名行业，此次建设的 1.5 GW·h 方形三元电
池项目，则体现出‘高标准’。”亿纬锂能董事长兼总裁刘金成博士说：
“高标准首先体现在工厂设计方面，
在设计之初，我们走访了国内外知名的电池中心、日本和韩国的有关工厂，联合国际先进水平的管理团
队共同规划设计这个工厂。该项目的设备选型也是最高标准的，是行业最先进的。”他还谈到：“我们按
照国际一流车厂的标准建设工厂，这个工厂也将服务于国际一流车厂。我们的质量方针是用业内最高标
准，指导产品和服务，满足最高标准的产品要求和客户要求。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
希望有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和标准，真正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贡献有价值的力量。”
同时投产的荆门亿纬锂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线可年产 1.5 亿只圆柱锂锰电池，预计年产值 5.4 亿元，预
计税收 7640 万元。目前该项目二期已经进入工厂建设规划阶段，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锂锰
电池生产基地，面向物联网海量市场，这也是亿纬锂能“引领中国锂电池国际领先”战略的落脚点。
短短 3 年，亿纬锂能完成了圆柱三元电池、方形磷酸铁锂电池、方形三元电池和软包三元电池的动
力电池全产品线布局，产品应用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新能源专用车和新能源乘用车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
种。同时，亿纬锂能致力成为在新经济领域中领先的全电源方案解决商，对潜力巨大的共享经济、物联
网、能源互联网等市场进行前瞻性布局。
“未来方形三元电池的服务对象就是乘用车，乘用车是服务千家万户的，高可靠性的电池是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生命。”刘金成博士强调，在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中，亿纬锂能必须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打造高可
靠性的电池。
亿纬锂能将不忘初心，坚守“追求卓越，创造价值，质量优先、言而有信、团队合作、尊重个人”
的核心价值观,以专业的态度、专业的精神生产高可靠性产品，为锂电池行业的良性发展戮力前行，为“绿
水青山”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来源：亿纬锂能，网址：http://www.evebatte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