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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体蓄热设备的专业研发企业

����������沈阳世杰电器有限公司（集团）位于沈阳浑南国际产业园，注册资本1亿元，是国内专业�

���生产固体蓄热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瞪羚企业。

����������公司的蓄热设备主要分为两大类：

����������������高电压大功率固体电蓄热设备、大功率固体蒸汽蓄热设备

��������企业简介



 二、科研成果显著

����������高电压大功率固体储热技术2010年通过辽宁省科技成果鉴定，先后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大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电网科技进步一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

电力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电工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电力

创新一等奖，2019年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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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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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国家科技支撑“大容量储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关键技术项目”、国家专项资金

“国家储备粮库粮食干燥项目”、国家能源局“弃风电消纳清洁供暖项目”、国家电网“三

江源4500米高海拔地区大功率清洁供暖项目”等多个国家级科研及清洁供暖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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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多部国家及行业标准编制

����������沈阳世杰公司受辽宁省建设厅委托，编写了辽宁省“电热储能炉工程应用技术规程”已

于2012年发布实施，2019年修定为“电蓄热炉工程应用技术规程”；受中国电力协会邀请正

在参与国家标准“风电储热设计规范”编写；“蓄热型电加热装置”；“储热式电热设备接

入电网技术规程”；“大型电热储能设备接入电网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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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过10年的可靠运行业绩

����������沈阳世杰公司非常注重设备的高质量、高可靠率和20年长寿命设计，目前大功率电热储

能设备累计已经销售达600台\套，累计功率超过350万千瓦，供暖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米，

储热能力35吉瓦时，已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安徽、山西、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内蒙、新疆、江苏、北京、天津、上海等17个

�������������������������������������������������省市的工厂、住宅、商场、学校、仓储、办公、医院、宾馆、

�������������������������������������������������游泳馆、铁路、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项目实现大面积清洁供暖和�

�������������������������������������������������工业热源，压煤减霾效果显著。

��������企业简介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企业简介-资质及荣誉



施工承包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企业简介-资质及荣誉



质量/环境/安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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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项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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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专利-欧盟12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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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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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热源
燃煤热源

燃气热源

燃油热源

高电压等级电蓄热炉

       超大功率电热转换和超大容量热储能技术是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

       其核心技术是：在10kV及以上配电网中,不经过0.4kV变压器，直

接利用10-110 kV 高电压工作，突破电热转换的功率瓶颈，实现了大功

率、超大功率电热转换，目前已完成项目最大功率32万千瓦、单机最大

功率9万千瓦、储热能力90万千瓦时，使电蓄热炉成为等同于燃煤、燃

气等方式的又一种大功率清洁热源。

��������技术简介-固体电蓄热



设备结构组成

1、加热系统  2、储热系统  3、输出系统  4、保温结构  5、控制系统 

高
压
开
关
柜

保温层

蓄热体
加热体

换热器

回水

循环风机

供水

技术特点

1.高电压大功率电热转换技术

2.高密度蓄热技术

3.绝缘技术

4.高温热交换技术

5.保温结构技术

6.水电安全隔离技术

7.功率组合技术

8.通信与运行控制技术

��������技术简介-固体电蓄热



技 术 参 数

1.适用电压范围：  10  ~  110kV
2.单机最大功率：  10kV / 13MW          35kV / 50MW 
                             66kV / 90MW         110kV / 150MW
3.热能输出方式：  热          水  ≤ 130℃
                             饱 和 蒸 汽  ≤ 260℃
                             过 热 蒸 汽  ≤ 500℃ (10MPa max)  
                             净 化 热 风  ≤ 150℃
                             常 态 热 风  ≤ 300℃
                             熔          盐  ≤ 570℃
                             导   热   油   ≤ 300℃
4.综 合 热 效 率：  ≥ 95%（蓄热上限550℃时）
                             ≥ 90%（蓄热上限850℃时）
5.设备运行方式：  自动 / 手动 / 远程

��������技术简介-固体电蓄热



�������66kV/110kV大容量固态储热装置和穿墙套管通过了机械工业高压电器设
备质量检测中心检验。

��������技术简介-固体电蓄热



固体电蓄热炉的使用优势

固体储热对比
其它储热方式

单位体积
储热密度大
占地面积小

01

固体介质常压
储热，安全可
靠，对安装场
地没有特殊
要求和限制

无易燃易爆危
险及污染物排
放，无需通过
安评、环评

02

固体电蓄热炉
运行无需耗材
故障率较低

日常维护量小
储热体

有效寿命
可以达到
20年以上

03

热输出
10-150%
连续可调

能满足各种
热需求

04

设备自动运行
人工管理成本

较低

05

��������技术简介-固体电蓄热



镁基材料

铝基材料

硅基材料

固体
蓄热
材料

生产
方便

污染低

回收
易处理     

密度高
蓄热能力强

耐候好
热稳定性高

分布广
建设成本低

环
保

现
场
无
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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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基材料

铝基材料

硅基材料

固体
蓄热
材料

生产
方便

污染低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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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高
蓄热能力强

耐候好
热稳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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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场景：

发电侧：电厂深度调峰，目前已经有7大电厂业绩。将辽宁的弃风率从原来的　　　

�������������20%以上降至0.6%以下。

负荷侧：1、可调控负荷（和发电侧类似）根据电网调度指令，实时投切，对

�������������于用户来讲，电价低，降低用户成本，其次可以通过参与调控可得到������

�������������服务费的补贴。

　　　　2、煤改电项目或者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区域可替代燃煤、燃气、��

�������������燃油锅炉。供暖项目及工业供热项目，应用场景广泛。

��������应用简介-固体电蓄热



分布式电储热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调峰互补：

���

����������分布式电储热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调峰互补，是基于

10--110kV电压等级的大功率固体电蓄热设备，由电网调度依据

电网潮流情况，实时投切负荷，将低谷时段电能转换成热能，实

现电网、热网两网融合调峰互补清洁供热的一项综合性高新技术，

是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重要内容。

��������应用简介-固体电蓄热



��������应用简介-固体电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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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案例-张家口崇礼区二道沟热源厂煤改电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张家口市崇礼区

2.建设时间：2020年9月

3.设备功率：194MW

4.工作电压：110kV

5.供暖面积：154万平方米

6.特点：全球首个110kV电压工作   

             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尚义县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张家口尚义县大青沟

2.建设时间：2019年12月

3.设备功率：22+6.5MW

4.工作电压：35kV

5.供暖面积：23万平方米



��������典型应用案例-青海玛多县煤改电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青海玛多县

2.建设时间：2017年9月

3.设备功率：15.8MW

4.工作电压：10kV

5.供暖面积：18万平方米

6.特点：国内首个4500米高海拔
             地区煤改电清洁供暖项目



��������典型应用案例-保定市老旧小区煤改电储热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保定市

2.建设时间：2016年10月

3.设备功率：155MW

4.工作电压：10kV

5.供暖面积：150万平方米

6.特点：建城区煤改电，20处站
            点、40台设备



��������典型应用案例-国家电网煤改电清洁供暖示范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北京市房山区

2.建设时间：2014年9月

3.设备功率：24MW

4.工作电压：10kV

5.供暖面积：21万平方米



��������典型应用案例-国家能源局弃风电清洁供暖示范项目

项目信息

1.建设地点：通辽市奈曼旗

2.建设时间：2013年11月

3.设备功率：7MW

4.工作电压：10kV

5.供暖面积：7.2万平方米



项目建设地址 设备功率及工作电压 建设时间

辽宁—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 260MW/66kV 2016年10月

辽宁—调兵山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80MW/66kV 2016年11月

吉林—华能长春热电厂 320MW/66kV 2016年10月

黑龙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 320MW/66kV 2016年10月

辽宁—沈海热电有限公司 210MW/35kV 2018年09月

黑龙江—华能大庆热电有限公司 210MW/35kV 2019年08月

内蒙古—华能海拉尔热电有限公司 80MW/10kV 2020年11月

��������典型业绩-固体电蓄热-火电厂深度调峰



项目建设地址 设备功率及工作电压 建设时间

张家口崇礼区城区二道沟热源厂 194MW/110kV 2020年09月

张家口市康保县张纪镇 18MW/35kV 2019年09月

张家口市尚义县大青沟镇 28.5MW/35kV 2019年12月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 16MW/10kV 2013年08月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 24MW/10kV 2014年09月

保定市老旧小区煤改电项目 155MW/10kV 2016年11月

大连市润能热力公司热源厂 30MW/10kV 2017年11月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12MW/10kV 2019年03月

��������典型业绩-固体电蓄热-热水供暖



项目建设地址 设备功率及工作电压 建设时间

河南能源新疆公司永宁煤业化工有限公司 6.3MW/10kV 2018年09月

陕西省渭南市山阳煤矿 7.5MW/10kV 2018年10月

山西安泽玉华煤业有限公司 7MW/10kV 2019年07月

辽宁省沈阳市北部战区总医院 30MW/10kV 2019年09月

山西省中阳荣欣焦化有限公司 3MW/6kV 2020年05月

��������典型业绩-固体电蓄热-蒸汽炉



项目建设地址 设备功率及工作电压 建设时间

铭汉（沈阳）机电有限公司 600kW/10kV 2016年10月

辽宁省本溪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00kW/10kV 2017年09月

营口东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800kW/10kV 2018年11月

山西太原西山煤电镇城底矿 2500kW/6kV 2017年10月

��������典型业绩-固体电蓄热-热风炉、导热油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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