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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星胜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注册资本 1251 万元。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及运维于一体的实业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

熔盐相变储能设备、采暖、洗浴、烘干、蒸汽设备生产销售，光伏电站建设。

产品定位主要是熔盐相变储能设备，其特点是节能环保、寿命长、无需专人

管理；市场定位是谷电储能应用领域，优势是清洁能源，降低生产成本，调节电

网峰谷值；特点是“削峰填谷”，使得电网运行更安全。解决电网运行技术痛点，

最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广泛地应用在工业、医院、宾馆、饭店、机关、学校、

厂房、住宅等多种场景中。

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项技术成果，并成功地进行了转化和应用。是具

有单罐蓄能代替双罐系统的斜温熔盐储能系统等，多项专利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

企业，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以及生产团队。

其主导产品有谷电储能热源设备，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成为热储能领域

的主导产品。产品规格齐全、技术先进、质量稳定可靠，能够满足用户的多种使

用需求。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专利技术，可有效地加快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地实现，

解决城市环保痛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公司一直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活

更美好”为己任，努力成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公司的企业目标是“人

无我有，人有我精”, 秉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以质量求生存、以信

誉求发展”的发展理念，以“创国内一流储能企业”为核心价值，以“求实、奋进、

创新、超越”的企业精神，依托技术、市场、管理及加工制作优势，一直致力于

成为我国储能行业领先企业，成为全国能源行业碳达峰贡献企业。

Enterprise profile

www.rongyanchuneng.com/www.i-chun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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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目标：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企业精神：求实、奋进、创新、超越

■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经营理念：一切以客户价值为方向，注重

长远发展，不因商业利益损害其价值

■价值观：节能环保、精益求精、共赢共享

星胜企业文化
Shandong Xingsheng New Energy Co. ,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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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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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能储是山东星胜新能源有限公司针对熔盐储能项目注册的商标，熔盐谷电

蓄热项目是根据当前锅炉市场发展需求，定型研发的一款节能环保产品。其原理

是利用当前最新高密度蓄能材料（高温熔盐），把谷段电能（也可利用光热、风

力、光伏、以及工业余热）转换成高品位热能存储在熔盐罐中，在其它时段需要

时再释放出来，以此实现低价值能源跨时空利用，从而实现能源高效利用。

爱能储熔盐谷电储能设备，其使用温度是从 200℃ -500℃（特殊场景温度可

提高到 1100℃），温度范围大决定了它的适用范围广，它可以直接利用熔盐换

热器生产热风、蒸汽、热水，使它的应用范围更广，效率更高，特别是工业生产

用热，绝大部分用热形式是蒸汽交换，而熔盐锅炉可以直接利用，无需蒸汽转换。

比如工业烘干、煤矿井口采暖、大型厂房采暖等，主要是用热风，以前主要热源

是用锅炉蒸汽交换成热风。现在用熔盐可以直接产生热风，这样可以提高能源的

利用效率，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在热水采暖应用中，可以用熔盐直接交换

成热水，其效率取决于换热器的效率。还有一些高温利用的生产工艺可直接利用，

比如沥青加工，废油处理等，都可以直接用熔盐进行换热，其应用范围非常广阔。

content and assumptions产 品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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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供暖产品（一体机）结构示意图：

小型供暖设备（一体机）规格型号、参数，适用于 500㎡以内：

“爱能储”熔盐相变储能供暖系统利用夜间低谷电力加热熔盐液体 , 取代燃煤、燃
油锅炉，利用储存的热能，在需要时将热量输出，不仅安全环保、而且节约使用成本。

规格型号 供暖面积 加热总功率 供热指标 日供热时间 熔盐罐数

XSRND-8-100 100 ㎡ 8KW/h 50W/ ㎡ 10 小时 1

XSRND-15-200 200 ㎡  15KW/h 50W/ ㎡ 10 小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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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供暖设备规格型号、参数：

大型供暖设备示意图：

规格型号 供暖面积 加热总功率 供热指标 日供热时间 熔盐罐数

XSRND-70-1000 1000 ㎡ 70KW/h 50W/ ㎡ 10 小时 1

XSRND-130-2000 2000 ㎡ 130KW/h 50W/ ㎡ 10 小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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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熔盐换热斜温储能蒸汽设备特点：

大型熔盐换热斜温储能蒸汽系统规格，参数：

1、安全
整套设备全部在框架内平稳运行，外部采用高密度保温材料全方位无死角包裹。 

既有效减少热量损耗，也避免人员接触时出现高温伤害。
2、在峰谷电交替地区，充分利用电价便宜的谷电进行熔盐加热，将热量存储， 以

满足整套设备全时运行，持续供热。在电价高的峰电时段，停止熔盐加热，使用谷电
时段存储的热量。既符合国家政策，也节省电费开支。在不降低能耗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节约生产成本。并且长时间不用时，设备可直接断电，使用时重新开启即可。

3. 熔盐储罐为标准 10m³/ 个，以标准件形式量产，既保证产品质量，又可以大大
缩短工期。

大型熔盐换热斜温储能蒸汽系统示意图：

规格型号 加热总功率 蒸汽总量 蓄电总量 熔盐罐数

XSRNZQ-50 4600KW/h 50 蒸吨 35000 度 1

XSRNZQ-100 9200KW/h 100 蒸吨 70000 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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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
整套设备全部在框架内平稳运行，外部采用高密度保温材料全方位无死角包裹。 

既有效减少热量损耗，也避免人员接触时出现高温伤害。
2、能耗存储
在谷电时段，利用电厂的高温蒸汽，以盘管加热的形式，将存储的熔盐进行加热储

能，其他时段用热式，通过蒸汽锅炉将所需热量有效输出。避免电厂热量浪费，也可
保证高温蒸汽的有效输出，提高利用率。

电厂灵活性改造电源侧改造设备特点：

—10—

电厂灵活性改造电源侧改造设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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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
整套设备全部在框架内平稳运行，外部采用高密度保温材料全方位无死角包裹。 

既有效减少热量损耗，也避免人员接触时出现高温伤害。
2、在峰谷电交替地区，充分利用电价便宜的谷电进行熔盐加热，将热量存储， 以

满足整套设备全时运行，持续供热。在电价高的峰电时段，停止熔盐加热，使用谷电
时段存储的热量。既符合国家政策，也节省电费开支。在不降低能耗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节约生产成本。并且长时间不用时，设备可直接断电，使用时重新开启即可。

3、 一对一定制
能够根据客户使用场景不同，温度需求不同，针对性制定设计方案，全方位满足客

户需求。
“爱能储”熔盐相变储能烘干热源系统

熔盐相变储能烘干热源系统利用夜间低谷电力加热熔盐将热量进行有效存储，储存
的热能 , 为烘干提供可靠热源，液体不需流动，换热热量损失小，设备运行稳定，无需
频繁维护。

烘干热源设备特点：

烘干热源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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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型号、参数：

实物展示：

型号 XSRH60 XSRH70 XSRH80 XSRH90 XSRH106

烘干系数 60KW/H 70KW/H 80KW/H 90KW/H 106KW/H

蓄电量 480 度 560 度 640 度 720 度 850 度

加热功率 70KW/H 80KW/H 90KW/H 100KW/H 110KW/H

熔盐用量 3 吨 3.5 吨 4 吨 4.5 吨 5 吨

蓄热时间 6.9H 7H 7.2H 7.2H 7.8H

山东星胜新能源有限公司—12—

零碳排放，降本增效



产 品 简 介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13—ShandongXingshengnewenergyCo.,Ltd

斜温储能热水洗浴设备：

型号 XSRS-0.5 XS RS-1 XSRS-1.5 XSRH-2

蓄水量 0.5T 1T 1.5T 2T

加热功率 5KW/H 9KW/H 14KW/H 18KW/H

加热时间 8H 8H 8H 8H

罐数 1 2 3 4

洗
浴
终
端

斜温储能热水洗浴设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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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电储能调峰供热站：

产品介绍：
热电厂 / 风电厂普遍存在电量（谷电）无法充分消纳，导致电网电压升高，频率发

生波动，存在威胁电网运行安全的隐患，使电厂发电降额，导致电厂效益降低。该设
备作用为吸纳谷电，对谷电以热量的形式进行有效存储。在其他时段可以将热量转换
为蒸汽带动汽轮机发电。采暖季节利用发电机的余热供暖。解决了无廉价清洁热源可
用的局面。非采暖季，热能全部用于发电调峰。实现电厂异地灵活性改造。火电厂采
用热储能（熔盐储能）调峰技术，既能增加负荷高峰时的顶负荷能力，又能增加机组
的低负荷运行能力。实现了电网的消峰填谷，解决了部分居民采暖成本高的痛点。

谷电储能调峰供热站：

产品优势：
（1）充分消纳谷电，既有利于电峰负荷稳定运行，消除电网安全隐患，又可为用

户提供清洁发电、供热。真正实现电力资源的消峰填谷。
（2）在非供暖期，将储存在熔盐中的热量，使用抽凝汽轮机进行发电调峰。供暖

期利用发电机余热进行供暖。
（3）建设和运行维护简单，设备寿命长，可实现电厂的异地灵活性改造。
（4）无污染，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废气、废水、废渣排放。
（5）整套设备可集中或分散安装。
（6）运行效益明显稳定。且使用端客户使用成本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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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1. 该设备所有材质均采用食品级 304 不锈钢制作，不生锈，质量可靠，结实耐用。

2. 采用清洁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不产生额外耗能，正做到使用 0 成本。

3. 不挑水质，设备内部配备专用的净水清洁设备，对水质没有硬性要求。可大大提

高设备使用寿命，减少故障率。

光伏储能洗浴设备：

光伏储能洗浴设备产品结构示意图：

名    称 加热方式 蓄水量 材质

光伏储能洗浴设备 光伏加热 170L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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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型号说明

“爱能储”
熔盐相变储
能供暖系统     

XSRND-8-100

XS： 星胜新能源  
R：熔盐相变储能 
D: 单罐系统

8：加热总功率 8KW/h100：供
暖面积 100 ㎡

XSRND-15-200 15：加热总 功率 15KW/h200：
供暖面积 200 ㎡

XSRND-70-1000 70：加热总功率 70KW/h1000：
供暖面积 1000 ㎡

XSRND-130-2000 130：加热总功率 130KW/
h2000：供暖面积 2000 ㎡

XSRNS-70-1000
XS：星胜新能源 
R：熔盐相变储能 
S: 双罐系统

70：加热总功率 70KW/h1000：
供暖面积 1000 ㎡

XSRNS-130-2000 130：加热总功率 130KW/
h2000：供暖面积 2000 ㎡

“爱能储”
熔盐相变储
能烘干热源
系统     

 XSRH-60

XS：星胜新能源 
R：熔盐相变储能 
H: 烘干热源系统

 60：烘干系数 60KW/H

XSRH-70 70：烘干系数 70KW/H

XSRH-80 80：烘干系数 80KW/H

XSRH-90 90：烘干系数 90KW/H

XSRH-106 106：烘干系数 106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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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斜温谷
电加热
热水系统

XSRS-0.5

XS：星胜新能源
RS：斜温谷电加
热热水系统

 0.5：储水罐总储水量 0.5T

XSRS-1 1：储水罐总储水量 1T

XSRS-15 15：储水罐总储水量 15T

XSRS-2 2：储水罐总储水量 2T

通用斜温蓄
水式换热器

XSHR-800

XS：星胜新能源
 HR：斜温蓄水
式换热器

800：换热器蓄水柱高度 800mm

XSHR-1000 1000：换热器蓄水柱高度 1000mm

XSHR-1200 1200：换热器蓄水柱高度 1200mm

—17—ShandongXingshengnewenergy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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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对比分析及计算公式
熔盐相变储能供蒸汽机组与直热式电锅炉经济效益对比

投资回报比分析：

电费
标准

 电价
（元）

 时间
（小时）

 耗电量
（度）  每立方米电费  每天节省电费

电锅炉 峰 0.92 8 700 5152

   5040

电锅炉 谷 0.32 8 700 1792

电锅炉 平 0.62 8 700 3472

谷电盐储能 谷 0.32 8 2100 5376

与直热式锅炉对比，1 蒸吨锅炉，星胜熔盐储能系统供应蒸汽每天可以节省费用
5040 元，设备投资按照 100 万计算，198 天（约 7 个月）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山东星胜新能源有限公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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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星胜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回报比分析：

成本对比分析及计算公式
熔盐相变储能供蒸汽机组与天然气锅炉经济效益对比

与天然气锅炉相比，根据释放热量相等原则，1 立方米天然气释放热量相当于 8 度
电释放的热量，谷电价格按照 0.32 元计算，用谷电熔盐储能供热换算成天然气价格为： 
0.32*8=2.56 元 / 立方米，生产一吨蒸汽需要消耗 80 立方米天然气，天然气价格为 3.5 
元 / 立方米，用谷电熔盐储能供热生产一吨蒸汽可以节约（3.5-2.56）*80=75.2 元，供
热功率 1 蒸吨 / 小时，每天供应 24 吨蒸汽，设备投资 100 万元左右，则 554 天（1 年 6 
个月） 可收回投资成本。

能耗
（元 /立方米）

1吨蒸汽费用
（元） 年消耗费用 每年消耗节省

天然气锅炉 3.5 280 2452800

  658752

谷电熔盐储能 2.56 204.8 1794048

—19—ShandongXingshengnewenergy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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