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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办〔2021〕29 号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本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建管

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发改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重

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化学储能电站安

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1〕9号）和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本市电化学储能电站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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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沪安委办〔2021〕45

号）精神，全面排查整治本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特

制订本方案，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联系人：区消防救援支队殷子杰，电话：62110119）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0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共印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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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刻吸取北京市大红门储能电站“4·16”起火爆炸事故教

训，全面排查整治本区电化学储能电站（包括发电侧和用户侧，

以下同）安全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根

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和《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本市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区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在本区组织开展电化学储能电站

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现制订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立足“碳达峰、碳中和”的规划目标要求，针对本区电化学

储能电站的安全现状，全面开展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检

查评估、专项整治，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整治隐患问题，

健全完善全环节、全链条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坚决遏制安全事

故发生，确保电化学储能产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

二、整治重点

本次重点整治对象为：通过电化学锂电池作为能量存储介质

进行可循环电能存储、转换、释放的，功率为 500KW 且容量为

500KW·h 及以上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其他功率及容量等级的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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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参照执行。

（一）电池本体安全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采用的电池

单体及模组安全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并检测合格，是否具有防

止反接、短路、过充等保护功能，在设备选型和建设安装阶段是

否进行相关检测。退役动力电池用于储能电站建设时是否通过检

测，是否存在质量安全不达标问题。储能电池生产企业是否符合

《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是否采用工艺先进、安全稳

定、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是否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

并通过认证，是否建立了相应的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是否具备

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能和安全性检测能力，企业的设计、生产、

储存、运输和使用、回收电他是否符合相类要求。

（二）电池管理系统安全风险隐患。电池管理系统是否经过

评估或认证，是否能实时监测电池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故障，

是否可以发出报警信号并实施隔离。电池管理系统的充放电管理、

温度管理及电量均衡管理功能是否正常。

（三）储能系统安全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集中监控系

统功能是否正常，是否符合储能电站实际规模和远期规模发展需

求。功率变换系统的充电、放电控制功能是否正常。储能系统的

断路器、熔断器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储能系统的接地设

置是否符合要求。储能变流器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安全设计

要求。

（四）储能场所安全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在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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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是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选址、布局是否合理，是否

充分评估发生安全事故对所在场所的建筑结构安全、人员生命安

全以及应急救援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储能电站电池室是否采取

防爆泄压措施，保温、隔音等装修材料是否为不燃材料。针对电

池热失控后会产生易燃易爆气体和高温烟气的问题，是否对储能

区域内以及储能区域和其他区城连通的通道、夹层、管沟等采取

有效分隔、封堵措施。储能电站电池室环境是否满足安全运行需

求，温度、湿度、洁净度是否出现异常，影响储能系统正常运行。

（五）安防设施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设施建设是

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和使用，现有

的安防设施是否能满足事故处置需求，是否根据储能电站的选址

布局装机容量、安装形式、燃烧特性、电池性能等因素，合理评

估设置灭火冷却系统、事故通风排烟和自动报警、可燃气体探测

报警等系统，保证持续控火、降温、排烟，防止电池复燃和易燃

易爆气体聚集发生爆炸事故。

（六）应急处置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发生事故，在现

有技术条件紧急断电后，电池柜是否仍处于高电压状态，应急处

置过程中是否存在爆炸、触电等风险。储能电站的应急车道、事

故处置场地是否满足需求，是否科学评估爆炸当量及影响范围，

标识疏散避险区域范围。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单位是否建立应急处

置力量和应急响应机制，是否制定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储能电

站控制室、电池室等重点部位工作人员是否通过专业技能培训。



—6—

（七）建设安装和运维管理风险隐患。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

安装单位是否按照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选用储能电池、设置安

防设施、建设储能系统。储能电站投运前，是否通过电站站级试

验和竣工验收。储能电站并网前，是否对储能电站的安全条件予

以评估确认。储能电站建设、运维、管理单位是否落实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是否定期对储能系统进行安全性检测，是否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检修调试，是否及时整改安全风险隐患。各环节安装调试、

通维管理人员是否具备相关专业资质和技能、储能电站、电池退

役时,是否跟踪管理并满足安全处置要求。

三、整治措施

（一）全面检查评估。区安委会办公室成立区电化学储能电

站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统

筹全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请相关单位

于 12 月 31 日 15：00 前反馈名单（附件 1）。请区应急局、区发

改委、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市北电力公司等部门按照各职

能在各自领域排查，并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周三前，将附件 2、

附件 3 和附件 4 报区消防救援支队；如未排查到储能电站也请向

区消防救援支队报无。结合排摸情况，相关部门要重点对设置在

大型综合体、各类园区、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

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场所的储能电站，对照整治重点，开展联合

检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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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督办整治。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和运营单位要建

立安全风险隐患台账。各有关职能部门要督促责任企业单位落实

整改责任，重点对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和

易燃易爆场所的储能电站进行专题评估，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

依法责令及时整改，同时要及时将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储能电站

情况通知电力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

安全的，应当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经

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提请予以关闭。电力企业按

要求对安全风险隐患逾期未整改的储能电站，暂停并网业务。区

市监局对提供不合格储能电池的生产商、供应商，要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

（三）强化源头管理。区发改委会同区商务委、区规资局、

区建管委组织建立完善电化学储能电站立项、审批、验收等管理

机制。电力企业加强储能电站并网验收把关，杜绝“带病并网”。

区市监局加强电池产品质量监管，提高电池本质安全水平。

（四）加强科技研发。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电化学储能电站事

故早期监测预警、热失控干预、防爆抑爆等方面技术研究，提升

系统本质安全水平。行业主管部门要鼓励企业研发应用高安全性

储能电池。

（五）做好应急准备。区消防救援支队要加强电化学储能电

站事故处置技战术研究，编制火灾扑救规程，开展专项训练和实

地演练。区应急、消防、能源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要建立储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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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事故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开展联合演练，一旦发生事故快速响

应处置。储能电站应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建设，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并主动向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报备应急处置所需资料。

四、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职责、细化任务，制定本

部门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做好动员部署。

各有关企业要组织储能电站建设安装、运维管理单位，对照

《上海市储能电站自查表》，全面自查安全风险点和隐患，制定风

险防控措施，建立安全隐患清单和整改清单，落实安全隐患责任、

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彻底整改隐患。隐患清单和整改落实情

况要在企业内部公布，并报送区消防救援支队和行业管理部门。

（二）检查整治阶段（2022 年 1月前）。

区安委办将协调相关部门和市电化学储能电站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有关成员开展专家检查评估工作，对已建成和

在建电化学储能电站逐家检查到位，形成整治工作意见。储能电

站建设安装、运维管理单位要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改。各有

关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分工，依法加强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储能电

站建设安装、运维管理单位整改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整改一家、

验收一家，确保安全运行。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 年 2月）。

各有关部门针对检查整治阶段发现的问题。按照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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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关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制修订等工作内容和计划，专项整

治结束后持续做好建章立制等长效工作，提升电化学储能电站本

质安全水平。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加强领导。各单位要成立电化学储能电站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新能源

战略安全发展的高度，全力抓好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风险隐患专

项整治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指挥调度，压实各方责任，逐个

节点推进。

（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各单位要按照工作职责分工，

结合专项整治要求，健全定期会商、情况通报、联合执法等机制，

加强分工协作、协调配合，强化风险防控和应急联动，充分发挥

合力工作效能。

（三）跟踪问效，狠抓落实。区安委会办公室将把电化学储

能电站专项整治任务列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内容，各

有关部门要加强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全程调度指导，适时组织

督导检查，全面推动工作落实，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及时

予以通报。

附件：1.区电化学储能电站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储能电站/系统信息调查表

3.电化学储能电站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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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市储能电站自查表

5.上海市储能电站现场检查评估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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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电化学储能电站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单位 姓名 联系方式

区应急局

区消防救援支队

区商务委

区建管委

区市场监管局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

供电公司

备注：区电化学储能电站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为相关单位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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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储能电站/系统信息调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填表事项 内容

1 电站/项目名称

2 电站建设安装/运维管理单位

3 储能电站地址

4 储能电站安装具体位置

5 周边建筑等信息（附近 300米内
主要建筑）

6 所属区

7 应用场景

□发电侧（□新能源自我消纳/平滑出力，
□调频/备用）
□电网侧（□调峰/调频，□削峰填谷，□
电网黑启动）
□用户侧（□削峰填谷，□需求侧响应，
□电力增容）

8
开工/建成时间（若分期完成可分

别描述）

9 建设规模（额定功率/容量）

10 储能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梯次利用动力电池
□三元锂电池
□其他类型：

11 储能电站接入类型
□户外型集装箱式
□户外机柜式
□室内机柜式

12 并网电压等级

13 储能电站当前运行状况 □建设中，□正常运行
□部分停机，□全部停运

14 最大放电功率可用时间

15 储能变流器（PCS）额定功率

16 储能变流器（PCS）数量

17 电池簇总个数

18 电池簇电压等级

19 电池簇额定容量

20 电池簇额定功率

21 电池簇最大充电功率

22 电池簇最大放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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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化学储能电站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 电站名称 地址 建设单位 运维单位 投入运行时间
额定容量

KW·H
电池类型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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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市储能电站自查表
（配套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按自查表顺序建立目录并装订成册）

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1

电池本体

安全风险

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采用的电池单

体及模组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并检测合格，应具有防止

反接、短路、过充等保护功能，

在设备选型和建设安装阶段应

进行相关检测。

（1）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单体及模组的型式试验

报告（由具备 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及现场抽检

电池样品与报告中电池样品的一致性。电池单体及模组型式试验

宜采用标准：GB/T 36276-2018《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NB/T

42091-2016《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技术规范》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描述，下同）

（2）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模组是否具备反接保

护功能，要求电池模组端子极性标识应正确、清晰，正极标志应

为红色“+”，负极标志应为黑色“-”，具备结构性防反接功能，

宜符合标准：T/CEC 373-2020《预制舱式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电站

消防技术规范》条款 4.2.2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单体及模组在建设安装

阶段的到货抽检报告

□符合

□不符合

退役动力电池用于储能电站建

设时要求通过检测，不应存在

质量安全不达标问题

（4）现场核查能够证明质量安全达标的退役动力电池检测报

告，宜符合标准：GB/T 34015.3《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

用 第 3 部分：梯次利用要求》或其他不低于 GB/T 34015.3 相关

要求的标准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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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储能电池生产企业应符合《锂

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

采用工艺先进、安全稳定、自

动化程度高的生产工艺和设

备，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5）现场核查储能电池生产企业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

条件》要求的证明资料，以及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建立相应的产品质量可追溯制

度，具备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

能和安全性检测能力

（6）现场核查储能电池生产企业已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

的证明资料，以及具备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能和安全性检测能力

的证明文件资料

□符合

□不符合

企业的设计、生产、储存、运

输和使用、回收电池应符合相

关要求

（7）现场核查能证明储能电池生产企业的设计、生产、储存、

运输和使用、回收电池符合相关要求的证明文件，宜符合标准：

GB/T 36276-2018《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GB/T 33598.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 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符合

□不符合

2

电池管理

系统安全

风险隐患

电池管理系统应经过评估或认

证

（1）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的评估

或认证报告（评估报告由具备 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及现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电池管理系统评估

报告宜采用标准：GB/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

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应能实时监测电池的电流、电

压、温度等故障，并可以发出

报警信号并实施隔离

（2） 现场核查电池管理系统，有关储能电站实时运行数据、

历史数据及历史告警情况，评估其是否能够实时监测电池的电流、

电压、温度等信息，并具有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过

温保护、漏电保护等保护功能，并可以发出报警信号并实施故障

隔离，相关功能宜符合标准：GB/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

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条款 5.5~5.6要求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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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电池管理系统充放电管理、温

度管理及电量均衡管理功能运

行正常。

（3）现场检查电池管理系统是否具备充放电管理、温度管理

及电量均衡管理功能，相关功能宜符合标准：GB/T 34131-2017《电

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条款5.7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

储能系统

安全风险

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集中监控系统

功能应运行正常，符合储能电

站实际规模和远期规模发展需

求。

（1）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集中监控系统功能是否正常运

行，是否符合储能电站实际规模和远期规模发展需求，集中监控

系统功能检测宜参考标准：GB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

规范》7.4条款

□符合

□不符合

功率变换系统的充电、放电控

制功能应运行正常，储能变流

器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安全

设计要求。

（2）现场核查功率变换系统的充电、放电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储能变流器的型式试验报告（由具备

CMA/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及现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

样品的一致性。储能变流器型式试验宜采用标准：GB/T 34133-2017

《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检测技术规程》和 GB/T 34120-2017

《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系统的断路器、熔断器性

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3）现场核查储能系统中用到的断路器、熔断器的规格参数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断路器、熔断器的型式试验报告以及现

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断路器型式试验应采用标准：

GB/T 14048.2-202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断路

器》、熔断器型式试验应采用标准：GB/T 13539.1-2015《低压熔

断器 第 1部分：基本要求》、GB/T 13539.2-2015《低压熔断器 第

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

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至 K》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系统的接地设置应符合要

求。

（4）现场核查储能系统的接地设置，验证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GB 14050《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T 50065《交

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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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4

储能场所

安全风险

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池在规划设计阶

段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选址、布局应合理，应充

分评估发生安全事故对所在场

所的建筑结构安全、人员生命

安全以及应急救援处置可能造

成的影响。

（1）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池在规划设计阶段编制的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是否考虑选址、布局合理性，是否充分评估发生

安全事故对所在场所的建筑结构安全、人员生命安全以及应急救

援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现场核查是否符合标准要求：GB/T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室采取防爆泄压

措施，保温、隔音等装修材料

为不燃材料。

（2）检查储能电站电池室是否采取防爆泄压措施

□符合

□不符合

（3）现场核查保温、隔音等装修材料的来料检测报告及现场

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

□符合

□不符合

针对电池热失控后会产生易燃

易爆气体和高温烟气的问题，

应对储能区域内以及储能区域

和其他区域连通的通道、夹层、

管沟等采取有效分隔、封堵措

施。

（4）现场检查储能区域内以及储能区域和其他区域连通的通

道、夹层、管沟等是否采取有效分隔、封堵措施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室环境应满足安

全运行需求，温度、湿度、洁

净度应满足要求，保证储能系

统正常运行

（5）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电池室环境是否满足安全运行需求，

温度、湿度、洁净度是否满足要求，能否保证储能系统正常运行，

其中温度要求宜参考标准：GB/T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

计规范》第 9章条款

□符合

□不符合

5
安防设施

风险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设施建设

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和使用。

（1）现场检查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运行和使

用情况，要求安全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运行和使用。检查电站设计、施工、运行和使用文件记

录，安全设施与工程主体时间是否一致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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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现有的安防设施应能满足事故

处置需求，应根据储能电站的

选址布局、装机容量、安装形

式、燃烧特性、电池性能等因

素，合理评估设置灭火冷却系

统、事故通风排烟和自动报警、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等系统，保

证持续控火、降温、排烟，防

止电池复燃和易燃易爆气体聚

集发生爆炸事故。

（2）现场核查现有的安防设施是否能满足事故处置需求，是

否根据储能电站的选址布局、装机容量、安装形式、燃烧特性、

电池性能等因素，合理评估设置灭火冷却系统、事故通风排烟和

自动报警、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等系统，保证持续控火、降温、排

烟，防止电池复燃和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发生爆炸事故。

（3）现场核查现有的安防设施，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电

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

□符合

□不符合

6
应急处置

风险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发生事故，在

现有技术条件紧急断电后，电

池柜不应处于高电压状态。应

急处置过程中不应存在爆炸、

触电等风险。

（1）现场核检电化学储能电站紧急断电后，电池柜是否处于

高电压状态。储能电站紧急断电后，电池柜的电压值应不大于

DC60V。

□符合

□不符合

（2）应急处置过程中不应存在爆炸、触电等风险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的应急车道、事故处

置场地应满足需求，科学评估

爆炸当量及影响范围，标识疏

散避险区域范围。

（3）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的应急车道、事故处置场地是否满足

相关需求。宜参考标准：GB/T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

规范》第4章条款

□符合

□不符合

（4）检查储能电站是否科学评估爆炸当量及影响范围，并标

识疏散避险区域范围，宜参考标准：GB/T 51048-2014《电化学储

能电站设计规范》第 4章条款

□符合

□不符合

运维管理单位应建立应急处置

力量和应急响应机制，应制定

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

（5）现场核查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单位的应急处置力量、应急

响应机制和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控制室、电池室等重

点部位工作人员应通过专业技

能培训。

（6）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控制室、电池室等重点部位工作人员

的专业技能培训证书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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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点

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7

建设安装

和运维管

理风险隐

患

建设安装单位应按照技术标准

和操作规程，选用储能电池、

设置安防设施、建设储能系统。

（1）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安装单位是否按照技术标

准和操作规程选用储能电池、设置安防设施、建设储能系统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投运前，通过电站站

级试验和竣工验收。

（2）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投运前的电站站级试验报告和竣工验

收报告，站级试验及竣工验收宜采用标准：GB/T 36547-2018《电

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技术规定》，GB/T 36548-2018《电化学储

能系统接入电网测试规范》，GB/T 36558-2018《电力系统电化学

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电化学储能电站施工及验收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并网前，对储能电站

的安全条件予以评估确认。

（3）现场核查对储能电站的安全条件评估报告，评估建议依

据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范》（征求意

见稿）或其他有效标准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建设、运维、管理单

位应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应

定期对储能系统进行安全性检

测，按照操作规程应进行检修

调试，并及时整改安全风险隐

患。

（4）现场核查储能电站建设、运维、管理单位是否落实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5）现场核查储能系统定期安全性检测报告，相关检测宜采

用标准：GB/T 40090-2021《储能电站运行维护规程》，GB/T

36549-2018《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指标及评价》

□符合

□不符合

（6）现场核查储能系统定期检修调试记录，宜参考标准：GB/T

40090-2021《储能电站运行维护规程》

□符合

□不符合

（7）现场核查安全风险隐患整改记录，宜参考标准 GB/T

40090-2021《储能电站运行维护规程》

□符合

□不符合

安装调试、运维管理人员应具

备相关专业资质和技能。

（8）现场核查各环节安装调试、运维管理人员相关专业资质

证书和技能证书。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退役时，应跟

踪管理并满足安全处置要求。

（9）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电池退役时，是否跟踪管理并满足

安全处置要求，宜参考标准：GB/T 33598.2-2020《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 2 部分：材料回收要求》，GB/T

34015.2-2020《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2 部分：拆

卸要求》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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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市储能电站现场检查评估细则

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1

电池本

体安全

风险隐

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采用的电池单

体及模组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并检测合格，应具有防止反

接、短路、过充等保护功能，在

设备选型和建设安装阶段应进

行相关检测。

√ √

1）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单体及模组的型式

试验报告（由具备 CMA/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及现场抽检电池样品与报告中电池样品的一致

性。电池单体及模组型式试验宜采用标准：GB/T

36276-2018《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NB/T

42091-2016《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技术规

范》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描述，下同）

√ √

2）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模组是否具备反接

保护功能，要求电池模组端子极性标识应正确、清晰，

正极标志应为红色“+”，负极标志应为黑色“-”，

具备结构性防反接功能，宜符合标准：T/CEC 373-2020

《预制舱式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电站消防技术规范》条

款4.2.2 要求

□符合

□不符合

√ √
3）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电池单体及模组在建设

安装阶段的到货抽检报告

□符合

□不符合

退役动力电池用于储能电站建

设时要求通过检测，不应存在质

量安全不达标问题

√ √

4） 现场核查能够证明质量安全达标的退役动力电池检

测报告，宜符合标准：GB/T 34015.3《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3部分：梯次利用要求》或其

他不低于GB/T 34015.3相关要求的标准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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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储能电池生产企业应符合《锂离

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采

用工艺先进、安全稳定、自动化

程度高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 √

5） 现场核查储能电池生产企业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

范条件》要求的证明资料，以及通过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的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建立相应的产品质量可追溯制

度，具备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能

和安全性检测能力

√ √

6） 现场核查储能电池生产企业已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

制度的证明资料，以及具备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能和

安全性检测能力的证明文件资料

□符合

□不符合

企业的设计、生产、储存、运输

和使用、回收电池应符合相关要

求

√ √

7） 现场核查能证明储能电池生产企业的设计、生产、储

存、运输和使用、回收电池符合相关要求的证明文件，

宜符合标准：GB/T 36276-2018《电力储能用锂离子

电池》，GB/T 33598.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 再生利用 第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符合

□不符合

2

电池管

理系统

安全风

险隐患

电池管理系统应经过评估或认

证
√ √

1） 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的

评估或认证报告（评估报告由具备 CMA/CNAS 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及现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

的一致性。电池管理系统评估报告宜采用标准：GB/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

技术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应能实时监测电池的电流、电

压、温度等故障，并可以发出报

警信号并实施隔离

√

2） 现场核查电池管理系统，有关储能电站实时运行数

据、历史数据及历史告警情况，评估其是否能够实时

监测电池的电流、电压、温度等信息，并具有过压保

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漏电保护等保

护功能，并可以发出报警信号并实施故障隔离，相关

功能宜符合标准：GB/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

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条款 5.5~5.6要

求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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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电池管理系统充放电管理、温度

管理及电量均衡管理功能运行

正常。

√

3） 现场检查电池管理系统是否具备充放电管理、温度管

理及电量均衡管理功能，相关功能宜符合标准：GB/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

技术规范》条款5.7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

储能系

统安全

风险隐

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集中监控系统

功能应运行正常，符合储能电站

实际规模和远期规模发展需求。

√ √

1） 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集中监控系统功能是否正

常运行，是否符合储能电站实际规模和远期规模发展

需求，集中监控系统功能检测宜参考标准：GB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7.4条款

□符合

□不符合

功率变换系统的充电、放电控制

功能应运行正常，储能变流器应

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安全设计

要求。

√ √

2） 现场核查功率变换系统的充电、放电控制功能是否正

常，核查储能电站所采用的储能变流器的型式试验报

告（由具备 CMA/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及现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储能变流器

型式试验宜采用标准：GB/T 34133-2017《电化学储

能 系 统 储 能 变 流 器 检 测 技 术 规 程 》 和 GB/T

34120-2017《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系统的断路器、熔断器性能

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 √

3） 现场核查储能系统中用到的断路器、熔断器的规格参

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断路器、熔断器的型式试

验报告以及现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断

路器型式试验应采用标准：GB/T 14048.2-2020《低

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部分：断路器》、熔断

器型式试验应采用标准：GB/T 13539.1-2015《低压

熔断器 第 1部分：基本要求》、GB/T 13539.2-2015

《低压熔断器 第 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

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

统示例A至 K》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系统的接地设置应符合要

求。
√ √

4） 现场核查储能系统的接地设置，验证是否满足标准要

求：GB 14050《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

GB/T 50065《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符合

□不符合



—23—

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4

储能场

所安全

风险隐

患

电化学储能电池在规划设计阶

段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选址、布局应合理，应充分评估

发生安全事故对所在场所的建

筑结构安全、人员生命安全以及

应急救援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

√ √

1） 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池在规划设计阶段编制的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考虑选址、布局合理性，是

否充分评估发生安全事故对所在场所的建筑结构安

全、人员生命安全以及应急救援处置可能造成的影

响，并现场核查是否符合标准：GB/T 51048-2014《电

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章节4和 11的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室采取防爆泄压

措施，保温、隔音等装修材料为

不燃材料。

√ √ 2） 检查储能电站电池室是否采取防爆泄压措施

□符合

□不符合

√ √
3） 现场核查保温、隔音等装修材料的来料检测报告及现

场抽检样品与报告中样品的一致性

□符合

□不符合

针对电池热失控后会产生易燃

易爆气体和高温烟气的问题，应

对储能区域内以及储能区域和

其他区域连通的通道、夹层、管

沟等采取有效分隔、封堵措施。

√ √
4） 现场检查储能区域内以及储能区域和其他区域连通

的通道、夹层、管沟等是否采取有效分隔、封堵措施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室环境应满足安

全运行需求，温度、湿度、洁净

度应满足要求，保证储能系统正

常运行

√ √

5）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电池室环境是否满足安全运行需

求，温度、湿度、洁净度是否满足要求，能否保证储

能系统正常运行，其中温度要求宜参考标准：GB/T

51048-2014《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第 9章条款

□符合

□不符合

5

安防设

施风险

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设施建设

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运行和使用。

√ √

1） 现场检查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运行

和使用情况，检查电站设计、施工、运行和使用文件

记录，评估安全设施建设与工程主体时间是否一致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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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现有的安防设施应能满足事故

处置需求，应根据储能电站的选

址布局、装机容量、安装形式、

燃烧特性、电池性能等因素，合

理评估设置灭火冷却系统、事故

通风排烟和自动报警、可燃气体

探测报警等系统，保证持续控

火、降温、排烟，防止电池复燃

和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发生爆炸

事故。

√ √

2） 现场核查消防设备、灭火剂等设施，评估现有的安防

设施是否能满足事故处置需求，是否根据储能电站的

选址布局、装机容量、安装形式、燃烧特性、电池性

能等因素，合理评估设置灭火冷却系统、事故通风排

烟和自动报警、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等系统，保证持续

控火、降温、排烟，防止电池复燃和易燃易爆气体聚

集发生爆炸事故。相关安防措施宜符合标准：T/CEC

373-2020《预制舱式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电站消防技术

规范》条款 4.7~4.9要求

□符合

□不符合

6

应急处

置风险

隐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发生事故，在现

有技术条件紧急断电后，电池柜

不应处于高电压状态。应急处置

过程中不应存在爆炸、触电等风

险。

√ √
1） 现场核检电化学储能电站紧急断电后，验证电池柜是

否处于高电压状态。

□符合

□不符合

√ √ 2） 应急处置过程中不应存在爆炸、触电等风险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的应急车道、事故处置

场地应满足需求，科学评估爆炸

当量及影响范围，标识疏散避险

区域范围。

√ √

3）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的应急车道、事故处置场地是否满

足相关需求。相关措施宜符合标准：GB/T 51048-2014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第4章条款要求

□符合

□不符合

√ √
4） 检查储能电站是否科学评估爆炸当量及影响范围，并

标识疏散避险区域范围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单位应建立

应急处置力量和应急响应机制，

应制定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

√ √
5）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单位的应急处置力量、应

急响应机制和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控制室、电池室等重点

部位工作人员应通过专业技能

培训。

√ √
6）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控制室、电池室等重点部位工作人

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证书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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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整治重

点内容
要求细则

类别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结果

在建中 已建成

7

建设安

装和运

维管理

风险隐

患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安装单位

应按照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选

用储能电池、设置安防设施、建

设储能系统。

√ √

1） 现场核查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安装单位是否按照技

术标准和操作规程选用储能电池、设置安防设施、建

设储能系统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投运前，通过电站站级

试验和竣工验收。
√ √

2）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投运前的电站站级试验报告和竣

工验收报告，站级试验及竣工验收宜采用标准：GB/T

36547-2018《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技术规定》，

GB/T 36548-2018《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测试规

范》，GB/T 36558-201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电化学储能电站施工及验收规范》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并网前，对储能电站的

安全条件予以评估确认。
√ √

3）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并网前是否对安全条件进行评估

并出具报告，评估建议依据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电

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或其他有效

标准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建设、运维、管理单位

应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应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应定期对

储能系统进行安全性检测，按照

操作规程应进行检修调试，并及

时整改安全风险隐患。

√ √

4）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建设、运维、管理单位是否落实安

全管理主体责任，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

5） 现场核查有关储能电站的运行维护操作规程、例行安

全检测报告、周期性运维、检修记录与安全风险整改

记录等，运维规程宜参考标准：GB/T 40090-2021《储

能电站运行维护规程》相关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各环节安装调试、运维管理人员

应具备相关专业资质和技能。
√ √

6） 现场核查各环节安装调试、运维管理人员相关专业资

质证书和技能证书。

□符合

□不符合

储能电站、电池退役时，应跟踪

管理并满足安全处置要求。
√

7） 现场核查储能电站、电池退役时，是否跟踪管理并满

足安全处置要求，宜参考标准：GB/T 33598.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 2部分：材料

回收要求》，GB/T 34015.2-2020《车用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 梯次利用 第 2部分：拆卸要求》

□符合

□不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