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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总是有人用一些奇思妙想的创意来试图丰富我们的生活，小到一个手持设备，大到电动汽车。

凯信达电池致力于以自己的专长，助力这些创想的达成为己任，为创想提供高能、长效的动力支持，我们设计、制造和销售 “安全、高能、长效”的锂离子电池，并

以成为高端安全的动力电池模组这个品类的领导者和创想者最佳的合作伙伴为企业发展目标。

凯信达电池简称
KXD



深圳市凯信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信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科研成果。以高端
安全动力电池模组和动力电池系统为主要研发方
向。完全拥有“自主电池组专利技术和电池管理
系统(BMS)核心技术”。是一家专注于高品质、
高安全动力电池模组、BMS & PACK一体化的系
统制造企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
方案，并以成为高端锂电供应商为企业发展愿景。

企业文化：忠于职守，勇于创新;
                 严谨务实，奋发图强。

顺力电池企业简介

企业文化：忠于职守，勇于创新;
                 严谨务实，奋发图强。

u   工厂面积：3，000 m2  

u   日生产能力： > 500KWh  

      年生产能力： > 500MWh 

u   注册资金： 1000万元 

u   2009年成立



凯信达公司--架构



凯信达公司发展历程

推出应用于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用锂电池

推出应用于高尔夫球车
、电动游览观光车、太

阳能路灯用锂电池

2007 2010

2011

2012

2009

深圳市凯信达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成立，

推出应用于电热保暖服、
电热理疗产品专用锂电池

推出应用于家庭储备电源
、医疗设备储备电源、 
铁路检测设备等锂电池

2013

推出应用于AGV/RGV自
动搬运车、仓储物流系统
、智能分拣机器人锂电池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推出应用于四轮低速电
动车、电动叉车锂电池

推出多款小型便携式
交直流电源

 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
通过OHSA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推出具有高能量、高安全
、寿命长的电芯池模组系

列，并申请了专利
工厂搬迁至东莞，

东莞市顺力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

目标：应用在AGV自动
搬运车上的锂电池，全
国市场占有率超越10%



凯信达公司的核心产品



什么是动力电池安全性？

化学体系安全

电芯安全

电芯模块安全

电池整包安全

设备安全

动力电池安全性分析
财产安全



材料可燃属性：组成锂离子电池的材料可燃；

电芯能量密度：电芯的高能量密度，一旦内部失效短路，内部储存的电能迅速转换成
热能，可以把电池材料加热到燃点以上；

正极材料分解：三元材料或钴酸锂，电极材料形成的高温会分解释放氧原子，进而氧
化集流体金属箔材（铜箔和铝箔），燃烧释放很高热量；

电芯失效放热，电极材料燃烧，正极材料分解导致剧烈燃烧爆/炸，锂电池失效三部曲，
环环相扣，链式反应（磷酸铁锂没有第三步）：组成锂离子电池的材料可燃；

结论：锂电池从化学体系的本质上不安全

动力电池安全性分析



动力电池安全性分析

材测试安全性：各种测试和产品认证的安全性，标准是使用条件和极端条件的安全表现，
只能模拟，验证的是设计的合理性，也仅仅是设计的合理性（化学体系和物理结构）

使用安全性：正常使用过程中的事故几率，由制造缺陷（设计到位但没有做到但又无法
全部检出）和使用寿命（到了生命周期的末端要出问题了）决定 

设计可以很合理，制造缺陷和寿命末端的安全风险，无法彻底消除。缺陷发生的必然性，
加上化学体系本质上的不安全，导致起火/爆炸具有必然性。

可以设想设备运行的例子，碰撞实验，制造缺陷，老化风险



更省电

更可靠

动力电池安全性分析

电芯无法绝对安全，
那到底谁能靠得住？

化学体系安全

电芯安全

电芯模块安全

电池整包安全

设备安全

财产安全

模块不安全，整包安全？难度大了吧，模块都比较大。

整包起火要保证设备安全？应该先问问设备厂答不答应。

设备起火要保证财产安全？不是每个客户都那么幸运。

最好的控制环节，显然是尽量靠近底层，一方面是新的
化学体系的开发，另一方面目前最好阻断从电芯到模块
的失效线路。



更环保
转有技术诞生新的清洁能源 ¨磁¨。

18650三元动力电池安全解决方案

1、常见动力电池材料体系：
三元体系NMC/NCA 

LFP   
LCO  
LMO 

2、优势与缺陷：
LCO成本高，安全差   
LMO寿命低 
剩下的LFP和三元一个偏向安全，一个偏向容量

3、常见动力电池代表形态：
方形电芯和圆柱电芯   

方形磷酸铁锂（大单体）大圆柱铁锂（中型单体）

方形三元材料（大单体）、大圆柱三元材料（中型单体）

圆柱18650三元材料（小单体）



18650三元动力电池安全解决方案
1、安全问题：

箔材、电解液、隔膜、负极的可氧化性确定了电芯本质不安全 

制造瑕疵、使用老化确定了电芯使用不安全 

能量密度的高低是安全失效的导火索 

2、安全失效过程： 

 负极分解  

LFP

三元材料       
完全燃烧      正极分解        

安全燃烧      正极分解       负极分解       



18650三元动力电池安全解决方案

1、电芯安全问题本质是产热和散热的不平衡问题：  

增加电芯的散热面积    
1、增大长径比  
2、增加并联（即减少单体面积）  

2、模块安全的本质是合理的模块设计结构和传播阻断机制：   

合理的模块设计结构  
1、小单体能量较小，辐射半径小，易控制；
2、定向泄压、自熔断、相邻物理间隔，阻燃填充； 

3、同时兼顾高能量密度和安全性:   

电芯选择+模块结构设计 
1、核心技术在于选择电芯和堆叠结构；   
2、阻隔于单体失效不扩散，不传播；  



电动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系统解决方案

1、方案概述： 

基于三元18650电芯的通用解决方案，该方案采用标准化的本征
安全型模块，并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明显优势。 

2、应用范围：

AGV自动搬运车（24V-48V/0.5-10KWH）

电摩、电动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48V-120V/1-25KWH） 

物流车、叉车、专用车（48V-200V/5-100KWH）

3、方案优势： 

失效控制本征安全 

高能量密度 

宽温度使用范围 

长寿命 



电动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系统构成

18650电芯：  
高能量密度  
长寿命 
低阻抗
低温性能好（-40℃
≥50%@0.5C放电）  

本征安全电芯模块:  
电芯失效自熔断电路结构  
电芯失效定向泄压 
电芯失效热传递物理隔离  
寿命长  

电池整体包:  
高效热管理。  

高精度电压、温度采集及高
效均衡。  
标准自动化批量  
无损超声波点焊工艺

轻量化材料和紧凑型结构  

整车PACK: 
安全、可靠、寿命长。  
高能量密度。  
宽温度窗口。  
多重安全保护机制。  
数据转储及系统自珍。  
与电控、充电机智能RS-
232/RS-485/CAN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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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储能电池解决方案--系统方案

1、方案概述：

凯信达公司开发了一套标准化可组合的光伏系统解决方案，
该方案基于标准的18650动力电芯模块和智能控制系统，实
现了产品工厂端的标准化到客户应用端的订制化。

智能化

 2、应用范围：

家庭级储能（48-400V/1-20KWH）

商用级储能（48-700V/10-50KWH）

社区级储能（48-1000V/125-4000KWH）

 3、方案优势：

高安全，可靠性
模块化

灵活



光伏储能电池解决方案--应用框架



光伏储能电池解决方案--应用框架

18650电芯：
高能量密度。
长寿命。 
低阻抗。
高一致性。

本征安全电芯模组：
自熔断电路结构。
定向泄压。
安全隔离设计。

本征安全电芯模组：
电池箱：标准模块
48V/50Ah/2.4KWh。

EMI阻抗。

即插即用，便于安装
和维护。
高压操作安全。

高精度电池数据采集。

电池柜： 储能系统：
采用电池箱串联叠加方式
满足多种电压平台化订制。

多重安全保护策略保证
系统可靠安全运行。

电池箱与机柜使用浮动
对接背板衔接，便于机
箱插拔维护。

最多支持20个模块总能：
48KWh 串联：48-960V.

分布式供电结构。
多电池柜并联实现兆瓦
级储能系统。
远程维护管理。

广泛用于风光能源系统
及预计供电系统。

对电网调峰、调频、
减少电网波动，提高
电能质量。



光伏储能电池解决方案--BMS



电池系统研发保障

公司电池系统研发中心拥有PACK及MS系统研发团队，引进了部分国外技术，与国内多所大学

研究所展开产、学、研合作。
01

02
PACK研发成员来自国内锂电池PACK龙头企业总工，高工。尤其擅长热管理，电流场管理，结构

强度设计。并为国内锂电行业培养了大批顶尖工程师。

03
BMS研发成员是最早从事电池管理系统研发工作者。开发出了各种实用BMS系统，被动均衡，

主动均衡,电池状态在线预估算法，最全安全策略，性能参数更是逼近业内极限。团队成员设

计的BMS系统大批量应用到各种电动用车，储能系统等。

04
先进的研发设备

研发中心拥有全套的电子开发设备，以及力学，
和可靠性测试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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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

概念设计

立项评审

产品设计

样品试制

样品评审

限量试产

试产评审

放量生产

量产评审

在产品设计的每个重要阶段都设
置了相关评审步骤
新产品设计及验证过程，均严格
按照质量管理工具管控。

量产导入
&持续改进

限量试产

验证报告 

数据收集 

安全与可靠性 
OK?

优化提升 

制程合格率 OK?

关键参数CPK OK?

由相关部门会签评审 

批准

OK

OK

OK

NG

NG

NG

试产验证和批准流程:设计质量管理
客户需求

概念设计

立项评审

客户需求

概念设计

量产

以流程保障产品质量



管理体系与产品认证

    齐备的管理体系与产品认证，不仅可以确保产品品质，

同时可以确保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

产品认证 体系认证



实施品牌战略，关键是人才，
公司在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制定了合理的用人机制

提高终端用户（消费者）
对品牌的认知度；
提高品牌知名度

创新是我们的灵魂，是一
切活力之源，不断创新是
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课
题

质量战略是我们品牌战略
的核心和基础

建立品牌



服务理念
一切的服务
只为了用户更
好的体验！

1

3

5

7

2

4

6

需求导向

解决方案

严格把关

高升级及提升客户满意的

收集分析需求信息

订单生产

高定期回访维护

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

为客户订制提供优质的电池系统解决方案

高每件产品严格把控，产品
质量让客户全程无忧。

通过收集客户反馈的信息，不断提升
产品品质及，以提升客户满意度。

收集、分析市场和客户需求信息

精工智造，为客户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高通过售后和销售定期的客户回访
              收集客户的使用反馈信息



售后服务

100%：客户满意



营 销 中 心：深圳市凯信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0755-83722955   传 真：0755-83722985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和平东路101号联汇大厦702

工 厂：东莞市顺力电池有限公司

电 话：0769-8318 6786

联系我们

网 址：http://www.kaixinda.com.cn

地 址：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村云莲七街10号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