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福得铁路电池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帅福得——无论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
是交通领域中值得信赖的电池方案专家
和合作伙伴
帅福得自1919年为巴黎火车站开发首批电池后，一直为全球各铁路公司提供独一无二的专业知识，满
足对车载及轨旁电池的设计、制造和供应的需求。 我们全方位的服务涵盖从提供单个电池，到作为完
全集成的全套电池系统的全球供应商，也包括为全新及替换项目提供镍基和锂离子 (Li-ion) 电池技术。
帅福得拥有丰富的能量存储知识，并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巩固客运和货运列车制造商对列车所采用
的电池系统的安全和性能的信心。

为日益智能化的铁路提供创新能量存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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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铁路电池

基础设施

数字化

适用于不同用途且具成本效益的
电池方案
对铁路网络和列车而言，电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所有相关成本的优化甚为重
要，其中包括初始采购、维护成本、运营成本和置换成本。帅福得电池方案的真正价值
在于其总拥有成本 (TCO)。

> 20
年
5
年

10
年

可预测的使用寿命：使用寿命长达 20 年，无突然
死亡的风险*，这表示在列车的典型使用寿命内（ 30
至 40 年）只需置换一次

低维护：在 5 到 10 年的延长间隔内，只需最少的
预防维护

总体可靠性：近乎零纠正性维护成本

©Agency: Cap Interactif

+

温度范围宽：不同的电池方案组合，确保能于中等和
极端温度下可靠运行

* 帅福得的镍基电池结构坚固，可确保在使用周期内具有完全可预测和可靠的性能。
在重要的装置上，这种可预测性能避免如铅酸电池因高温或严苛的操作下迅速
恶化，而导致电池“突然死亡”的风险。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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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安全可靠、性能卓越
帅福得长久以来致力研发创新产品，以协助铁路制造商和运营商达到铁路行业最新的标准和要求：

高循环寿命、存储寿命长

快速充电能力

完全可回收

技术成熟

除了深受铁路运营商欢迎的镍基电池产品外，我们也提供锂离子技术电池方案，在严苛的应用环境里保持
优势。

出色的铁路运营业绩
车载电池为辅助备用和紧急牵引提供动力，对列车至关重要，能够保障在整个产品周期内的日常操作安全及
低维护。帅福得的镍基电池以耐用、可靠和使用寿命长而闻名，可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工作，不会出现突然
死亡。

镍基烧结式/塑料粘接式模块电池

镍基烧结式/塑料粘接式单体电池

锂离子

镍基锂袋装极板

轨旁

车载

SMRX-F3

超大功率

SRX

Ion-OnBoard® Regen

Intensium® Max

MSX
大功率

SRA Standard/LT/HT

MRX
Compact
能量

SRM-F3
SPL+

SRM+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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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铁路电池

发动机启动

再生牵引

轨旁设施支援

全面的备用电源方案
帅福得的能量和大功率产品为重要的车载服务提供备用电源，例如照明、数据和通信系统、排风和开门
功能，以及安全关键的电磁制动功能。

能量系列

（恒电流 = 1C / 峰值电流 = 2C）
主要特性

运行温度范围

容量范围

SRM+

紧凑且具经济效益的解决方案，能够确保行车舒适
和安全

-30°C 至 +50°C

40 至 360Ah

SRM-F3

重量非常轻、装在透明阻燃的硫化物容器中的车载
备用电池

-25°C 至 +50°C

80 至 250Ah

大功率系列

（恒电流 = 2C / 峰值电流 = 5C ）
主要特性

运行温度范围

容量范围

-30°C 至 +50°C

70 至 520Ah

MRX

为日常使用提供高能量、大功率的轻巧电池

SRA

卓越可靠且高能量密度的辅助备用电源

-30°C 至 +50°C

75 至 375Ah

SRA LT

即使在低温下，仍具有卓越容量的紧凑型
电池

-50°C 至 +40°C

75 至 375Ah

SRA HT

在高温工作时能保持极佳充电效率的已优化
电池方案

-20°C 至 +65°C

70 至 350Ah

（低温）
（高温）

尽管运作环境严苛，仍然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帅福得的超大功率电池旨在满足铁路列车的不同要求，从发动机启动到紧急制动，为要求严苛的关键后备
应用功能提供额外支持。
我们的超大功率电池能够满足高速列车制动和倾摆系统的峰值功能要求，亦可以提供紧急救援和库内牵引
的安全功能。此外，电池还提供了对机车和柴油多机组 (DMU) 频繁启动发动机所必需的超高启动电流，
以帮助操作员节省燃料并减少噪音和气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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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功率系列

（恒电流 = 5C / 峰值电流 = 20C ）
主要特性

运行温度范围

容量范围

MSX

为电磁制动和启动柴油发动机提供最佳性能和循环
性能

-30°C 至 +50°C

70 至 260Ah

SRX

内燃机车及内燃动车所采用的优质铁路启动电池

-25°C 至 +50°C

22 至 220Ah (塑料)
73 至 375Ah (钢)

SMRX

用于启动和支持车载辅助系统连续性的超大功率
备用电池（还提供低温和高温系列）

-30°C 至 +55°C

70 至 260Ah

SMRX-F3

即时启动柴油发动机用的紧凑型超大功率电池，
外壳为透明阻燃聚砜容器

-30°C 至 +50°C

80 至 360Ah

轨旁通信的总体可靠性
除了车载电池，帅福得还为轨旁通信和基础设施提供不间断电源解决方案，以支持服务的平稳安全运行。
为确保总体可靠性，我们提供高、低电流版本的镍基电池，满足轨道旁设备和变电站的要求，包括：信号、
平交道口和点运送、正向列车控制、安全监管和通信设备。

能量、大功率、超大功率系列
运行温度范围

容量范围

将可靠的备用电源与快速，灵活的充电相结合

-30°C 至 +50°C

80 至 260Ah

适用于狭小空间，兼容密封铅酸蓄电池 (VRLA)
充电系统

-20°C 至 +50°C

80 至 180Ah

主要特性

SPL+
Compact

(CPL, 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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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铁路电池

超大功率

出色的循环
能力

专门应对高级功能
所需的锂离子电池
帅福得引领电池技术，是锂离子电池开发和应用的先驱，
致力提高电池的安全性、可靠性、使用寿命和快速充电功
能。 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们成功在不同领域内部署锂离

循环寿命和
日历寿命长

子电池，无论从航空到太空，从电网储能到交通行业都能
找到帅福得的锂离子产品。
世界各地的铁路制造商和运营商在专注提高列车性能的同
时，也考虑到保持铁路运输的负担及可持续性。 帅福得

高温性能

的锂离子电池通过提升再生牵引、自动牵引系统和储能等
先进功能，显着降低运营成本和碳排放。

可循环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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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 31MTi
帅福得铁路电池系列的最新成员
随着铁路行业纷纷以实现零排放的铁路车辆为开发目标，对车载电池的要
求也在不断变化。 新一代混合动力和电池驱动的列车所需的电池，已经不
仅仅是辅助或备用电源，必须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基础设施成本和环境
影响。 电池还可使列车能够利用再生牵引力进行长距离无接触网运行。

帅福得的 LP 31MTi 是基于钛酸
锂 (LTO) 技术的方体电池，能

特性

量密度更高，可用于轨道车辆运

• 效率高、高能量

行，非常适合需要高能量、充电

• 能在放电状况下存储和运输

速度快、温度范围宽（从 -25°C
到 +60°C）的长循环寿命的列
车应用。

• 卓越的循环性能：20,000 次循环（4C 充电/4C 放电，80% DOD）、
160万次循环（6C 充电/6C 放电，3% DOD）
• 快速充电：10 分钟即可完全充电
• 强大的充放电：高达10C充电/10C放电
• 抵受极端环境： -25°C 至 +60°C 之间运作
• 在不断循环过程中维持长使用寿命：能达到7至10年
（一般使用为例）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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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OnBoard®
车载再生牵引电池
基于帅福得最新的LTO技术开发，Ion-OnBoard® 再生牵引电
池系统帮助铁路运营商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电池系统不单
是模块，同时亦可作扩充，能够在区域和城市列车车辆上安装，确保列
车行驶时的自动牵引功能。此外，电池系统更可以与氢燃料电池结合使用，进一步优化列车
的续航里程和能源效率。
自动牵引功能来自列车再生制动时所产生的动能。当列车配备帅福得的 Ion-OnBoard® LTO电池系统后，
便可以在非电气化铁路网内，甚至在架空线路断电时行驶。因此，铁路运营商除了能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及提
高能源效率，耐久的电池系统更能达到总拥有成本下降，以及减少铁路运行时所产生的碳足迹。

Intensium® Max 20
High Energy
轨旁储能系统
帅福得的 Intensium集装箱式锂离子产品在电网、可再
生能源、工业等范畴内获得广泛的工程规模应用，累积
了丰富的经验。
在铁路方面，Intensium® Max 20 High Energy以领先的锂离子技术在轨旁提供混合能量存储，当列车
每天在车站停靠数千次期间，车辆制动所产生的再生能量能够被捕获、存储和再利用。此外，通过频繁支
持，这个兆瓦级的能量存储系统可以保持变电站电力供应的连续性，而铁路运营商更能把多余的电源售给
当地电网，增加额外收入。

主要特性

Ion-OnBoard®

Intensium® Max 20
High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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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铁路电池

• 提供可再生牵引力以增加能源效率
• 遇到断电时，作为备用电源供电，保障乘客舒适和安全
• 减少能源消耗、基础设施成本和维护要求

• 灵活构建模块，方便优化高密度储能（高达 100MW）
• 远程监控能力
• 将先进的热和安全管理，以及烟雾探测、灭火和警报相结合

运行温度范围

-25°C 至 +45°C
（包括 BTMS）

-25°C 至 + 55°C

实现完善电池管理
帅福得不仅仅是一家高性能电池供应商，凭借在铁路行业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我们成功简化了电池与车载系
统的集成，并协助制造商和运营商监控电池表现。

电池系统

在全球安装了超过 20,000套铁路电池系统后，帅福得把这些经验整合为9个标准
预设计系统，当中包括电池、箱体、托盘、推拉机构、注水系统、隔离装置、保
险丝、连接器和电池管理控制 (BMC)。
此外，我们也提供箱体定制化的设计及制造，以满足不同列车制造商的需求。通
过电池系统的供应和安装，我们为整个系统组件减低了重量和体积，从而提高能
源效率并增加乘客空间。

电池热管理系统 (BTMS)
为了提高能源效率，许多列车制造商渐渐转用锂离子电池，甚至推出电池或混合动力列车车辆。列车操作人
员能够在列车运营期间，通过电池热管理系统 (BTMS) 监控电池单元的温度和热反应。 通过加热和冷却的控
制，BTMS能够优化电池温度，达到功率输出最大化，同时，也降低因温度引起的安全隐患。

电池管理系统 (BMS)： R-CUBE
维护和监控的系统架构
为了将铁路电池监控

选项：分站自定管理 *

CAN 主机

产品架构

电池管理
单位1

CAN 主机

CAN 可选择

和维护提升至全新层
外部电池管理系统 //

外部协议

TCMS

车载控制命令和监控

充电器或自动化

R-CUBE——一个专为

CAN SMU
至分机 1
CAN 主机

电池
管理
单位2
R-CUBE

监控和维护

R-CUBE 管理

R-CUBE

CAN 可选择
CAN SMU

监控和
维护

至分机 2
CAN 主机

电池
管理
单位x

CAN 可选择

铁路行业而设计的实时

EtherNet/IP - CIP
或
MODBUS - MESA

网络服务
SOAP / XML

CAN 可选

次，帅福得推出了

电池控制、监控和大数
远程维护
列车电脑

并行电池控制/
命令和维护

据平台，令操作员可以
远程监控及检查列车控
制系统和维护服务器。

CAN SMU

至分机 x
网络
服务器
HTTPS
* 在分站自定管理下，可以选择移除 R-Cube

本地维护

人工干预

R-CUBE 的强大功能包括外部通信、电池容器并行化、远程监控和监督，以及具有高网络安全水平的数据管
理，能够增强分析和服务，最终达到协助运营商节省运营及维护成本。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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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铁路网络里的帅福得电池
1. 电磁制动备用
电源

卡尔斯鲁厄

1

2a. 牵引和再生
制动功能

伯明翰

2a

瑞典

奥斯卡港
英国

南希尔兹

3b

2b. 牵引和再生
制动功能

比丁根

5

美国
安德森
瓦尔迪斯
瓦尔多斯塔

勒瓦卢瓦

普瓦捷
纳萨克
波尔多

芝加哥
3a. 地铁、通勤和
高速列车辅助
备用电源

德国

法国

科基斯维尔

9

杰克逊维尔

3b. 地铁、通勤和
高速列车辅助
备用电源

4. 柴油机启动功能
巴西

4
5. 安全和乘客舒适
系统的备用电源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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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铁路电池

制造基地

案例

6a. 备用和
紧急牵引功能

莫斯科

芬兰

6a

8

6b. 备用和
紧急牵引功能

俄罗斯
爱沙尼亚
塔林纳

7a. 适应极端温度

7b

索契

7a

捷克

上海

Pražmo

6b

勒克瑙

7c

印度

卡塔尔

中国

7b. 适应极端温度

珠海

班加罗尔
多哈

7c. 适应极端温度

2b

8. 总拥有成本 /
低维护

南非
3a

4

9. 替换项目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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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目：德国 | 卡尔斯鲁厄有轨电车
产品：MSX

开始年份：2012

列车制造商：庞巴迪（现为阿尔斯通集团的一部分）
当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双系统有轨电车需

和开门操作）提供紧急备用电源，无论

要从铅酸电池升级至镍基电池时，庞巴

是严寒的冬季，或者在指定备用时间完

迪选择了帅福得的MSX电池，以大幅减

结后，电池亦能为电磁制动系统提供长

少电池尺寸及重量，且确保电池可靠并

达12秒操作。

拥有高功率。

1. 电磁制动备用电源

MSX电池为关键系统（例如照明、通信

项目：英国 | 伯明翰铁路网 | 西米德兰兹
产品：Modul’ion

开始年份：2019

列车制造商：CAF（西班牙铁路建设和协助公司）
CAF在伯明翰市为英国引入了首条无接

帅福得锂离子电池方案的设计使用寿命

触网的商业电车线。除了令市容美观之

至少为 7 年，有效优化车队的维护和运

外，列车在无接触网行驶更消除对造价高

营计划。

昂的架空电气化设施的需要。此路线所采

2a. 牵引和再生制动功能

用的帅福得车载锂离子电池，能让列车在
铁路系统触及电网的部分充电，并于无接
触网的部分提供牵引力。

项目：卡塔尔 | 多哈教育城电车
产品：Ion-Onboard

开始年份：2015

列车制造商：西门子
多哈教育城的 Avenio 有轨电车采用了帅

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力，同时保持了市内景

福得的 Ion-OnBoard Regen 锂离子电

观的和谐性。

池系统。有轨电车停靠站点时以高效的
再生制动和快速充电，让电车在无需接

2b. 牵引和再生制动功能

触电网下自主运行。多哈教育城有轨电
车的开通，从往日的公路运输蜕变成铁
路运输，展示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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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的电池方案也同时包括了先进的
电池监控系统(BMS)和电池热管理系统
(BTMS)。

项目：南非 | 豪登列车
产品：MRX

开始年份：2010

列车制造商：庞巴迪（现为阿尔斯通集团的一部分）

3a.地铁、通勤和高速
列车的辅助备用电源

南非的豪登列车(Gautrain)安全快捷，

整套电池设计既可靠又高性能，而且使用

是前往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奥利

寿命长和总拥有成本低，是轨道交通应用

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三地的交通枢

的最佳选择。

纽。庞巴迪为列车配备帅福得MRX电池
系统，可提供可靠的车载备用电源，以支
持紧急照明、空调和车门操作。

项目：英国 | 日立 Class 800 和 801 动车组
产品：MSX

开始年份：2014

列车制造商：日立
日立为英国大西部主线和东海岸主线的

的 MSX 系统，来确保长达 3 小时的备用

Class 800 列车选用了帅福得，以整

电源，保障乘客安全和车厢舒适功能（例

套、完全集成的电池系统提供重要的备

如照明、通风、开门和通信）。

用电源。

3b.地铁、通勤和高速
列车的辅助备用电源

为了安全起见，在 122 辆电动和双模式
列车中，每辆列车均配备了至少两组轻型

项目：巴西 | MRS 物流 | 东南联邦铁路网
产品：SRX

开始年份：2019

列车制造商：通用电气
巴西正将其货运从公路向铁路转型，以提
高效能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在通用电气柴油机车车队的升级过程

4. 柴油机启动功能

和备用电源。
此外，电池系统亦提供启动动力，每天可
启动大型柴油发动机多达 14 次。

中，MRS物流选择了帅福得的 SRX 电池
系统。原因是电池系统的使用寿命长、维
护成本低，以及能够提供可靠的车载启动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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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目：美国 | 芝加哥交通管理局 | 7000 系列
产品：SMRX-F3

开始年份：2018

列车制造商：中车四方美国
中车四方美国新推出的7000

系列

列车的目标是提升乘客体验并推动

供备用电源，当中包括暖气、照明、车
门操作、安全摄像头和通信系统。

芝加哥的经济发展，帅福得提供了全
面的电池解决方案。SMRX-F3 电池

5. 安全和乘客舒适系统的
备用电源

系统符合制造商的技术规范以及美国
国家消防协会的 NFPA 130 标准，
为基本的车载乘客舒适及安全功能提

项目：俄罗斯 | 莫斯科-2020
产品：MSX

开始年份：2021

系统制造商： KSC 集团

帅福得为新型莫斯科-2020地铁提供了

遇到断电时，MSX 电池能协助列车以自

用于紧急牵引功能的 MSX 电池系统，

主电源行驶至最近的车站，行驶距离可达

以提高莫斯科市内的流动性、生活质量

6.5 公里。

和经济发展。

6a. 备用和紧急牵引功能

MSX 是唯一的电池方案，可以满足尺寸
和重量限制，及高性能期望的电池方案。

项目：中国 | 上海地铁 | 3及 4号线
产品：MSX

开始年份：2018

列车制造商：中车浦镇
上海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地铁系统。在成

可以为滞留列车提供足够的牵引动力，

功为地铁11号线配备电池后，地铁运营

协助列车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行驶

商再次选择帅福得的电池支持紧急牵引

1 公里，让乘客安全撤离。

功能，上海多条地铁线路之后也陆续选

6b. 备用和紧急牵引功能

用了MSX电池。
除了作为车载备用电源之外，MSX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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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俄罗斯 | 索契冬奥线
产品：SMRX

开始年份：2012

列车制造商：西门子
黑海海岸城市索契为迎接 2014 年冬季
奥运会而引进了西门子 Desiro RUS 区
域电动列车，作为长途交通工具，西门
子数字选择帅福得的SMRX 电池为列车

7a. 耐受极端温度

提供备用电源。除了考虑到坚固耐用和

受电弓升起和启动列车计算机。
此外，SMRX的特殊电解液可确保在长时
间暴露在低至-50°C的温度下时仍能保持
最佳性能。

重量轻，SMRX 还被选用的原因是能
够执行三个重要功能：紧急备用电源、

项目：爱沙尼亚 | 塔林运输公司
产品：SRA LT

开始年份：2015

列车制造商：CAF（西班牙铁路建设和协助公司）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冬天极为寒冷，气温

纵使气候条件严苛，电池坚固的结构仍然

可低至 -50°C。 因此，CAF 在当地的有

能确保长而且可预测的使用寿命。

轨电车上安装了帅福得的 SRA LT电池，
为其新的电车系统提供可靠的备用电源。

7b. 耐受极端温度

电池经电气性能优化，并拥有非常高的能
量密度，因此在低温下作业仍比一般标准
电池提供更大的容量。

项目：印度 | 勒克瑙地铁
产品：SRM+

开始年份：2016

列车制造商：阿尔斯通
阿尔斯通为勒克瑙的地铁列车配备帅福

电池必须能抵御高温。此外，SRM+的使

得的SRM+电池，为列车的关键控制和

用寿命超过15年。

乘客安全功能提供长达90分钟的车载备
用电源。

7c. 耐受极端温度

这座印度北方邦的首府城市，在夏季的温
度高达 45°C，因此日复一日运作的铁路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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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目：芬兰 | VR 集团
产品：SRM

开始年份：1990年代后期

铁路运营商：VR 集团
帅福得先进的镍基技术，已成功为 VR 集

池能够提供三小时的自动操作，不会有突

团的双层旅客列车提供稳健可靠的服务超

然死亡的风险。

过 20 多年。这家芬兰铁路商为北极圈附

8. 总拥有成本 / 低维护

近提供交通服务，铁路列车有赖

在安装20年后，测试表明电池容量仍

帅福得的 SRM 电池来确保舒适、方便

33%！

然完美——电池的预期使用寿命提高了

和安全。作为备用电源，帅福得的电

项目：法国 | SNCF TER（置换项目）
产品：MRX

开始年份：2015

铁路运营商：SNCF（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法国铁路运营商 SNCF 在其区域线的

遇到主电源中断时，作为备用电源，

200 多辆新一代双层列车 (TER 2N NG)

MRX电池能够有效维持列车的控制、

换上了帅福得的 MRX 电池，以取代已

安全及通信功能。

过期的铅酸电池。 这次升级改进了电池

9. 替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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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和可靠性，同时亦增加了电池的
使用寿命。

作为了解您在每一环实际需要的电池专家

一站式电池方案
合作伙伴

专业知识
在全球拥有 31 个销售办事处（截至 2021 年），

全面电池解决方案
高性能电池和配件，具有良好记录
在成熟和新兴的铁路市场中拥有丰富的经验，电
池开发和铁路工程中心横跨欧亚（波尔多、珠海
和班加罗尔）及北美（杰克逊维尔）

能够支援及管理不同区域及跨地区的 OEM 项目
我们的轨道电池制造中心能提供电池系统的设
计和集成支持，目前帅福得已经安装了超过
20,000 个轨道电池系统，足迹遍布全球
深入了解本地和国际铁路标准和列车要求

长期支援

服务
安装和调试

培训计划

专门团队全面支持各项目的系统开发、工程技术

备件供应

回收

应用、质量保证和客户服务

老化评估

国际销售网络
为本地交付提供强大的物流支持

电池改造翻新：
促进循环经济

创新
拥有世界上其中最顶尖科技的专家及技术团队

通过再造、再利用和回收让旧电池重生

跨平台应用以提高电池性能

为旧电池和电池系统修复时，提供彻底检查和

持续投资于新产品研发

指导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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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塑造未来
帅福得对通过电池技术来提升生活质量充满信心。得益于我们在法国和美国的研发孵化器工作的科学家，帅
福得的产品不断得到改进，更超越行业预期。此外，团队也投入研发新的应用和技术——未来的电池不仅更
小、更轻、充电时间更短，而且性能更强大、更经济、更环保。
我们的中期目标是专注于产品开发（例如推出 LTO 电池），预计这些项目将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更长的
循环寿命和更快的充电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推进新的电池系统，它们将具备技术提升、演算法和相
关的电子控制设备。
同时，开发新的电池技术仍然是帅福得的长期战略目标。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其中一个最引人入胜的项
目，就是一向被视为锂离子电池技术里的终极目标，固态锂离子。固态电池与以往的液体电解质技术不同，
是拥有固体电解质，因此，未来将有望生产高密度、高稳定性、高安全性的非易燃电池。
此外，在道达尔能源的支持下，帅福得还与斯特兰蒂斯集团和戴姆勒成立了合资公司 Automotive Cell
Company (ACC)，专门为电动汽车市场提供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我们预计这将有助加强欧洲电动汽车电
池的供应链。
展望未来，帅福得将在卓越和可靠性的基础上，继续在电池行业树立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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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质量、安全及环境标准
公司认证及标准

产品认证及标准

• 质量：ISO 9001、ISO / TS 22163

• 电气：帅福得镍基电池超过 IEC 60 623 的要求，也

(IRIS)、帅福得世界级持续项目
• 环境：完全可回收、ISO 14001 、《限制
使用有害物质指令》(RoHS)、欧盟《化
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 (REACH)

显著超过 UIC 854 的要求
• 集成：EN 50547、IEC 62973-2铁路辅助车载蓄电池
• 防火和防烟：NFF 16101-16102、 NFPA 130
(ASTM E 162 & ASTM E 662)、DIN 5510、UNI
IEC 11170-3、UL 94-V0
• 冲击和振动：IEC 61 373

在帅福得，
我们致力迈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帅福得一直坚持提供让生活更简单的电池方案。随着电池变得越来越精密，电池不但将在未来的能源发展举
足轻重，亦能协助达成一个重要目标——减少碳排放。这正是为什么帅福得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致力于研究未
来电池技术的动力。

优先使用再生材料
而非原始物料

最大限度减少
用水

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以及相关的
二氧化碳排放

提供废旧电池的
全面回收解决方案

对于工业用镍镉电池，帅福得正与世界各地的回收公司合作，并按跨境废物运输的要求，在客户的电池寿命结
束时将其接收和发送到经完整认证的设施处理。
此外，帅福得亦协助客户寻求对环境无害的回收方案。如需要更详细信息，请联系就近的帅福得代表。

为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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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得协助世界通往
可修复的未来

净零排放是帅福得的目标，因此有助于碳中和的发展项目
是我们的优先考虑。而且，我们还注重在所有制造过程中
使用再生材料，而非原始物料来提高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我们亦着重减少工厂的废气和污水排放，尽力
减少用水量及化石能源消耗，并确保客户们都能获得废电
池的回收方案。

www.saftbatteries.cn
www.saftbatteries.com
帅福得（珠海保税区）电池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段660号
乐凯大厦1106-07室，邮编200120
道达尔能源子公司帅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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