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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作为新能源的“稳定器”，能够平抑出力波动，不仅可

以提高新能源在当地的利用水平，也可以助力新能源跨区消纳。尽

管电化学储能在发电侧已经有了很多示范项目，但在应用方面仍然

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向新能源转型不仅是世界各国的

能源发展趋势，更是我国的既定国

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会议上庄严

承诺，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一

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要达到20%。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新能源发展路线图2050》，到

2050年，太阳能发电量将达到21000

亿千瓦时，也就是说，光伏发电量要

在2018年的基础上提高近11倍。要

实现这个目标，储能将是绕不开的话

题。

两类储能各不同
发电侧储能并不是因为新能源发

展而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各种类型的

发电厂用来促进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

行的配套设施。从累计装机容量来

看，目前抽水蓄能方式份额最大，但

电化学储能因为其响应速度快、布点

灵活等优点，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

向。根据中关村储能联盟数据，2019

年5月至2020年7月，全球新增发电侧

电化学储能项目113个，中国新增发电

侧电化学储能项目59个。目前，电化

学储能已经成为发电侧储能应用领域

的重要方式。

当前我国发电侧储能从用途上看

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火电配储能。主要是保

障发电厂具有一定的调频调峰能力，

提高火电机组的运行效率和电网稳定

性；同时，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深

度挖掘火电的改造空间，拓宽火电的

盈利方式。火电配电化学储能在我国

已有广泛应用，山西、广东、河北都

有发电侧火储联合调频项目。

第二类是新能源配储能。相比火

电，风电和光伏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很

大，为保证电力系统的整体平衡，往

往造成部分地区“弃风弃光”现象。

2019年，在新能源发电集中的西北地

区，弃风率和弃光率仍然很高，例如

新疆的弃风率和弃光率分别是14%和

7.4%。电化学储能作为新能源的“稳

发电侧储能的难点和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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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器”，能够平抑波动，不仅可以提

高能源在当地的消纳能力，也可以辅

助新能源的异地消纳。

当下面临五大难点
尽管电化学储能在发电侧已经有

很多示范项目，但在应用方面仍然有

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在政策和运营层

面，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一是传统电力市场给储能留下的

空间不大。发电侧储能的收益直接来

源于电力市场，因此电力市场的总体

运行状况对储能的发展有着直接影

响。

根 据 国 家 能 源 局 的 数 据 ， 截 至

2020年1月，我国电力装机总量在20

亿千瓦左右，2020年1～6月全国总用

电量为33547亿千瓦时。这说明我国

存在电力生产过剩的情况。同时，我

国还不断有用于调峰的火电（燃气机

组）、新能源机组上马，装机总量不

断上升，导致储能的作用难以体现。 

相比欧美国家，我国的电力设施

很多都是近些年修建的，基础设施更

为“坚强”，具有相当的容纳能力。

这就使得电网对储能所提供的辅助服

务没有强烈需求。在美国，由于新建

电厂的审批控制以及电网的老化，电

力公司急需储能来平抑波动和满足扩

容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储能的

大量需求。

二是储能作为辅助服务市场主体

的资格不明确。

储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提供的

辅助服务上，因此辅助服务市场的规

制对储能的收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

发电侧，电化学储能是作为发电厂机

组的辅助设备运行的。作为机组的附

属设备，电化学储能没有辅助服务市

场独立的经营资格，由此导致电化学

储能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由

于很多发电侧的发电和储能是分开管

理的，当政策变化时，由于没有主体

地位，储能运营商并没有多少谈判的

能力，收益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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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电侧储能的主体地位是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某些地区

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例如，福

建晋江的独立储能电站就拿到了“发

电业务许可证”，以此为切入点让独

立的发电侧储能进入电力市场。即使

如此，储能在市场中的身份和交易机

制也不够健全。

根据2020年6月国家能源局福建

监管办公室发布的《福建省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交易规则(试行)(2020年修订

版)》规定，独立储能电站的充电可

以“采取目录峰谷电价或者直接参与

调峰交易购买低谷电量”，放电时则

“作为分布式电源就近向电网出售，

价格按有关规定执行”。这就导致在

调峰方面，储能的调峰收益更多是由

计划和磋商决定的，充放电价的不明

确给储能的收益带来很大的不确定

性。即使在青海、湖北这样将电储能

交易纳入调峰市场的省份，也只规定

了储能电站充电时的交易机制，关于

放电依然是“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除了以上困难之外，由于储能在

调频方面具有极好的性能，因此，储

能的主体资格还面临着来自辅助服务

市场内部成员的阻力。

三是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不完善。

由于储能本身并不创造电能，因此储

能的收益只能来自提供辅助服务的收

费，而我国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尚无

法满足储能商业化运行的要求。

我国目前的辅助服务机制要求发

电侧“既出钱又出力”，也就是要求

并网发电企业必须提供辅助服务，同

时辅助服务补偿费用要在发电企业中

分摊。通过从这些企业中收取一部分

资金，加上一部分补贴，形成一个资

金池。调度中心根据各辅助服务主体

的绩效打分，来决定发电企业能从这

个资金池中收回多少份额。

以2019上半年为例，我国电力辅

助服务总费用共130.31亿元，占上网

电费总额1.47%。其中发电机组分摊

费用合计114.29亿元，占87.71%。如

此制度设计就决定了辅助服务市场基

本是一个“零和博弈”，辅助服务的

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因此从发电厂的角度来看，如果

大家都通过配套储能来提供辅助服

务，那么会出现发电厂收益并无变化

而成本却提高很多的问题，进而使发

电厂缺乏安装储能设施的动力，这也

是造成储能项目多是示范工程的原

因。即使宏观政策支持发电侧储能的

发展，这样的辅助服务机制也很难给

发电侧提供正向激励。在辅助服务市

场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储能的收

入来源十分单一，很难达到商业运行

的要求。

四是储能标准缺位。我国电化学

储能行业近几年才初具规模，储能电

池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在没

有确定标准的情况下，储能电池的回

收和梯级利用也难以有效实施。例

如，部分地区在探索退役动力电池应

用于储能领域，但储能电池的要求和

动力电池有很大不同，错误的梯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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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储 能 本 身 并 不 创 造 电

能，因此储能的收益只能来

自提供辅助服务的收费，而

我国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尚

无法满足储能的商业化运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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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能源发电会占有越来越大

的比例。与此共生的消纳市场给电化

学储能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

面，新能源配储能可以帮助解决新能

源在当地的消纳问题，储能能帮助风

电和光电摆脱“垃圾电”的影响。更

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风、光资源主

要集中在西北部，而需求负荷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如果未来要更多地依

靠新能源，那么电力的跨地区转移就

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特高

压进入我国“新基建”计划的一个原

因。通过特高压，大量的新能源电力

可以转移到沿海区域而中途没有过多

的损失。

第二，扩大电力市场容量。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

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未来新电厂的

建设会放缓。同时，用电需求仍然会

不断上涨。考虑到电网的经济性，相

比于建设新的电厂，未来更多的关注

点会集中在电力系统的优化方面。例

如通过合理的削峰填谷、需求响应来

解决电力市场的扩容问题。

在这方面，电化学储能因其快速

的响应能力，在未来的电力容量市场

中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如果通过EMS

（能源管理系统）能让储能在容量市

场充分发挥其作用，那么扩容问题便

得到部分解决。

第三，促进市场价格机制形成。

本 着 “ 谁 受 益 ， 谁 承 担 ” 的 原

则，目前的辅助服务成本分配方式不

尽合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用不仅带来效率方面的问题，更严重

的是存在安全隐患。而且，相关法规

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储能电池出现像

铅蓄电池一样的回收乱象。

五是运营问题。储能的运营问题

主要在于储能的容量和成本。现有的

发电侧储能项目容量一般在10～200

兆瓦时之间，多数不超过100兆瓦

时，考虑到未来新能源装机容量越来

越大，这样的储能规模显然难以充分

助力新能源消纳。现有的电化学储能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轻松增加容量，当

然，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需要高度

关注。

电化学储能的成本问题更是储能

难以大规模投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

光伏发电为例，在西北等光伏资源丰

富地区，虽然已经可以做到平价上

网，然而配套储能设施如果没有相应

的激励或者补贴政策，发电成本就会

大大提高。再考虑到设备的衰减和老

化问题，成本的回收会更加困难。

因此，在目前没有明确且足够的

政策补贴时，电化学储能难以大规模

地投入使用。

未来需要四大支点
尽管电化学储能有以上的种种限

制，它的前景却是明朗的。随着我国

能源转型以及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

化，电化学储能未来的定位会越来越

清晰，应用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得到体

现。

第一，提高消纳能力。

局在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

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

出：“进一步完善调峰补偿机制，加

快推进电力调峰等辅助服务市场化，

探索推动用户侧承担辅助服务费用的

相关机制，提高调峰积极性。推动储

能技术应用，鼓励电源侧、电网侧和

用户侧储能应用，鼓励多元化的社会

资源投资储能建设。”如此，让所有

受益的市场主体，都来承担辅助服务

成本，辅助服务的价值才能在市场中

得到较好的体现。发电侧储能将有更

大的积极性在应用方面进行尝试和投

入，电力用户也会根据市场价格进行

需求的自我调整，从而提高电力系统

的整体运行效率。

第四，对生态环境影响小。

在不同的储能方式之间，电化学

储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有其优势。以

抽水蓄能为例，一般需要在山地环境

下建设上下水库、安装大型发电机

组，电站建设运行可能会对周围的生

态环境产生影响；而电化学储能在选

址上没有抽水蓄能那么多的地理限制

条件，且占地面积小很多。以晋江储

能电站为例，其总占地面积10887平

方米，以围墙内面积计算，全站能量

密度为42.5千瓦时/平方米。在电化学

储能应用和回收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

下，预计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会远小

于抽水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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