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0 卷 第 8 期
2021 年 8 月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Vol.50 No.8
Aug. 2021

“两个一体化”战略下储能应用前景分析
李建林 1，崔宜琳 1，熊俊杰 2，马速良 1
（1.储能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 100144；
2.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储能对电能应用具有时序调节的作用，且储能技术在逐步完善，其应用场景也逐渐多元。
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两个一体化”）下，储能的灵活调节
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储能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先对新能源领域相关政
策以及“两个一体化”的建设规划概况进行梳理，然后分析了“两个一体化”下储能的灵
活性以及经济性，研究了“两个一体化”下的储能规划，探究了“两个一体化”的商业化
应用，提出了应因地制宜配置储能设施，储能收益多元，完善储能商业模式等建议，对今
后储能的走向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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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storage plays a role in timing adjustment for power applic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improved, its application scenarios are also gradually diversified.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windphotovoltaic-water-fire-storage” and “integration of source-network-load-storage” (“two integrations”), the flexible
adjustment role of energy storage will be fully played, and the energy storage is expected to usher in a wider
development space.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relevant policies in the new energy field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two integrations”, analyzes the flexibility and economy of energy storage under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n studies the energy storage planning under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explores the
commercialization application of “two integrations”. Finally,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the energy
storage facilities should be configur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income of energy storage should be
diversified,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should be improved,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nergy storag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wind-photovoltaic-water-fire-storage, integration of source-network-load-storage,
energy storage, flexibility, economy, commercialization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 2020 年 8 月
发布的《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
“源网荷储

负荷侧调节能力等，以提升电力系统综合效率，促
进能源转型。储能对电能应用具有时序调节作用[1]，

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中，强调统筹
协调各类电源开发、适度配置储能设施、充分发挥

能够提高电能质量[2]，促进能源转型，在“两个一
体化”下，储能的灵活调节作用将得到更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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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储能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在

及“两个一体化”的建设规划概况，分析“两个一

2020 年 12 月召开的 2021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
到，要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加快推进
“两个一体化”发展。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体化”下储能的灵活性以及经济性，在研究储能规
划的同时，对储能应用也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相应
的建议。

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探索源网荷储

1 “两个一体化”相关政策及建设规划

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的实施路径，其中再次提到适度

2020 年（截至 12 月底）
，全国并网风电装机
2.81 亿 kW，同比增长 33.1%；全国光伏并网装机

配置储能设施，可以看出国家重视储能对提高电力
系统建设运行效益的支撑作用，这有利于促进储能

2.53 亿 kW，同比增长 23.9%。具有间歇性、波动性
和随机性的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会给电力系统

的发展进程。
近年来，电力系统综合效率仍然具有提高空

带来重大挑战，而储能技术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上述

间，源-网-荷等环节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各类电源

问题，并在“两个一体化”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互补互济有待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1.1 新能源领域相关政策

和”的目标，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不

2020 年（截至 12 月底），全国风电、光伏装机
约 5.34 亿 kW，相较 2020 年 12 月在气候雄心峰会

断增加[3]，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
和随机性，导致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面临更高
荷的多样性和随机性也造成了电力系统实时功率

上 提 到 的 到 2030 年 风 电 、 太 阳 能 发 电 将 达 到
12 亿 kW 以上的总装机容量，还有 6 亿 kW 以上的
装机差额。储能在缓解调峰压力[8-9]、促进可再生能

平衡难度的增加。而“两个一体化”对提高电力系

源消纳[10]、可再生能源平滑输出[11-12]等方面发挥着

统运行的灵活性、提高电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储

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提出可再生能
源配储能，部分省份可再生能源配备储能政策汇总

的要求[4]，电能质量面临更大的挑战[5-7]。此外，负

能由于其灵活调节作用将在“两个一体化”下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
随着我国能源转型的不断深入，新能源具有广

见表 1。表 1 中各省份均按 10%左右或不低于 10%

阔的发展空间。2021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指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每年风电、光伏装机为 60 GW 的情况下，如果按
10%的容量配置储能，大概每年需要新增 6 GW 储

系统。因此，本文主要梳理新能源领域相关政策以

能。由此可见，储能有望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配备储能设施。因此，假设从 2021 年开始测算，在

表 1 我国部分省份可再生能源配备储能政策汇总
Tab.1 Summary of renewable energy storage policies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时间

省份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20.09

河北

《关于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科学有序发展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支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按 10%左右比例配套建设储能设施

2020.11

贵州

《关于上报 2021 年光伏发电项目计划的通知》

在送出消纳受限区域，计划项目需配备 10%的储能设施

2021.03

陕西

《关于促进陕西省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2021 年起，关中、陕北新增 10 万 kW（含）以上集中式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按照不低于装机容量 10%配置储能设施

2021.03

海南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海南省集中式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项目工作的通知》

每个申报项目规模不得超过 10 万 kW，且同步配套建设备案规模
10%的储能装置

2021.03

江西

《关于做好 2021 年新增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
有关工作的通知》

申请参与全省 2021 年新增光伏发电竞争优选的项目，可自愿选择光
储一体化的建设模式，配置储能标准不低于光伏电站装机规模的
10%容量/1 小时

1.2 “两个一体化”建设规划概况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
到，结合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区域能源供应中的
比重。在各省份陆续发布的规划和建议中，目前已

有多个省份发布有关“两个一体化”的文件，部分
省份的规划和建议如图 1 所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
下，各省份依据其区域特点，促进“两个一体化”示
范项目或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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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部分省份在促进“两个一体化”方面的规划和建议
Fig.1 Planning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wo integrations” in some provinces

2 “两个一体化”下储能技术研究
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也影
响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资
源不足可能会导致弃风、弃光，对电力系统的可再
生能源消纳能力有较大影响[13]。“风光水火储一体
化”有利于解决新能源的发展问题，通过多能互补
促进新能源消纳。用户侧也存在新能源，也具有波
动性，
“源网荷储一体化”通过源荷互动也可以提升
新能源的消纳力度。因此，
“两个一体化”具有灵活
调节能力，并且对新能源发展、能源转型具有重要
的作用。此外，
“两个一体化”对储能在各个场景的
灵活应用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储能在不同应用场景
下的收益模式也不尽相同，研究储能在“两个一体
化”下的灵活性和经济性，有利于促进储能的商业
化进程。

图 2 2020 年各省份弃风率情况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wind abandonment rate between and
among provinces in 2020

2.1 “两个一体化”下储能的灵活性应用
2020 年（截至 12 月底）
，全国弃风率最高的地
区为新疆（10.3%）
，其次为蒙西、甘肃、湖南（弃
风率均大于 5%），如图 2 所示；2020 年（截至
12 月底）
，全国弃光率最高的地区为西藏（25.4%）
，
其次为青海、新疆、蒙西、山西（弃光率均大于等
于 3%）
，如图 3 所示。
由图 2、图 3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部分省份弃
风弃光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弃风弃光情况需进一步
改善。在可再生能源并网比例增加的情况下，提高
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图 3 2020 年各省份弃光率情况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light rejection rate between and
among regions in 2020

2021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征求 2021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和 2022—2030 年预期
目标建议的函》
，其中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
权重预期目标建议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看出，到
203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电力非水电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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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权重分别要实现 40.0%、25.9%的比例，促进完成

电量带来的收益以及平滑可再生能源出力带来的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

效益，而储能与火电、水电等常规能源搭配，可使
得调频等辅助服务更加优质高效，“风光水火储一
体化”因地制宜采取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实
现电源侧的优化。电网侧储能具有对电网调峰的显
性收益以及缓解线路阻塞、延缓输配电扩容等隐性
收益。用户侧储能具有峰谷价差套利以及减少容量
电费成本等商业模式。
“源网荷储一体化”通过协调
优化源网荷储各方面主体，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

图 4 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预期目标建议
Fig.4 Suggestions on the expected target of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power consumption responsibility weight

率，提高电能质量。经济性是影响储能发展的重要
因素，研究“两个一体化”下储能的经济性具有重
要意义。

可再生能源并网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电力系统
不确定性增加[14]，当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系统电
力供应大于需求或者需求大于供应时，电力系统的
灵活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可以减少或者增加出力，恢
复供需平衡[15-18]。在电力系统的电源侧、电网侧、
负荷侧以及储能侧均有灵活性资源存在[19]，其中储
能可以应用于电源侧、电网侧和负荷侧[20]。
随着储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储能应用场景逐渐
多元[21]，调节性能好、调节速度快、安装位置灵活
的储能也是电力系统重要的灵活性来源，“风光水
火储一体化”侧重于电源基地开发，充分发挥具有
调节性能的水电站、火电机组以及储能设施的调节
能力，来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减少弃风弃光、提
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
断增加，需求侧响应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力系统的
运行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在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

图 5 储能多元应用场景
Fig.5 Multipl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energy storage

面临更高要求的情况下，充分挖掘“源网荷储”的

文献[28]在源-储-荷经济指标中有关储能的收
益仅考虑了储能电池延缓配电网未来升级改造的

灵活性潜力，促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显得尤为

收益，未能考虑储能多种应用服务的收益；文献[29]

重要[22]。储能在发、输、配、用环节均具有重要的

考虑了风/光/储微网中的储能装置及其变流器年等
值成本，但是没有直接考虑储能的收益，储能的收
益通过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收益并降低上级电网购
电成本和停电惩罚成本间接体现；文献[30]在风光

作用[23]，因此，在“源网荷储一体化”下，储能在
电源侧、电网侧和负荷侧的协调发展以及应用应得
到足够的重视。
总而言之，储能在“两个一体化”中均占据重
要的地位，并且，储能技术在逐步完善，储能的成
本也在逐渐下降。因此，
“两个一体化”为储能的广
泛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促进了储能的发展。
2.2 “两个一体化”下储能经济性
储能的应用服务类型众多[24-25]，如图 5 所示，
不同服务类型使得储能具有不同盈利模式[26-27]。发
电侧储能需要搭配其他电源共同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储能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搭配，具有减少弃

储多能互补系统中考虑了储能电池运行成本，但是
也没有直接考虑储能的收益，而是通过储能参与后
系统总成本降低来体现储能的经济效益；文献[31]
在源网荷储互动的直流配电网中运行成本考虑了
储能成本，而储能的价值是通过总运行成本的降低
以及光伏消纳率的提高来体现；文献[32]在风光水
火储多能系统中考虑储能系统运行电量收益、充放
电成本建立收益模型、成本模型，没有综合考虑储
能应用于多种服务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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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则覆盖输配电以及售电领域，电源侧和电网侧存

对储能的经济性研究大多数没有直接考虑储能的

在着一定界限，
“源网荷储一体化”通过源网荷储各

收益，而是通过间接提升系统的经济效益来体现，

方面主体进行协调，储能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

或者有关储能的收益只考虑了很少几个方面，甚至

挥。此外，国电投、华能、华电等大型发电集团的

是只考虑了某一方面的收益。

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加，而储能是调节清洁能

3 “两个一体化”下储能商业化进程

源并网波动性的重要手段。因此，
“风光水火储一体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侧重于电源基地开发，

化”可通过多能互补以及合理配置储能，促进清洁
能源的进一步发展。

因地制宜采取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而“源网

“两个一体化”能够促进储能的商业化进程，

荷储一体化”则侧重于围绕负荷需求展开，促使电

加快建立更加适合储能的商业模式。在“两个一体

网与电源、负荷协同发展[33]。
“两个一体化”包括不

化”下，储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统一规

同的模式，如图 6 所示。

划，不仅对电力行业具有引导作用，也会促进储能
产业进一步发展。其中，储能的配置对电力系统的
灵活性、稳定性和经济性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对储能配置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献[34]在考
虑碳交易的基础上，以区域电网的总成本最低为目
标，提出区域电网风光储容量的最优配置比例；文
献[35]考虑风-光-储的收入及成本计算收益，以风光-储各投资商的收益最优为目标进行容量优化配
置；文献[36]兼顾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基于双层
决策模型对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提出一种储能容
量的优化配置方法；文献[37]考虑电池健康状态、系
统经济性等，建立双层模型对光储荷容量的协同配

图 6 “两个一体化”具体模式
Fig.6 The concrete mode of "two integrations"

置进行了研究；文献[38]建立的“源-荷-储”协调双
层规划模型中的上层规划模型以年综合费用最小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主要包括“风光火（储）
一体化”
“风光水（储）一体化”
“风光储一体化”

为目标函数，确定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的安装位
置和容量。

等具体模式；而“源网荷储一体化”主要包括区域

综上所述，在多能互补下储能配置的研究中，

（省）级、市（县）级、园区（居民区）级“源网

对 3 种电源进行容量优化配置的研究相对较多，而

荷储一体化”等具体模式。
“两个一体化”都需对储

以“风光水储”
“风光火储”
“风光水火储”等 4 种

能进行合理配置，有利于解决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问

及以上电源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此外，应综

题，有利于用能系统动态供需平衡，因此，迎来了

合考虑储能的经济性、灵活性以及安全性等因素，

市场机遇。多家企业进军“两个一体化”项目，配

因地制宜配置储能设施。

置一定比例的储能，促进了储能的商业化进程。

3.2 “两个一体化”的商业化应用

3.1 “两个一体化”下的储能规划

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就电源侧而言，随着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
加，因地制宜采取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显然更
加灵活[39]；就电网侧而言，
“源网荷储一体化”围绕
负荷需求展开，促使电网与电源、负荷高度融合，
协同发展。不少发电公司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的号召，纷纷进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的统筹规
划，发展结构向以清洁能源为主转变，国电投、中
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大唐）、华能、华电以及国家

（华电）等大型发电集团基本只涉足发电领域，电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五大

虽然储能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但是在传统的
电力体制下储能的定位并不明确，储能为电力系统
带来的收益体现在多个环节，在目前的电力体制
下，储能系统无法获得其发挥的多种功能的补偿。
并且，我国源网荷等环节的协调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电投）
、中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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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集团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及达峰规划见表 2。由

网）也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

表 2 可以看出，国电投的清洁能源占比最高，因此
有望最早达峰。同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家电

用，促进全社会能效的提高，促进“源网荷储”协
调互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表 2 五大发电集团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及达峰规划
Tab.2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installed capacity and peak planning of five power generation groups
企业名称

2019 年清洁能源占比/%

2020 年清洁能源占比/%

达峰年份

2025 年清洁能源占比/%

国电投

50.50

56.09

2023 年

60

大唐

32.51

38.20

2025 年

50

华能

34.00

36.50

2025 年

50

华电

40.40

43.00

2025 年

60

国家能源集团

24.90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
运行等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40]，并且负荷的

配置了一定比例的储能，具体见表 3。
在“两个一体化”下，储能迎来了商业化的

多样性和随机性也增加了电力系统实时功率平衡
难度[41]。
“两个一体化”有利于解决电力系统的灵活

机遇。在此背景下，为支持储能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仍然需要系统规划设计储能，不断发展和

性以及用能系统动态供需平衡问题，因此，迎来了

完善储能技术，为 储 能 将 来 更 广 泛 、 更 长 久 的

市场机遇。多家企业进军“两个一体化”项目，并

发展做好铺垫。

表 3 部分“两个一体化”项目
Tab.3 Some projects of “integration of wind-photovoltaic-water-fire-storage” and “integration of source-network-load-storage”
装机规模/MW

储能功率/MW

总投资/亿元

通辽市现代能源“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

项目

2 000

320

137.5

中电工程广西覃塘区 200 万 kW 风光储一体化项目

2 000

200

120

乌兰察布市“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基地

3 000

880

鄂尔多斯“风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

4 130

480

470

90

二连浩特可再生能源微电网 470 MW 示范项目

4 总结及建议
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
和随机性，且其与用电负荷不匹配，可用储能来灵
活调节。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必将推动光
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的增加，使得电力
系统对灵活性的要求更高，也给储能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此外，
“两个一体化”的部署对新能源消
纳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综合效率
以及灵活性。储能在“两个一体化”当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分析新能源领域相关政策以及“两个
一体化”的建设规划概况、研究“两个一体化”下
的储能技术、进而探究储能的商业化进程，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具体建议如下：
1）储能系统具有选址灵活、建设周期与风/光
相匹配、调节速度快等优点，在“风光水火储一体
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中是促进新能源发展的
一个重要手段。

2）几 大 发电集团给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峰年份、具体
装机规模等，与之相匹配的储能也应给出。
3）我国多地要求可再生能源项目配置 5%~20%
的储能项目，
“两个一体化”下，应综合考虑储能的
经济性、灵活性以及安全性等因素，科学论证，因
地制宜配置储能设施。
4）储能技术应用场景众多，可以提供平滑可再
生能源波动、调峰、调频、黑启动等诸多服务，收
益也应多元。
5）
“两个一体化”下，应进一步探索储能的商业
模式，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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