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光伏发展离不开储能的支撑

二、储能在光伏电站的价值分析及典型方案

三、上能电气储能解决方案及案例分享



u竞价光伏20%储能2h，
195MW/390MWh

u28个风电项目20%储能规模700MWh以上
u光伏10%储能

u优先考虑带储能的风电项目

u无储能无消纳，建议配足够的储
能提高调峰能力

u平价风电不低于10%储能

u竞价光伏5%储能1h
u乌兰察布600万风电基地配套储能

u36项光储项目，221MW/446MWh
u风光+储能，充电0.55元/kWh补偿

u特高压基地202.86MW/202.86MWh
u2GW竞/平价，5%储能2h

u新增80万竞价和平价光伏，建
议配15~20%储能

u存量风光电站开展一次调频改造

u支持储能产业落户

u支持储能在光伏风电项目中推广

u开展风光储一体化电网技术研发
u要求风电配置20%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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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装机增长趋势：2019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30.36GW，累计装机超2亿千瓦，占全国电源总装机10%，占全球三分之一。
      2019全国光伏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3.1%。根据国家规划，205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将超过50%的目标，未来30年，中国能源将发  
生深刻变化，可再生能源将逐步变为主导能源。预计205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由目前10%提高到31%左右。中国光伏行业未来将保持持
续稳定增长；

• 有限电网消纳空间：各地电网公司受网架结构、负荷增长速度、电网灵活性调节电源不足等因素影响，消纳能力有较大不确定性，
例如河南电网在无储能的情况下未来5年无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

数据来源： 2020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服务新能源发展报告



光伏发电 常规能源
灵活性 非灵活调节电源 灵活调节电源

预测性 发电随机波动，预测误差大 计划出力

转动惯量 0转动惯量 具备维持系统稳定的惯量和阻尼

调度难度 大 小

大规模光伏接入电网面临挑战

01

系统功率
平衡问题

调峰调频
难度加大

02

系统
稳定

抗扰动能
力降低

03

新能源
消纳

弃光现象

04

电能质量

功率因数
谐波问题

电压问题等

05

源/网
协调规划

电源电网
结构变化

06

调度难度
大幅增加

新能源消纳、
系统安全、
经济调度
三者平衡



• 光伏系统成本持续下降：2020中国光伏LCOE平均38＄/MWh（火电成本35＄
/MWh）

• 储能系统成本大幅下降：2020中国储能系统LCOE约115＄/MWh（比2019年
降21%，比2018年降49%2小时储能系统具备与燃气电厂相当价格竞争力，）彭博
社预测2023年全球电池均价低于100＄/kWh，根CENESA预测2024年电化学储能
市场规模超24GW

• 重心转移：2020年中国储能市场发展重心转向可再生能源并网；

• 地域分布：13+家发电集团发布新能源储能招标信息，光储主要分布在山
东、山西、内蒙等地

• 规模预测：2019年~2020年Q1，中国宣布的可再生能源+储能1.4GW
      2020年中国预期可再生能源+储能项目规模1.2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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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价值

平衡系统实时功率

一次调频、平滑输出、跟踪发
电计划曲线

01

能量
价值

能量吞吐时移

移峰填谷、提升消纳
提升输电线路利用率

02

容量
价值

提升容量系数

容量备用

改善新能源电站

容量可信度

03



√  响应速度快、精度高：电化学储能具备秒级响应速度，响应速度、精度等高于火电、水电

√  双向调节能力：能完美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以及精准跟踪调度计划曲线

   有效避免新能源电站双细则考核罚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  受网架结构、峰谷负荷差异、火电最小技术出力等因素影响，大规模光伏高峰出力期间，部分电网无法全
部消纳；
√ 通过储能实现能量搬移，减少弃光

提高新能源电站收入以及电网消纳能力

限电下，光伏+储能运行曲线 无限电，光伏运行曲线



光伏出力与负荷相关性不强 光伏出力与负荷相关性较强

√ 储能作为灵活性极强的调节资源，通过能量搬移，提高光伏电站出力与负荷相关性，从而提高光伏电站容量可
信度，减少系统中其他备用容量；

有利于电网调度与提高安全运行水平



未来潜在收益

提高现有电站收益

• 电网优先调度权、充电补偿 （如新疆鼓励风光+储能，充电0.55元/kWh补偿；100小时优先
发电电量）

• 减少弃光获利
• 降低两个细则考核罚款风险（2018年青海、宁夏、 陕西三省光伏电站考核罚款1.9亿）

• 参与调峰调频辅助服务
7种服务类别：一次调频、AGC、调峰、无功调节、备用、AVC、黑启动
浙江电网：削峰响应最高4元/kWh补贴，填谷1.2元/kWh

• 参与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



• 交流侧耦合

• 储能需要单独并网点

• EMS策略相对简单

• 集中单独布置、便于管理，适用于大型新能源场站；

• 调峰调频、平滑功率曲线、跟踪AGC

分散式储能

• 直流测、交流侧两种耦合两种方式

• 储能无需单独并网点

• 无需升压变，能量转换环节少，效率高

• 分散在各子方阵，适用于存量弃电电站升级改造

• 平滑功率曲线，移峰填谷，降低弃电；

集中式储能



大规模集中布置

10kV，35kV交流耦合
独立体接入，灵活布置

新建、有接入空间
的存量光伏电站

独立储能电站，
或光储、风储、风光储耦合

平抑新能源波动、调峰调频、
辅助服务、容量备用

方案特点



分散布置（直流耦合） 分散布置（交流耦合）

逆变器交、直流两种耦合方式，
分散布置储能

新建、无接入空间
的存量光伏电站

转换环节少效率高
平抑新能源波动、跟踪AGC、移峰填谷、

辅助服务、容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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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25kW模块化设计，可以扩展到兆瓦

级或更高

n 采用碳化硅功率器件，转换效率高

n 适用于新建光伏电站和现有光伏电站

的改造升级

n 覆盖100kW〜3450kW的全功率范围，

支持多机并联功能，扩展方便

n 完善的保护措施，具有主动的故障监视

和保护功能

n 适用于发、输、配、用电侧及微电网等

多种应用场合

n 2MW〜3.45MW，IP54以上防护等级，

适应恶劣的户外环境

n 集成PCS和变压器，具有系统效率高、

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等特点

n 适用于大规模新能源发电站及火电厂储

能调频等领域



电池簇(Rack)

n (19S*2P12S)电簇池

(729.6V/240Ah)

n 内置SBMS，检测/保护

n 175.1kWh, 2100kg

电池箱(Pack)

n (2P12S)电箱块

(38.4V/240Ah)

n 内置BMU，被动均衡

n 9.216kWh, 84kg

电池模组(Module)

n (1P12S)电池模块

(38.4V/120Ah)

n 电压、温度检测

n 625*241*140(mm)

n 系统容量：2MWh~3MWh

n 系统倍率：0.5C/1C

n 箱体尺寸：40HC/45HC

n 系统重量：35t~45t

1000V/1500V储能电池集装箱



项目时间 2018年6月26日

项目地点 青海 共和

项目组成 1.75MW/2.724MWh三元锂电池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1、逆变升压一体化+直流储能，可解决光伏逆变器高容配比下的削峰损失

2、参与水光风多能互补，互补调节后的组合电源出力曲线将更加平滑、稳定，提高了电网友好型。



项目时间 2018年12月26日

项目地点 江苏 镇江

项目组成 3.5MW/12.53MWh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应用多机并联技术，实现了5台PCS交流侧直接并联，降低了工程造价、减少了工程占地、提高了系

统响应速度，可同时为电网提供调压和调频服务。



储能项目 容量/MW 地点

项目1 32.5 合肥庐江

项目2 7.5 扬州宝应

项目3 2.5 南京江宁

项目4 12.5 江苏常州

项目时间 2019年10月-2020年5月

项目地点 江苏、安徽

项目组成 55MW/220MWh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在削峰填谷的工况下，不但能够为用户节省用电电费，而且缓解电网调峰压力，进一步提升了电网

友好性，实现了‘网荷’互动，为进一步构建虚拟电厂和全面打造低成本、高效率、新技术的能源

服务综合体奠定了基础。



项目时间 2019年10月30日

项目地点 新疆 喀什

项目组成 1.25MW/3MWh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250kW/1000kWh+100kW/500kWh+100kW/400kWh+50kW/150kWh+100kW/200kWh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采用直流储能+光伏MPPT控制器+VF源逆变器+VF源柴发的方式联合供电，解决了偏远地区供电问题，
同时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并降低了对燃油的依赖，节约了运营成本。



项目时间 2019年8月25日

项目地点 湖南 郴州桥口

项目组成 18MW/9MWh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采用中压箱式储能变流器，变流器多机并联和1.2倍的15min过载能力将原来18MW的功率需求变为

15MW的设备供应（6台2.5MW箱式中压储能变流器），该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工程造价、减少了

工程占地、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



项目时间 2019年底

项目地点 广东 惠州

项目组成 30MW/15MWh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项目意义 采用箱式储能变流器，将电池和PCS集成到一个45HC集装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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