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摘要： 
 多国政策支持储能技术发展： 

 美国定位储能为实现能源新政的重要支撑性技术，通过税收减

免、财政补贴、直接赠予和提供贷款等方式资助私人企业在储能

以及新能源领域的投入； 

 日本利用补贴支持推广储能，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电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经产省锂离子储能系统补贴，

最高达到系统价格 2/3，共 100 亿日元。 

 电网储能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重要支撑。根据各种储能技术的特点，

综合比较来选择适当的技术，再根据应用的目的和需求，选择储能种

类、安装地点、容量以及各种技术的配合。在这五类储能方式中，其

中电化学储能的电池发展非常迅速。安装储能系统，有利于平滑风电

或者光伏等间歇性电源的功率波动；安装储能系统，有利于在功能上

实现削峰填谷；储能发展有利于电动汽车的进一步推广普及。 

 2020 年我国储能市场规模将高达 360 亿： 
 根据 CNESA 统计，不包含抽水蓄能、储热以及压缩空气储能项

目，截止 2014 年上半年储能累计装机容量规模大概为 57.3MW。

 国内示范项目——张北风光储配备了世界上最大的多类型化学

储能电池，功率转换一天 70 次以上，电池剩余容量一般处于

45%-65% 之间，项目运行三年时间，电池衰减很少。 
 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19 日印发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首次提到储能的应用。目前，国家关于

储能产业发展规划正在逐步建立。 
 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发展，2015 年后风光储能将逐步放量，

我们预测到 2020 年储能市场规模将高达到 360 亿。 

 投资评级及标的：如前文所述储能市场受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拉动，

未来将实现爆发式发展，我们给予储能市场子行业评级为“增持”，

储能的相关公司南都电源及圣阳股份，首次给予评级为“增持”，后

续会积极跟踪。 

重点公司 股价 13EPS 14EPS 15EPS PE PB 评级 

南都电源 9.82  0.22  0.26  0.36  37.77  2.10  增持 

圣阳股份 17.36  0.17  0.26  0.41  66.77  2.31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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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储能应用情况 

根据 NESA 的统计，不包含抽水蓄电、储热和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截至 2013 年底，

全球储能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736MW，增速平稳，2014 年上半年，新增投运装机容量近

26MW。各国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支持储能行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

项目数量还是装机规模，美国与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能示范应用国家，分别占 40%和

39%的全球装机容量份额。 

表 1：储能技术装机量及占比情况 

技术种类 
2011 2012 2013 

装机量（MW） 占比 装机量（MW） 占比 装机量（MW） 占比 

钠硫电池 326.1 62% 328.1 50% 334.1 45% 

锂离子电池 128.3 25% 155.7 27% 212.8 29% 

铅蓄电池 27.6 5% 80.8 12% 89.0 12% 

液流电池 9.1 2% 36.3 6% 40.7 6% 

飞轮 25.9 5% 27.9 4% 31.9 4% 

镍镉 27.0 5% 27.0 4% 27.0 4% 

超级电容 0.5 <0.1% 0.5 <0.1% 0.5 <0.1% 

资料来源：CNESA 项目库，2014 

（一）美国定位储能为实现能源新政的重要支撑性技术 

（1）出台多项政策推进储能应用 

美国能源部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直接赠予和提供贷款等方式资助私人企业在储

能以及新能源领域的投入。美国在各种新型储能技术，像飞轮、锂、锌溴、改性铅酸、压

缩空气均发展迅速，在技术、应用、政策上都已经在主导全球的产业标准。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已将大规模储能技术定位为振兴经济、实现能源新政的重要支

撑性技术。近几年来，美国能源部越发意识到储能应用的重要性，从 2009 年开始储能方

面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成倍增加。政府希望通过储能技术的应用加强智能电网的可靠性

和效率的提升，减少建立新电厂，促进新能源的应用。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已

经颁布了几项法令，推进储能应用。FERC 颁布的 2007 年第 890 号法令和 2008 年第 719
号法令，令全国的独立系统运营商（ISOs）对其调节和作业程序进行修订，从而允许储能

进入批发能源市场。在颁布上述法令之后，FERC 又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颁布第 755
号和第 784 号法令，要求 ISOs 采用不同的方法，使频率调节和其他辅助服务获得报酬，

这些政策非常有助于采用更新的储能技术。美国能源部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和美

国能源部(doe)分别提供技术支持资金，降低燃料电池成本、新的太阳能转换和存储技术

等等。 

美国 2010 储能修订法案(S.3617)规定，对各类大容量储能设备(额定容量至少 1000 千

瓦并维持 1 小时)、用于家庭、工厂、商业中心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储能设备、用于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储能设备可享受 20～30%的投资税收抵免。符合条件的储能设备需要有

至少 80%的储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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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州的层面上看，各州也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新能源产业和储能产业的发展。例如

2010 加州储能法案(AB2514)规定了两期储能目标以及完成时间，推动 1.3GW 加州储能系

统的采购和安装，并提供 110 万美元用于建立储能监管机制，通过监管采购程序、评价成

本效益、监察储能技术对纳税人的影响等，来促进实现两期目标。 

（2）美国典型的电网储能项目应用——Auwahi 风力发电储能项目 

我们可以来看看西佛吉尼亚州储能项目的相关情况：夏威夷能源主要依赖于进口，

2005 年像煤和石油这样的初级能源有 95％来自于进口，而汽油需要 100％的进口。为了

摆脱进口的现状，夏威夷法律规定，到 2030 年时，70%的电能和地面交通需要使用清洁

能源，而其中 40%必须是来自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夏威夷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夏威夷岛上分别建设了 30MW 风电场配套 1.5MW/1MWh 储能电站、30MW 风电场配

套 15 MW/10 MWh 储能电站、21MW 风电场配套 10MW/20MWh 储能电站、3MW 光伏电

站配备 1.5MW/1MWh 储能电站、1.2MW 光伏电站配备 1.125MW/0.5MWh 储能电站等可

再生能源储能项目。 

2011 年 11 月，毛伊岛计划管理委员会批准了 Auwahi 风力发电项目。该项目设计发

电容量为 21MW，足够 10000 户家庭使用。其基建费用大约为 140 万美元，基建项目包括：

一个电池储能系统，一根 9 英里长、电压等级为 34.5 千伏的输电线路，一个互联变电站、

一个微波通信塔和道路建设。而每台风力发电机组需要空地面积 2.4 亩，使得整个项目需

要 1466 亩空地，这几乎是毛伊岛整个 Ulupalakua 牧场的面积。该项目设计风力发电塔的

数目为 8 个，每座塔高 428 英尺，每座塔的发电量为 3MW。为该风力发电项目配套的储

能系统是一套 10MW/20MWh 的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由美国 A123 Systems 公司提供，

被安装在毛伊岛 MECO 的 Wailea 变电站内。计算机将保持电池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处

于半充电状态。如果风力骤然增强或减弱，电池将平稳电流。该储能装置的成功之处在于

其拥有调频功能，美国交流电每秒运行 60 个周期，而电池可以在 1 秒内进行 60 次从充电

到放电或相反方向的变化，从而保持频率稳定。电池系统还可以在电价较低时储存电力，

而在电价较高时送出电力，从而实现盈利。该储能系统通过削峰填谷，可以减小变电站变

压器的高峰负荷，也可以增加电网的稳定性、提高供电质量。 

图 1：Auwahi 风力发电项目地域分布图  图 2：Auwahi 风力发电项目储能部分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二）日本利用补贴支持推广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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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电池的研究和开发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储能较为支持与关注，特别是储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应用得到

了长期的研究，政府推出了月光计划和示范工程。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

储能技术的应用。按日本国会 2010 年 6 月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到 2030 年零排放发

电占电源比率由当前的 35%增加到 70%，其中可再生能源份额从现在的 9%增长为 2030
年的 20%，实现成倍增长。 

日本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电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日本曾经

支持过的电池技术包括铅酸电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以及锂离子电池等，其中经产省锂

离子储能系统补贴，最高达到系统价格 2/3，共 100 亿日元。在这项政策的支持下，2013
年，越来越多的储能系统获得补助并投放市场。 

日本在储能技术的推广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如对企业项目（住友和 NGK）建设提

供 75%的补助，有效降低成本;同时 NGK 与东京电力公司的合作模式值得借鉴,正是由于

有效利用了电力公司和储能公司双方的优势，确保了储能技术在电力领域的成功应用。

2012 年 4 月出台家庭储能系统补助金政策。在这项政策的支持下，2013 年，越来越多的

储能系统获得补助并投放市场。 

2、日本典型的电网储能项目应用——北海道 Tomammae 风电场储能项目 

我们可以来看看日本北海道 Tomammae 风电场储能项目。在日本，用于电站调峰和

风力储能的固定型钒电池发展迅速，大功率的钒电池储能系统已投入实用，并全力推进其

商业化进程。Tomammae 风电场是位于日本北海道北岛的一个 30.6MW 的风电场，由日本

电力公司负责运营。风场配备了由 SEI 公司提供的全钒液流电池系统，设计储能的额定功

率为 4MW，最大功率为 6MWh，储能时间为 1.5h。电池需要根据电网的要求能够以 6MW
的短时功率工作 30 秒以上。该项目的钒电池组于 2005 年 1 月进行安装，于 2008 年开始

运行。系统在 3 年内的循环次数已达到 270000 次，并成功实现储能系统荷电状态（SOC）
的实时监测管理，这大大减少了钒电池体积并提高了系统安全性，有效避免过充。安装储

能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存储风场产生的能源，平稳风电场不稳定的功率输出从而平滑风电

的短期波动。 

图 3：日本北海道 Tomammae 风电场储能项目全景图  图 4：Tomammae 风电场－全钒液流电池系统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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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盟对储能示范项目进行资助 

与美日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开展储能领域的研究，并出台了各种政策相比，欧洲储能

政策的支持力度及储能领域的发展水平相对美日就逊色许多，不过欧洲已经意识到储能是

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问题的关键，欧洲能源委员会指出“一部分传统火电厂将被分

布式发电，可再生能源，需求管理系统及储能所代替”，并在电网的近期、中期及长期的

研究计划中，将能量储存和电能质量的保证放在重要研究地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把

储能技术作为能源领域的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支持。欧盟电网计划(EEGI)近期发布了《欧洲

储能创新图谱》报告，对欧洲 14 个国家储能研究、开发与示范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在

过去 5 年，这些国家公共投资和受到欧盟委员会直接资助的项目总数达到 391 个，总投资

额 9.86 亿欧元。 

拥有世界最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德国，储能方面也没停止脚步。联邦政府拨

款 2.6 亿美元用于电网级储能，其中 1.72 亿美元已经分配给具体的项目。2011 年，德国

政府修订了储能管理规定，明确免除了部分项目的电网费，提高了对储能投资的政策扶持。

013 年和 2014 年 2 年共计划投资 5000 万欧元，对新购买储能系统的用户直接进行补贴。

该计划主要针对屋顶太阳能，当储能系统与太阳能电池板相连时，补贴涵盖了储能系统安

装成本的 30%，这项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户用储能市场的发展。目前已有 30MW 的项目获

得补贴。据预测，由于这一储能补贴计划的出台，德国在未来 5 年的储能装机容量有望达

到 2GW•h。德国也在研究电产气（P2G）。 

二、电网储能的技术路线及必要性研究 

（一）电网储能的五种技术路线 

因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隙性和易变性，及其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对电网的正常运行

和调度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尽可能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

效率，各种储能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电能储存技术分为五大类：机械储能、电气类储能技术、电化学类储能技术、热储能

技术以及化学类储能技术。目前世界电网中电能储存容量占比最高的是抽水蓄能，其总装

机容量规模达到了 127GW，占总储能容量的 99%，其次是压缩空气储能，总装机容量为

440MW，排名第三的是钠硫电池，总容量规模为 316MW。 

1、机械储能 

机械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储能等，其中抽水蓄能需要将电网

低谷时利用过剩电力作为液态能量媒体的水从地势低的水库抽到地势高的水库，电网峰荷

时高地势水库中的水回流到下水库推动水轮机发电机发电，所以，抽水蓄能对地势环境有

一定的依赖，效率一般在 65%-75%，最高可达到 80%-85%，但它具有日调节能力，适合

配合核电站、大规模风力发电、超大规模太阳能光伏发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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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抽水蓄能电站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2、电气储能 

电气类储能技术主要包括了超级电容器储能和超导储能，其中超级电容器储能因为其

能量密度低等特点，一般适合和其他储能手段联合使用，可以在微电网中和储能蓄电池结

合使用，也可用于电动汽车的启动加速等；超导储能目前大多是试验性的，技术还需要进

一步突破。 

3、电化学储能 

电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和液流电池等等。 

（1）铅酸电池目前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循环寿命可达 1000 次左右，效率能达到

80%-90%，性价比高，常用于电力系统的事故电源或备用电源，但如果深度、快速大功率

放电时，可用容量会下降。其特点是能量密度低，寿命短。铅酸电池今年通过将具有超级

活性的炭材料添加到铅酸电池的负极板上，能将其循环寿命提高很多。 

图 6：铅酸电池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2）锂电池主要应用于便携式的移动设备中，其效率可达 95%以上，放电时间可达

数小时，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或更多，响应快速，他是电池中能量最高的实用性电池，

近年来技术也在不断进行升级，正负极材料也有多种应用，但存在价格高（4 元/wh）、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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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会导致发热、燃烧等安全性问题，需要进行充电保护。随着国内外对于锂电的研发，其

性能不断提升，成本也在较大幅度下降，未来有望更广泛应用。 

（3）钠硫电池，阳极由液体硫组成，阴极由液态钠组成，中间有陶瓷材料的贝塔铝

管隔离，电池运营温度需要保持在 300 摄氏度以上，以保障电极处于熔融状态，循环周期

可达到 4500 次，放电时间 6-7 小时，周期往返效率 75%，能量密度高，响应时间快。目

前在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已建有 200 多处此类储能电站，主要用于负荷调平，移

峰和改善电能质量。但因为使用液态钠，运行于高温下，容易燃烧。 

图 7：钠硫电池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4）液流电池的能连储存在溶解于液态电解质的电活性物种中，而液态电解质储存

在电池外部的罐中，用泵将储存在罐中的电解质打入电池堆栈，并通过电极和薄膜，将电

能转化为电化学能，或将电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电池的功率和能量是不相关的，储存的能

量取决于储存罐的大小，因而可以储存长达数小时至数天的能量，容量可达 MW 级。这

个电池有多个体系，如铁铬体系，锌溴体系、多硫化钠溴体系以及全钒体系，其中全钒氧

化还原液流电池最受关注，是主要的技术发展方向，其特点是技术成熟，寿命长，循环次

数可超过 10000 次以上，但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比锂电池要低，响应时间也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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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钠硫电池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表 2：化学类电池性能比较 
 阀控铅酸电池 镍系电池 全钒液流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应用规模等级 1kW～50MW kW 级～MW 级 100kW～100MW kW 级～MW 级 

应用类型 功率型 功率型 能量型 功率型 

比较适合的应用场合 
大规模削峰填谷、平抑

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 

电力系统削峰填谷平

衡负荷 

大规模削峰填谷、平抑

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 

可选择功率型或能量

型，适用范围广泛 

安全性 

安全性可接受，但废旧

铅酸蓄电池严重污染土

壤和水源 

安全性可接受，但有

记忆效应 

电池系统无潜在的爆炸

或着火危险，安全性高 

需要单体监控，安全性

能已有较大突破 

能量密度 30-50 Wh/kg 75-150Wh/kg 80-130 Wh/kg 120-150Wh/kg 

倍率特性 0.1-1C 1-5C 1.5C 5-15C 

转换效率 >80%  >70% >95% 

寿命 1000 次 >1000 次 >15000 次 >2000 次 

成本 700 元/kWh 300 元/kWh 15000 元/kWh 3000 元/kWh 

资源和环保 
资源丰富，存在一定的

环境风险 

镍氢电池无污染，镍

镉电池属于碱性，对

环境有污染 

资源丰富，电解液不以

铅和镉为主要反应物，

对环境友好 

资源丰富，环境友好 

关注点 
无记忆效应、成本较低

一致性、寿命 

镍氢电池循环寿命

长、比能量大 
可靠性、成熟性、成本 

高能量密度、超长寿命、

使用安全、一致性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4、热储能 

热储能系统中，热能被储存在隔热容器的媒介中，需要的时候转化回电能，也可直接

利用而不再转化回电能。热储能又分为显热储能和潜热储能。热储能储存的热量可以很大，

所以可利用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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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化学类储能 

化学类储能是利用氢或合成天然气作为二次能源的载体，利用多余的电制氢，可以直

接用氢作为能量的载体，也可以将其与二氧化碳反应成为合成天然气（甲烷），因为氢或

者甲烷作为能量载体可储存的能量很大，可达 TWh 级，而且储存的时间也很长，氢或者

合成天然气除了可用于发电外，还有其他利用方式如交通等。德国热衷于推动此项技术，

并有示范项目投入运行。化学类储能的缺点是它的全周期效率较低，制氢效率仅 40%，合

成天然气的效率不到 35%。 

五类电能储存技术中，一般会根据各种储能技术的特点，进行综合比较来选择适当的

技术，可供选择的指标主要包括：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响应时间、储能效率、设备寿命

（年）或充放电次数、技术成熟度、经济因素（投资成本、运行和维护费用）以及安全和

环境方面的考虑，再根据应用的目的和需求，选择储能种类、安装地点、容量以及各种技

术的配合。在这五类储能方式中，其中电化学储能的电池发展非常迅速。 

（二）电网储能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 

1、安装储能系统，有利于平滑风电或者光伏等间歇性电源的功率波动 

风能和太阳能受日照强度和风力强度的影响，电能输出具有不稳定性和间断性的特

点，会波动频繁，通过投入适量储能装置，可削弱风光出力“毛刺”，实现多时间尺度的

出力平滑，保证了电源输出的稳定，安装储能系统，将大幅提高电网接纳可再生能源的能

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集约化开发和利用。以波动率为控制目标，发挥储能系统的灵活性，

可在指定时间尺度、指定波动范围内调节风光储联合出力，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随

机性。 

图 9：张北风光储不同气候条件下光伏电站出力图  图 10：张北风光储某日光伏储能电站运行方式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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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张北风光储某日风电光伏运行情况 图 12：张北风光储某日风电光伏运行情况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图 13：储能电站配合光伏风电运行情况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2、安装储能系统，有利于在功能上实现削峰填谷 

社会的用电需求是实时变化的，昼夜和季节性用电负荷存在峰谷差。安装储能系统，

可以在功能上实现削峰填谷，对解决可再生能源汇集地区电网峰谷差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如果电力系统能够大规模地储存电能，即在晚间负荷低谷时段将电能储存起来，白天负荷

高峰时段再将其释放出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高峰期的缺电状况，提高系统效率

和输配电设备的利用率，延缓新的发电机组和输电线路的建设，节约大量投资，缓解能源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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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储能电站对电网削峰填谷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作为调峰的手段，也可以采用发电站，但是发电站的问题主要在于其灵活性不够，现

在商业负荷增长比工业增长更快，所以发电站在作为调峰手段的时候不太灵活。 

3、储能发展有利于电动汽车的进一步推广普及 

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新能源将能量转化为电能，然后通过储能技术将能量储存起来，

然后应用到交通工具等各个生活领域中去。电动汽车作为负荷从电网中供给电能，但当电

网有需要时，也可将其储存的电能回馈到电网。电动汽车逐步推广普及，许多高性能储能

电池，如锂离子电池等，被用作电动汽车电源。当电动汽车与电网相连接时，就可以利用

“V2G”的功能，通过需求相应，在电网电力供应短缺时，将电动汽车内储存的电能返回

到电网中，以弥补电力供应的不足。 

图 15：电动汽车作为储能工具的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总之，在电力系统中，储能可以用于发电、输电、配电和用户侧各个领域。用于可再

生能源并网、电网调峰/调频，配网侧的分布式储能和用户侧的分布式微网储能以及重要

部门和设施的应急备用电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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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储能在发电、输电、配电及用电侧的应用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 

（三）电网储能的经济性研究 

关于储能的经济回报，《Azure 2014 World Energy Storage Report》曾经根据当前的能

源价格和市场结构计算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终端用户的储能系统现值情况，相比起中国，澳

大利亚因为具有更高的分时电价差异，（越高的用电需求则有更高的居民电价，澳大利亚

最高的电价能达到 30 美元/千瓦时的价格），此外多余的光伏发电输送到电网时补贴更低，

所以其储能系统经济型高于中国。从《Azure 2014 World Energy Storage Report》中可以看

到，用电量大的商用用户储能系统的现值最高，澳大利亚能达到每千瓦时接近 1600 美元

的价值，中国的用电量高的商业用户和工业用户储能系统的价值相当，在 680 美元/千瓦

时左右，而普通用电量的居民用光伏一体化项目的储能系统价值最低，澳大利亚接近 400
美金/千瓦时的价值，而中国几乎为 0. 

图 17：澳大利亚和中国终端储能系统应用的现值比较（美元/千瓦） 

资料来源：Azure 2014 World Energy Storage Report 

三、国内储能市场有望获得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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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化学储能累计装机容量规模大概为 57.3MW 

根据 CNESA 的统计，中国储能不包含抽水蓄能、储热以及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情况，

截止至 2014 年上半年累计装机容量规模大概为 57.3MW，包括了鹿西岛微网项目、BYD
园区项目、青海玉树光储离网电站以及国电和风北镇风电场项目等等。在这些项目中，其

中锂离子的装机量大概为 35.6MW，铅蓄电池大概 3.9MW，液流电池大概 8.6MW。根据

CNESA 项目库的不完全统计，在电力行业应用中，装机规模较大的厂商的储能技术主要

包括钠硫电池、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高速飞轮、全钒液流电池和冰蓄冷技术。 

表 3：电力行业储能技术装机量及占比情况 

技术种类 
2011 2012 2013 

装机量（MW） 占比 装机量（MW） 占比 装机量（MW） 占比 

锂离子电池 31.5 89% 32.7 88% 35.6 69% 

铅蓄电池 0.9 3% 0.7 2% 3.9 15% 

液流电池 3 8% 3.6 10% 8.6 15% 

资料来源：CNESA 项目库，2014 

（二）国内的典型电网储能项目——国网张北风光储项目 

国网张北风光储项目是 2009 年由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电网公司共同启动，开

发规模 500MW 的风电、100MW 的光伏以及 70MW 的储能的示范项目。这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集风电、光伏、储能及输电工程四位一体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示范工程位于国家

八大千万千瓦风电基地的张家口坝上地区，风资源丰富，全年有效风能储量可达 1436 千

瓦时/平方米，全年有效风速时数达 5200-7000 小时，所在区域日照充足，属于 II 类“很

丰富带”，全年平均日照时数 2897.8 小时。但因为风光出力多变和瞬间冲击，影响电网的

暂态及频率稳定性；风光大规模并网引起电压水平降低，风机中的电子设备带来谐波污染，

影响电能质量，所以清洁能源大规模并网要求建设大量的备用容量和调峰电源。 

张北风光储二期配备了世界上最大的多类型化学储能电站，装机容量 20MW，采用了

锂离子电池 14MW、液流电池 2MW、铅酸电池 2MW 等不同类型的化学电池，其中锂电

池 9 个储能单元，共有单体电池 27.4568 万节；配套有不同品牌、不同拓扑结构的 PCS46
台。储能电池功率转换一天 70 次以上，电池剩余容量一般处于 45%-65% 之间，项目运

行三年时间，电池衰减很少。 

表 4：张北风光储磷酸铁锂储能装置一览表 
设备厂商 总容量 单元数 单元容量 

比亚迪 6MW*6h(能量型) 3 2MW*6h 

东莞 ATL 6MW*6h(能量型) 2 2MW*4h 

中航锂电 6MW*7h(能量型) 3 1MW*3h 

万向 6MW*8h(能量型) 1 1MW*2h 

总装机容量 14MW，63MWh 

资料来源：《国网张家口风光储输示范电站建设》 

储能系统自 2011 年 12 月投运至今，运行稳定。经初步试验，系统效率大于 86%。平

稳地实现了“平滑风光波动出力”、“跟踪调度计划”的功能性应用，并具备了“电网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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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峰填谷”和“参与系统调频”的能力。 

（三）储能将成为新能源行业下一个增长点 

1、国家关于储能产业发展规划正在逐步建立 

我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供需总体平稳，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高能耗

的相关产业逐步控制或退出，煤炭、电力、石油供需进一步宽松，能源资源的主要来源将

从化石能源转变为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能源系统的供给也将从集中式、大规模的工业

化开发利用转变为分布式、小规模的开发利用，能源供应从被动满足需求转变为通过智能

能源网络，大规模的储能设施实现供需的协调平衡，储能是未来电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储能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政策体系和价格机制等政策规范，但作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

要配置，我国储能市场潜力巨大，也越来越受到政府能源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国务院办公

厅 2014 年 11 月 19 日印发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首次提到储能的

应用。《计划》指出，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要“加强电源与电网统筹规划、科学

安排调峰、调频、储能配套能力，切实解决弃风、弃水、弃光问题”。储能，被同时列入

“9 个重点创新领域”和“20 个重点创新方向”。目前，国家关于储能产业发展规划正在

逐步建立。 

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电网也逐步重视储能的应用。国家电网将分类开放四领域

引入社会资本，其中对分布式电源并网、电动汽车充换电实行市场开放，抽水蓄能电站、

调峰调频储能项目则实行投资开放。南方电网“十三五”规划中应用微电网技术，解决海

岛可靠供电问题以及建成满足 2015 年 10 万辆、2020 年 100 万辆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基础

设施体系。 

2、2020 年储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60 亿规模 

国内市场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则风光并网储能短期内仍可能会以示范项目建设为

主。但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发展，2015 年后风光储能将逐步放量，若到 2020 年时储

能配备的容量比例占到风光并网容量的 3%左右，则整个风光储能规模有望达到 9GW 的

规模，而考虑到发电用储能占整个储能市场比例大概在 45-55%左右，我们取中值 50%，

则整个储能装机规模大概在 18GW 左右，若按每瓦时 2 元的价格，储能市场规模将高达

到 360 亿。 

四、主要储能标的 

如前文所述，储能市场受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的拉动，未来将实现爆发式发展，我

们给予储能市场子行业评级为“增持”。在 A 股的上市公司中，涉及储能的公司中重点推

荐的公司有南都电源和圣阳股份，给予“增持”评级，后续会积极跟踪。 

（一）南都电源 

南都电源致力成为全球的通信后备电源、储能应用电影、动力电源和新能源应用领域

系统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技术储备。2015 年 4G 建设将逐步推进，公司

的通信后备电源有望逐步恢复增长，随着节能等需求的提升，通信新产品高温电池也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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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有较快推进；公司参与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储能示范项目建设，随着行业逐步进入

爆发期，公司的铅炭电池等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有望获得更多的市场订单；公司通过收购

南都华宇快速切入动力电池市场，目前已和多家低速电动车客户形成批量供货关系，随着

公司产能的扩充，2015 年有望实现高速增长。我们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的 EPS 分别为

0.26 元、0.36 元和 0.46 元，首次给予评级为“增持”。 

（二）圣阳股份 

圣阳股份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铅酸电池的企业之一，公司已形成成熟的 AGM 和

GEL 两大类阀控铅酸电池、锂电池和新能源系统集成技术，主要客户包括力诺、英利、

电信运营商、中兴、华为及奇瑞等。未来受益于 4G 投资以及新产品推出，通信用电池的

收入和毛利率将有所提升；公司和低速电动车行业的主要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

关系，在低速电动车配套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份额，动力电源未来将受益于山东低速电动车

的发展而实现快速增长；新能源储能产品近年来收入增长 50%以上，公司和日本古河合作

生产“铅炭电池”，具有技术、成本优势，有望受益于储能市场的爆发。我们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的 EPS 分别为 0.26 元、0.41 元和 0.63 元，首次给予评级为“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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