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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建立了储能技术四种商业运营模式的经济效益计算模型，包括电网侧投资运营模
式、发电侧投资运营模式、用户侧投资运营模式和第三方投资运营模式。对这四种商业运营模式
的经济效益组成部分进行详细建模分析，给出这四种商业运营模式下的经济效益计算方法，并通
过典型算例对不同商业运营模式下的经济效益进行计算并对比，给出储能技术最优商业运营模式
的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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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economic benefits of energy storage technique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 operational modes
Yang Jianlin Huang Yichao Fei Fei Guo Mingxing Pang Aili
(Electric Power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MEPC, ShangHai 200120)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conomic benefits calculation models of energy storage
technique under four business operational modes. These four businessmodes are investment operation
mode in grid side, generation side, user side and third part side respectively. The detailed constitution
parts of every economic benefit model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 operational modes are analyzed and the
calculation procedures are given. A test systemwith energy storage device is used to validate the
correc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Finally, the optimal business operational mode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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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当前储能技术的商业运

希望将储能电站安装在负荷附近以实现最大程度的

营模式主要可分为四类，分别为发电侧投资运营模

削峰，同时可延缓输配电设备的升级改造；发电侧

式、电网侧投资运营模式、用户侧投资运营模式和

投资模式希望储能投入后提高现有机组最大利用小

第三方投资运营模式。不论是电网公司、发电企业、

时数，延缓新建发电机组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5] 。

电力用户还是独立投资机构，在考虑是否装配储能

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各个场景下的储能经济效益

电站时，一定都会考虑储能电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评估方法研究，计算不同投资主体的所有收益，为

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储能电站所

衡量储能价值、确定储能应用结算机制和利益分成

带来的经济效益。

机制提供参考 [6]。

储能系统的应用场景不同，其使用目的及所带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了不同商业运营模型

来的各方面经济收益也有很大不同。因此，不同应

下的储能技术经济效益计算分析模型，详细分析了

用场景将对应不同的储能技术经济效益评估模

各种商业运营模式下各种经济收益的组成结构和计

型

[1-3]

。同时，不同投资主体对储能投资时一般希望
[4]

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例如，电网侧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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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通过算例的计算结果给出储能技术最优商
业运营模式的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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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商业运营模式经济效益模型

本节基于储能技术各种应用场景分析，进行不
同商业运营模式的储能技术的经济效益分析建模。
1.1 电网侧投资运营模式经济效益模型
电网侧投资模式是指由电网公司全资投资储能
装置，所获收益全部归电网公司所有的商业运营模
式。该模式是电网公司从电网自身需要出发，为解
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储能设施安装。由电网投资的
储能项目一般容量较大、投资较多，且隐形经济效
益大于显形经济效益。
储能系统应用于电网中，具有延缓电网建设、
降低网络损耗、减少系统停电损失电量等作用，进
而带来相应的收益 [7]。相关经济收益模型如下。
1）延缓电网建设
通过安装储能减少电网扩建改造方面的经济效
益 E1 可以表示为
E1 = Cinvestη Pmax

（1）

式 中 ， Cinvest 为 用 户 配 电 系 统 的 单 位 造 价 （ 万 元 /
MW）； Pmax 为蓄电池组额定功率（MW）；η 为储能
装置的储能效率；一般要求储能安装节点的储能容
量小于该节点的最大负荷。
2）降低线路损耗
在减少线路网损方面的年收益 E2 为
E2 = nT (ΔPH M h − ΔPL M l )

（2）

式中， E2 定义为减少线路损耗指标，n 为储能装置
每年的总循环充放电次数，T 为储能装置的单次充
放电平均持续时间； M h 和 M l 分别为放电时的峰值
电价和充电时的低谷电价。 ΔPH 、 ΔPL 分别为高峰
负荷时减少的线路有功功率和低谷负荷时增加的线
路有功功率。
3）减少系统停电损失电量
通过缺电损失评价率来对储能装置减少地区停
电损失的效益 E3 进行评估，显然可以间接反映储能
装置节省的电网可靠性成本，即
1
Pmax TAs RIEA
（3）
2
式中，ERCE 为储能装置的剩余电量期望值（MWh），
E3 = As RIEA ERCE =

当发生停电时，储能装置的剩余电量可以减少用户
1
相应数量的电量不足期望值，ERCE 可取 Pmax T ；As
2
为系统平均每年停电率； RIEA 为用户停电损失评价
率（万元/MWh）。

4）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
电网侧运营模式下的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如
下式所示：
Enet = E1 + E2 + E3 − C1 − C2
（4）
式中， Enet 为电网投资下的净收益； E1 为缓解电网
投资建设节约费用； E2 为降低网损节约费用；E3 为
减少用户停电损失电量费用； C1 为储能电站的投资
成本，具体包括站址建设成本和设备投资成本，均
已折算至每年现值。C2 为储能装置的年运行维护费
用，主要由储能装置的安装规模。
需要说明的是，本评估模型未考虑储能装置快
速参与调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原因是目前我
国尚未对储能参与调频给出独立的补偿价格，因其
调频速度快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很难量化，故目前无
法界定其成本。
1.2 用户侧投资运营模式经济效益模型
用户侧投资模式是指由用户全资投资储能装
置，所获收益全部归用户所有的商业运营模式。
储能系统应用于用户侧，可减少用户的电量电
费和容量电费，减少因停电造成的用户停电损失，
减少用户备用电源投资，从而带来经济收益 [8]。
1）高发低储减少电量电费和容量电费
在负荷低谷且电价较低时对储能装置充电，在
负荷高峰且电价较高时放电，利用峰谷电价差，可
以减少其购电费用中的电量电费。年收益 E3 可以表
示为
E4 = n

24

∑ ( Pi+ − Pi− )M i

（5）

i =1

式中， Pi + 和 Pi − 分别为储能装置在第 i 小时的的放
电功率和充电功率； M i 为 i 个时段的电价；n 为储
能装置年投运次数。 E4 定义为利用峰谷电价差获取
的电量电费收益。
由专用配变供电的大中型电力用户，每月需按
照其申请用电的最大需量交纳基本电费。用户安装
储能系统后，可减少用户的峰值负荷数值，进而减
少了每月的容量电费数值。相应的年收益 E5 可以表
示为
E5 = Pc L1
（6）
式中， Pc 为储能装置的容量； L1 为用户增容所需交
纳的单位容量电价。
2）减少用户停电损失和备用电源投资
用户停电可能造成其生产中断甚至产品报废，
影响其经济收益。储能系统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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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电到储能系统的切换，防止市电供电中断造成的
用户停电、减少缺电损失。由此产生的年收益 E6 可
表示为
E6 = (λs − λs′ ) Ecut
（7）
式中， λs 为储能装置投入前的用户停电率； λs′ 为储
能装置投入后用户的停电率。 Ecut 为每次供电中断
给用户造成的经济损失期望值。
减少的备用电源投资 E7 计算如下：
E7 = Pc L2
（8）
式中， E7 为备用电源投资； Pc 为储能容量； L2 为
单位备用电源容量的投资成本。
3）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
根据上节对电网侧投资模式的收益分析，可得
该运营模式下的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为
Euser = E4 + E5 + E6 + E7 − C1 − C2

（9）

式中， Euser 为用户投资下的净收益； E4 为利用峰谷
电价高发低储所得收益； E5 为减少增容容量电价节
约费用； E6 为减少用户停电损失电量费用； E7 为
减少减少用户备用电源配置所需费用；C1 、C2 定义
同上一节。
1.3 发电侧投资模式及其经济效益分析
发电侧投资模式是指由发电公司（含新能源发
电）全资投资储能装置，所获收益全部归发电公司
（含新能源发电）所有的商业运营模式。
储能系统应用于发电中，可以作为旋转备用提
高火电厂发电能力、平滑新能源出力并提升电能质
量 [9-11] 、以及备用电源减少新能源所需备用等，从
而带来相应的收益。
1）作为旋转备用提高火电厂发电能力
为应对因突发故障等因素造成的发电容量不
足，每个发电厂都保留一定的旋转备用容量，使得
火电机组无法在最大负荷点处运行。由于需要一定
的旋转备用，要求在负荷低谷时段降低火电机组出
力，导致机组无法最优效率运行，而在高峰时段，需
要开启燃油机组、燃气机组等发电成本较高的电源。
通过作为旋转备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可用下式表示：
E8 = PC LGT
（10）
式中， E8 为经济效益数值； PC 为储能容量，也为减
少的旋转备用电源容量， LG 为单位容量的上网电
价，T 为每年发电厂的发电时间。
2）平滑新能源出力并提升电能质量
以风电场为例，风电场配置储能收益主要来自
于三部分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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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削峰填谷收益。储能应用于风电削峰填谷
的收益计算式为
E9 = Pη Q
（11）
式中， E9 为年经济收益； P 为风电上网电价； η 为
储能系统的运行效率； Q 为总充放电量。
（2）跟踪计划出力收益。储能应用于跟踪计划
出力的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E10 = PC (T1 − T0 )
（12）
式中， E10 为年经济收益；P 为风电上网标杆电价；
C 为风电场装机容量数值；T1、T0 为安装储能装置
前后风电场年的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
（3）减少电能质量治理装置的安装收益。可利
用储能装置出力的快速响应来改善电能质量，减少电
能质量治理装置的投资，年收益 E8 可用下式计算：
E11 =

K

∑ CQk

（13）

k =1

式中，k 为储能可替代电能质量补偿装置的种类（k=1,
2, …, K）； CQk 为解决第 k 类电能质量问题所需安
装补偿装置的投资费用。
3）作为备用电源减少新能源所需备用
由于新能源发电的随机性会给电网的运行带来
一定风险，因此需在电网中配备一定的备用容量来
应对新能源发电出力的波动。储能装置的出力具有
调节速度快的优点，因此可替代常规电源作为新能
源发电的备用容量。为计算方便，将储能装置理想
化为均匀充放电，储能装置可用于调节系统功率（可
发出功率或吸收功率）的电量期望值为 0.5 Pmax T 。
储能装置取 代传统电源 作为备用容 量的经济收 益
E4 可表示为
E12 = 0.5 Pmax TM 5
（14）
式中，E12 为减少新能源发电所需的常规备用容量指
标； M 5 为常规备用容量的单位容量价格。
4）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
根据上节对电网侧投资模式的收益分析，可得
该运营模式下的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模型如下式所示：
Egen =E8 + E9 + E10 + E11 + E12 − C1 − C2

（15）

式中， Egen 为发电投资下的净收益； E8 为减少发电
厂常规旋转备用所得收益； E9 为为新能源削峰填谷
所得收益费用；E10 为新能源跟踪指定出力曲线收益
费用；减少用户停电损失电量费用； E11 为减少电能
质量治理装置安装所节约费用；E12 为减少新能源接
入所需传统备用电源收益； C1 、 C2 定义同上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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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传统发电厂和新能源电厂
所建位置一般不同，因此对于传统发电厂单独以 E8
作为目标，且储能可以通过飞轮储能等形式。
对于新能源电厂以 E9 + E10 + E11 + E12 作为目标。
1.4 第三方投资模式及其经济效益分析
第三方投资模式是指由第三方机构全资投资储
能装置，所获收益全部归第三方机构所有的商业运
营模式。
前文所述的三种投资模式均从投资主体自身利
益出发，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进行的储能设施投资。
然而，这三种投资模式的收益来源单一，未考虑电
网、发电、用户三方的利益共享。第三方投资者建
设储能装置的收益可同时来源于电网、发电和用户，
其所储存的电能可供多方同时使用并共同收益。第
三方运营商可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对电
网、发电和用户收取响应服务费用。
第三方投资的经济效益评估模型可由下式表示：
（16）
Ethird = Enet + Euser + Egen − C1 − C2
式中， Ethird 为第三方投资下的净收益； Enet 为电网
侧储能受益方所需支付费用； Euser 为用户侧储能受
益方所需支付费用； Egen 为发电侧储能受益方所需
支付费用； C1 、 C2 定义同上一节。
由式（16）可以看出，第三方投资模式下的经
济收益关键是计算安装储能装置后为电网、发电和
用户节约的费用，需要在投资前做好各方面的协调
工作，并签署相关协议，以保障其经济收益。

2

算例分析

下面取某地区某三班制企业的负荷数据对安装
钠硫电池储能系统的规划模型为例进行分析。图 1 为
其典型工作日负荷曲线。假定储能系统的额定功率
和最大容量分别为 Pmax = 1.5MW 和 Wmax = 12MWh 。

首先，计算用户侧投资模式下的储能技术经济
收益。根据前文计算方法，求得用户侧投资所得各
部分经济收益的结果，见表 1。
表1
E4/万元

188

E7

（柴油机组）30

E5/万元

28

C1/万元

175

E6/万元

74

C2/万元

3

Eyear/万元

128

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出，用户侧投资储能系统
的年净收益仅为 128 万元，相对于 3560 万元的固定
投资成本，其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偏低，仅为 3.59%。
这是只考虑了用户作为投资者方面的收益，用户投
资建设储能装置的经济性偏低。
若储能装置由第三方公司投资，同时给用户和
供电公司提供服务，则第三方投资模式下的经济收
益同时来自与用户和供电公司。
根据表 1 数据，由用户处每年所得收益数值为
Euser = E4 + E5 + E6 + E7 =320 万元，这部分费用将全
额支付给第三方投资公司。由供电公司处每年所得
的收益可根据前文方法计算。通过计算，因安装储
能可减少电网扩建费用 E1 约 165 万元，网损费用 E2
约 30 万元，停电损失费用 E3 约 40 万元，电网侧投
资储能系统的年净收益仅为 43 万元，相对于 3560
万元的固定投资成本，其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偏低，
仅为 1.21%。这部分费用将由供电公司支付给第三
方投资公司。这样，第三方投资公司的总收益约为
555 万元，减去每年储能投资和运行成本 192 万元，
每年收益为 363 万元，年平均投资回报率由 3.59%
提升至 10.2%。
上述三种投资模式的年收益和投资回报率的对
比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2

图1

某企业的典型工作日负荷曲线

各部分收益和成本

不同投资模式年收益和投资回报率对比图

从该算例的图形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第三方投
资的收益率最高，用户侧投资收益率其次，电网侧
投资的收益率最低。关键是第三方投资能够协调电
网、用户受益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统筹考虑储能装
置的容量，因此使得投资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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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仅考虑了第三方投资储能在电网侧和用
户侧的应用场景和经济效益。类似的，若计及储能
装置在发电侧的应用收益，则可进一步提升投资回
报率数值。
近年来，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如火如荼，能源互
联网可实现多个投资主体间的能源信息互联共享。
同时，其大数据分析能力可为各投资主体提供更加
精细的经济收益数值，可为储能的投资优化和决策
分析提供更为完善的技术支持 [14-15] 。如何借助能源
互联网实现不同投资模式下储能的经济效益分析是
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3

[5]

许守平, 李相俊, 惠东. 大规模储能系统发展现状
及示范应用综述[J]. 电网与清洁能源, 2013, 29(8):
94-100.

[6]

Chacra F A, Bastard P, Fleury G, et al. Impact of
energy storage costs on economical performance in a
distribution

substation[J].

Power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2005, 20(2): 684-691.
[7]

张明, 朴政国. 含储能的分布式光伏并网系统对配
电网调峰的研究[J]. 电气技术, 2016, 17(12): 11-14,
19.

[8]

杨舒婷, 曹哲, 时珊珊, 等. 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储
能电站经济效益分析[J]. 电网与清洁能源, 2015(5):
89-93.

结论

[9]

本文研究了四种商业运营模式下的储能技术经
济效益计算方法，分别建立了电网侧投资、用户侧
投资、发电侧投资和第三方投资的经济效益计算模
型，并对每种商业运营模式的经济收益组成结构进
行了详细分析，通过算例给出了各种商业运营模式
下的计算分析结果。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第三方投
资的商业运营模式由于综合计及了电网侧、发电侧
和用户侧的投资收益，因此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率，
是现阶段最优的商业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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