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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能源及储能发展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电力发展规

划：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35 亿千瓦

以上。其中，风电装机8900 万千瓦左右，光伏发

电装机4500万千瓦左右，光热发电装机60 万千瓦

左右，生物质发电装机80万千瓦左右。抽水蓄能

开工建设120 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20%左右，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

新能源发电总量占总发电量比重超过35%，亟需

推动适应新能源倍增发展趋势的内蒙古电网局部

网架优化与运行方式优化工作。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装机8900万千瓦
占全国风电装机容量的12.1%
位居全国第1位

装机4500万千瓦
占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的4.3%
居全国第9位



“两个率先，两个超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努力实现
“两个率先”“两个超过”，要在全国率先建成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率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
电装机规模、2030年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
量。

新能源倍增计划
内蒙古“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坚持集中和分
布开发并重、自用和外送消纳并举，实施新能源倍增
工程。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35亿千瓦以
上，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年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
左右。



内蒙古新能源及储能发展情况壹

规模增加：新能源装机规模由2015年的1907万千瓦增加至3110万千瓦，增长幅度达到63.08% 

增速稳定：近三年增长速度均在6%以上，增速稳定

消纳水平提升：新能源上网电量由2015年的278.02亿千瓦时增长至671.65亿千瓦时，增长幅度达到141.58%



内蒙古新能源及储能发展情况壹

内蒙古结合新能源基地建设、偏远地区
供电保障、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电网
灵活性提升等对储能的大规模需求，围
绕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芯制造、电
源集成等储能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制造，
引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到2025年，储能装备生产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时，储能核心部件完全实
现就地生产，形成1000亿元产值的储
能制造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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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动力
电池

飞轮
储能

电化学
储能

电磁
储能

压缩空
气储能

乌兰察布
鄂尔多斯



内蒙古新能源及储能发展情况壹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加，新型储
能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截至2022年底，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400万千瓦。按照
储能接入电力系统位置的不同，划分为
电源侧、用户侧和电网侧储能。电网侧
新型储能规模超过120万千瓦，占比约
1/3。

相比电源侧和负荷侧储能，电网侧新型
储能布局在电网关键节点，单站规模较
大，接入电压等级较高，且具备独立运
行条件，因此更适宜参与全局统一调控，
更具备系统性、全局性优势。

电网侧新型储能是未来内蒙古电力系统构建的重要支撑



蒙西电网与储能的耦合



CHANCE 内蒙古的机会

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

网 01
头顶有风光

--是指内蒙古拥有全国57%的风能资源，超过21%的

太阳能资源。

02
脚下有煤炭

--是指内蒙古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加上庞大的火电机组，

为下一步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接入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03
手中有电网

--是指内蒙古拥有相对独立的蒙西电网，为新能源

的接入和探索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机会。
  2022年10月18日，二十大新闻中心举办第一场集体采访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志强）



内蒙古蒙西电网

外送蒙古国

外送华北

外送陕西



蒙西电网区域概况



蒙西电网情况贰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获评自治区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A级企业，位列

中国企业500强第253位、能源企业500强第46位。集团公司坚持将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

结合起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持良好社会关系，广泛赢得社会认可，在创造经济效益的

同时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为可持续发展构建良好内外部环境。   

供电72万平方公里
8个市（盟）

1400多万居民
资产总额1070亿元 员工3.6万人

全年售电量
2300.55亿千瓦时

统调装机
7955.06万千瓦

新能源装机容量
占比近40%

500千伏变电站34座
220千伏变电站175座
110千伏及以下变电站1020座
抽水蓄能电站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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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能源及储能发展情况壹

内蒙古自治区早在2021年8月27日发
布的《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
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就要求电
化学储能容量应为不低于项目装机容
量 15%（2 小时）。相继发布的几类
市场化并网项目实施细则更是把储能
配置比例提高到了15%（4小时）。



蒙西电网与储能的耦合贰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为满足通道可靠容量支撑和清

洁能源电量占比不低于50%要求，需要配置电网侧新型储能。针对“十四五”重点建设通道，

电网侧新型储诸能需求约1100万千瓦，时长4小时。   

蒙西地区是新能源

大基地项目主战场



内蒙古储能发展需求与商业模式



Solution

中国西北 内蒙古 市场机制 收益 应用场景 产业链

地域选择
分析政策，找到关键点。

新疆、青海、甘肃、陕西 国家刺激经济的手段 前瞻领先、技术攻关

商业模式
细分市场，寻找商业规律。

技术创新
创新思维、关键技术突破



 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呼和浩特会见三

峡集团董事长雷鸣山。围绕推进新能源全产

业链发展和多场景应用，推进新能源重点项

目建设早落地、早投产。

 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区



中国三峡集团
 

能源企业
涌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中国华能集团
 

华为集团
 
协鑫集团
 

远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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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

在国家公布的“十四五”九大清洁能源基地里，新疆、黄河上游、

河西走廊和黄河几字湾四个清洁能源基地均覆盖有大量的沙漠、

戈壁、荒漠化土地。

该类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建设条件好、受土地利用影响小，

可充分结合电网与消纳利用条件，全面推进风电、太阳能大规模

开发和高质量发展。

我国光照资源最好的地区，除西藏以外，其他绝大部分都位于华

北、西北），而内蒙古就是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分布的主要区

域。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是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基础。黄河几字弯清洁能源基地就在内蒙古。



2022年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

方案》的通知。方案计划以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为重点,以其他沙漠和戈壁地区为补充,综合考虑采煤沉陷

区,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到2030年,规划建设风光基地总装机约4.55亿千瓦,其中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

沙漠基地规划装机2.84亿千瓦,采煤沉陷区规划装机0.37亿千瓦,其他沙漠和戈壁地区规划装机1.34亿千瓦。

内蒙古四大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
库布齐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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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总

体目标，即到2025年底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装

机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对新型储能在蒙西

地区发展是极大的利好，但与机遇并行的还有

很多挑战。

政策
利好



      2022年12月13日，储能投资领域一直关

注的内蒙古储能新政终于出台了。这无疑是为

2023年新能源+储能产业投资开了个好头。众

所周知，内蒙古有着丰富的风光资源，是中国

四大沙漠能源基地、东数西算等国家的战略落

脚点。从国家政策、区位优势、气候条件等多

方面来分析，内蒙古储能的布局都将迎来新的

投资风口，投资者所关注的储能时长、电价问

题、赢利模式，

政策
利好

内蒙古自治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2022—2025年）

         发展新型储能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综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为统筹新型储能发展各项工作，加
快开展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推动全区新型储能市场化、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如下支持政策。



     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键词1：时长配置（15%，2小时和15%，4小时）

      新能源项目开发应按要求配建储能设施，可采用自建、租赁或购买储能服务等

方式。新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配建储能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项目装机容量的

15%，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保障性并网风电光伏电站配建的储能也可通过合建或改

建方式整合为电源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接入电网并由电网直接调度，提高储能利

用效率和新能源消纳能力。新建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配建储能原则上不低于新

能源项目装机容量的15%，储能时长4小时以上。

政
策
利
好



     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键词2：共享服务

     鼓励新建电源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支持开展出售、租赁调峰容量等共享服务，

建立完善协调运营、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产业多元化、市场化发展。

关键词3:参与交易

     支持企业在电网关键节点、薄弱区域合理布局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提高电

网系统灵活调节和供电能力。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可自主选择参与电能量（中

长期交易、现货）、辅助服务等市场，也可部分容量分别参与上述市场交易 。

关键词4:补偿机制

     建立市场化补偿机制，纳入自治区示范项目的独立新型储能电站享受容量补偿，

补偿上限为0.35元/千瓦时，补偿期不超过10年。

政
策
利
好



     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键词5：:示范引领

     开展独立新型储能电站示范项目建设，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示范项目，原则

上单个储能电站规模不小于10万千瓦、时长不低于2小时。

关键词6:电价盈利

     加大分时电价实施力度，适时调整峰谷电价价差至3∶1以上，为新型储能发展创

造盈利空间。鼓励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储能电站自主报价参

与市场，根据市场规则出清。

 关键词7:自由输送

     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

政
策
利
好



     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键词8:装备优先

      支持新型储能全产业链发展，重点引进电解液、电芯、BMS、PCS、EMS、空气压

缩机、系统集成等核心装备。

 关键词9:技术创新

     支持新型储能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 攻关、标准编制和成果转化，鼓励开展新型

储能技术应用及商业应用示范、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鼓励企业牵头建立新

型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开展新型储能技术协同攻关。

 关键词10:资金保障 

 积极引导产业发展基金为新型储能装备制造业提供资金保障。将新型储能产业纳入绿

色金融支持。

政
策
利
好



内蒙古储能地图分布图



 

应用场景：
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关键节点电网侧储

能电站为乌兰察布源网荷储一体化现代能
源经济示范项目（关键节点电网侧储能电
站）示范项目，在乌兰察布电网选取关键
220kV杭宁达莱变电站节点开展示范。

容量30MW/60MWh储能电站。

一是缓解供电缺口问题，为经济发展提
供可靠保障；

二是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促进经
济清洁低碳转型；

三是保持地区电价洼地，推动工商业持
续发展；

四是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培育能源经济
增长新支柱。关键节点电网侧储能电站



n 储能商业模式的发展至关重要 。 技术本身的难度并不大，但对于新型市场的商业模式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一个关键问题：储能投入资金较大，而目前各项补贴政策还未出台，投入就等

于亏损。所以要压缩成本，开拓市场。

n  不同地区商业模式不同，大概主要以几类：

n   1、容量租赁+调峰（辅助市场）

n   2、容量租赁+现货+容量补偿

n   3、容量租赁+现货+一次调频

n 未来赢利是可期待：

         1、电池的价格和维护成本的降低；

         2、完全电力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形成；

         3、储能技术的不断迭代。

储能商业模式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Thanks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