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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总院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19》称———

风、光渐成可再生能源电力增量主体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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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中电联：1-6月风电
投资同比增长152.2%

本报讯 根据中电联发布的最新
统计数据 ，截至 6 月底 ，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 20.5 亿千瓦 ，同比增长 5.5%。
其中 ， 风电 2.2 亿千瓦 ， 同比增长
12.3%。 太阳能发电 2.2 亿千瓦 ，同比
增长 16.4%

1-6 月份，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 1123 小时， 比上年同期降低
10 小时； 全国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 663 小时， 比上年同期增加 13
小时。

1-6 月份，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
能力 3695 万千瓦， 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378 万千瓦。 其中，风电 632 万千瓦、太
阳能发电 1015 万千瓦。 风电、太阳能发
电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277 万千瓦 、150
万千瓦。

1-6 月份，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完成投资 1738 亿元 ， 同比增长
51.5%。 其中，风电 854 亿元，同比增长
152.2%。 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
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92.5%， 比上
年同期提高 10.4 个百分点。 （杨丽华）

鼓励储能参与
电力需求响应

本报讯 日前 ， 浙江发改委发布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电力需求响应
工作的通知 》，鼓励储能设施等负荷
量大的用户和负荷集成商参与电力
需求响应 ，实现电力削峰填谷 ，促进
可再生能源消纳 ，进一步加快源网荷
储友好互动系统建设 。

《通知》称，将扩展需求响应主体，
突破工业用户作为单一主体参与模
式 ，进一步汇集储能设施 、充电桩 、商
业楼宇、居民家庭等多种负荷类型，积
极试点负荷集成商代理方式， 实现小
散用户高效聚合资源。 探索市场化竞
价模式，试点实行用户日前竞价、市场
统一出清的响应模式， 有效控制补贴
成本，提高用户参与积极性。 开展需求
响应资源参与电力市场业务研究 ，推
动参与备用、调峰等辅助服务市场，探
索需求响应资源市场准入、业务流程、
效果评估等核心要素纳入电力市场建
设运营细则。

根据该《通知》，削峰日前需求响应
按照单次响应的出清价格、 有效响应
电量进行补贴， 出清价格设置 4 元/千
瓦时价格上限； 填谷日前需求响应执
行 1.2 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价 ；
实时需求响应执行 4 元/千瓦时年度固
定补贴单价。 （张杨）

推动光伏等
新能源发电交易

本报讯 日前，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印发《陕西电力市场合同电量转
让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明确
提出：鼓励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机组替
代常规火电机组发电交易。 在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消纳受限地区， 为减少弃
风、弃光电量，新能源机组之间可以开
展相互替代发电交易。

《细则》明确，发电企业之间的优先
发电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必须符合节能
减排原则： 火电机组可以转让给风电、
光伏发电、水电等清洁能源机组，不得
逆向转让；保证电网安全运行所需的发
电量不得转让。

《细则》指出，鼓励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机组，以及大容量、高参数、环保机组
开展替代燃煤自备电厂机组发电交易。
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受限地区，为
减少弃风、弃光电量，新能源机组之间可
以开展相互替代发电交易。 （刘斌）

风电光伏
资源规划发布

本报讯 日前 ， 河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 《关于印发<河北省风
电光伏发电资源规划>的通知 》 （冀
发改能源 〔2020〕932 号 ）。 至此 ，由河
北省能源规划研究中心承担编制的
《河 北 省 风 电 光 伏 发 电 资 源 规 划 》
（以下简称 《规划 》）完成最后收口工
作 ，正式发布 。

《规划》以促进河北省可再生能源
科学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合理
统筹土地资源和电网接入条件 ，将风
电光伏发电资源规划与国土空间规
划 、电网建设规划等有机结合 ，分期 、
分区域提出可利用资源 ，确保该省资
源规范有序开发建设。 规划成果为未
来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的开发建设
提供指导依据。

后续，《规划》 将持续进行滚动修
编， 助力河北能源高水平规划和高质
量发展。 （仝川）

陕
西

“随着技术进步、 成本下降和系统灵
活性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逐渐成为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量主体。 ”水电水利
规划设计总院（简称“水电总院”）副院长
易跃春 7 月 22 日在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
展报告 2019》（简称“报告”）线上发布会表
示，“十三五”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
年均增长率为 12%，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
机所占年度装机比重超过 50%，中国的能
源转型正在稳步推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
结构布局不断优化， 质量效益持续提升，
未来总体形势向好，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
展方向已经成为共识。

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低于全球水平

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副司长李创军介绍，截至 2019 年底，我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94 亿千瓦，
同比增长 9%， 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9.5%，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
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2019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继续快速发
展，可再生能源在非化石能源中占比超过
85%， 支撑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前一年
达标。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首次双
双突破 2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超
过 2 万亿千瓦时。 ”水电总院院长郑声安
指出，“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要

总结成绩与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目
前存在的问题。 ”

郑声安进一步表示，从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消费中的占比和在发电量中的占比都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水可再生能源在
发电量中的占比，尤其是非水可再生能源
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远远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 “从长远发展来看，影响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因素更加复杂。 如国土空间、
生态红线、 环境保护等要求不断提高，缺
乏风电、光伏发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客
观标准，一味规避‘三区三线’使得部分省
份的风电实际可开发量不足技术可开发

量的 5%。 ”

去年风电光伏投资一涨一跌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风电和太阳能发
展迅速，风电、光伏装机均基本达到“十三
五”低限目标。 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底，
中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 21005 万
千瓦，达到最低限发展目标，海上风电累
计并网装机容量达 593 万千瓦，接近规划
目标；截至 2019 年底，光伏累计装机容量
达 20430 万千瓦，超过规划最低目标。

良好的产业预期带动了投资增长。 去
年中国风电新增投资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总投资约 2080 亿元，其中，陆上风电新增
投资约 1780 亿元， 海上风电新增投资约
300 亿元。 受新增装机规模增长和单位千
瓦造价上升影响， 去年新增投资规模较
2018 年 1462 亿元投资规模增长约 42%。

与风电投资较大幅增长相比，光伏总
投资同比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显示，去年，
中国光伏发电新增总投资约 1320 亿元，
受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减小和单位千
瓦造价持续下降影响， 去年投资规模比
2018 年下降约 45%。

光伏将成上网电价最低的可再生能源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成本
降低和技术进步为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带来巨大机遇。 “坚决不动摇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信心。 在‘十四五’期间，中广核每
年将以不低于 300 万千瓦的装机规模推
动新能源发展。 ”中广核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章建忠表示。

谈及我国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趋势
时，易跃春预测，到 2020 年底，常规水电
将达到 3.35 亿千瓦 ， 抽水蓄能将达到
3200 万千瓦，风电和光伏都将达到 2.4 亿
千瓦左右，生物质能将达到 2550 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将显著提升，‘十四
五 ’期间基本解决弃水 、弃风 、弃光的问
题， 光伏发电有望成为上网电价最低、规
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

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鱼江涛看来，“十四五”期间实
现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设
备迭代必不可少。 “以海上风电设备创新
为例，近十年来海上风电整体成本降低了
29%，‘十四五’对于风电设备商来说，开发
模式、路径，发展理念均需根本性改变，技
术创新是唯一出路。 ”

“前期，我们已经公布了今年光伏竞
价结果， 近期还将公布今年平价项目名
单，保持光伏行业合理发展规模，实现新
能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 李创军表示，
“目前， 我们正在抓紧组织开展可再生能
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坚
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
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 ”

近日， 在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CNESA）举办的“储能百家讲堂”线上交
流会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
院郑华预测，大规模储能将在西北地区率
先“爆发”。 而共享储能模式将有望消除传
统 1 对 1 独享储能模式所带来的初始投
资高、利用率不足等弊病。

西北共享储能破冰

地处西北的青海，拥有丰富的锂矿资
源，当地政府有意借助资源优势推动储能
产业发展。2018 年，青海曾发布《关于促进
青海省锂电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鼓励储能应用。

“青海主打的就是新能源这张牌，将
新能源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发展 。 同时 ，
将区块链融入到了电力市场交易中 ，让
共享储能变为可能。 ” 一位业内资深专
家表示。

2017 年底，针对青海格尔木地区“弃
光”特性、AGC 控制模式、交易结算机制
等问题，有关方面提出了共享储能理念及
解决方案。 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基本形成
了青海储能参与新能源调峰辅助服务等
配套规则。

郑华认为，未来我国新能源发展仍将
以大规模、集中式电源基地开发及外送为
主，西北地区仍将是我国的新能源外送基
地。 但是，随着新能源占比的逐年提升，西
北地区普遍存在区内消纳能力不足、灵活
性调节资源有限等问题， 且逐渐呈现出
“电力紧张、电量富裕”等特性，在部分缺

少常规机组支撑的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
高比例新能源并网系统还面临备用容量
缺乏、调频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
储能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但
是，一直以来，无论是风电+储能，还是光
伏+储能，均为独享模式，往往造成初始投
资高、利用率不足、回收期长、IRR 过低等
问题。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
岳芬认为，西北辅助服务市场改革将独立
储能主体参与市场纳入考量，这给共享储
能模式带来了市场机会。 同时，也可以借
助共享模式解决过去单个电站配置储能
存在的利用率低、收益差等问题。

仍需打破机制束缚

近年来 ，青海 “弃风 ”“弃光 ”问题突
出。 随着青海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

基地建设的全面推进，对输送通道和电网
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激发了对储
能的需求。

岳芬表示，共享储能借鉴了“共享经
济”的概念，它的交易特征是 1 对 N，而电
是同一技术属性的商品，“共享”首先要明
确交易中存储电量的来源主体，这需要相
应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 更深层次的问
题是，需要突破体制和机制束缚，如结算
机制、输配电价核算机制等，这需要一个
过程。

郑华认为， 共享储能是储能单元的
虚拟化，可涵盖现有的多种场景与模式，
服务对象既可以是发电企业、负荷用户，
也可以是电网企业。 共享储能的控制策
略 、计量 、结算等方面的要求更为复杂 ，
虽然在交易机制、结算流程、输配电价等
方面与现行规则有一定的差异， 但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制度框架， 实现大规模共
享储能的落地实施。 比如在输配电价方
面， 青海是以网损费用代替共享储能与
新能源企业充电交易过程的输配电费 ，
而新疆则采用新能源汇集站方式， 避免
了储能与新能源企业充电交易过程的输
配电费问题。 因此，共享储能作为一种新
型商业模式，需要各环节共同努力，实现
多方共赢。

不过 ，也有业内专家认为 ，当前 ，共
享储能缺乏完善的落地方案， 无法分辨
储能单元中的电是谁发出来的， 又输送
给了谁。

“另外，如何收费也是一大问题，电力
系统是一个‘大池子’，不同类型的电源都

在里面， 很难去分清是谁用了这度电，又
该收费多少。 ”上述专家表示。

暂不具备全国推广条件

在业内看来，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共
享储能，还需一个认知的过程。 在政策制
定中，需要利益各方广泛参与，建立良好
的协同机制， 让资本在政策的引导下，真
正成为推动储能行业发展的利器。

“未来，大规模共享储能将会有两个
发展方向，一是将更多的分散式储能纳入
共享范围，包括移动储能车、电动汽车等；
二是基于共享储能云， 结合用户用能数
据、气象数据等实现更多应用，例如，为一
个客户，甚至是多个客户提供削峰填谷等
多样化服务。 ” 岳芬说。

郑华表示 ：“从 ‘十四五 ’规划来看 ，
大规模共享储能电站将主要布局在西
北 ，包括新疆 、青海 、甘肃 、内蒙古 、宁夏
等新能源外送地区。 对于外送大省来说，
共享储能模式不仅可提升区内新能源消
纳水平， 还可以有效提升外送直流的新
能源占比。 另外，目前，江苏、浙江等地也
在结合海上风电、 需求响应等领域探索
共享储能的可行性， 但由于中东部地区
主要是用能市场， 未来大规模共享储能
布局相对少一些。 ”

不过 ，上述专家认为 ，就目前来说 ，
电源侧、 电网侧和用户侧如何共同走到
共享这一步，就是一个难题。 “如果推进
共享储能模式，仍需要一个‘摸着石头过
河’的过程。 ”

共享储能市场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 韩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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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无论是“风
电+储能 ”，还是 “光伏+
储能”，均为独享模式，往
往造成初始投资高、利用
率不足 、 回收期长、IRR
过低等问题，共享储能模
式的兴起，有望解决上述
难题。

安徽铜陵大力推
广工业清洁能源，利用
工业区闲置土地、厂房
屋顶架设光伏发电设
备，建设分布式光伏电
站， 生产清洁电能，降
低企业生产成本 。 目
前，安徽省铜陵市已建
成企业分布式光伏电
站 10 余座， 总装机容
量 8 兆瓦，年均发电量
约 800 万千瓦时。 图为
工人在海亮工业园分
布式光伏电站检修维
护光伏板。 人民图片

核心阅读

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可再生
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和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均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水可
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的占
比，尤其是非水可再生能源
的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
比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