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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储能调频的总体需求会
越来越大：一方面 ，风电 、光伏等新能
源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更加需要包括调
频在内的辅助市场调节； 另一方面，包
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用户侧也有调频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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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核心阅读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国光伏产业上半年发展情况的话，那就
是‘形势很不好，表现还不错！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勃华说。

三重因素支撑多晶硅
价格大涨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6.5-7.5 万元/吨 ， 成交均价上涨至
6.81 万元/吨， 周环比涨幅为 8.61%；
多晶免洗料价格区间在 3.7-3.8 万
元/吨 ， 成交均价上涨至 3.78 万元/
吨，周环比涨幅为 5.0%。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
新订单成交主要集中在复投料和多
晶免洗料中，单晶致密料和单晶菜花
料均无成交。 上周实际订单成交量较
少，主要是由于 ，国内多晶硅产能中
49.1%集中在新疆，而目前新疆地区多
晶硅料受疫情及检修自查等原因，出
货受阻，而其余各企业仍在执行前期
订单， 有余量及库存的企业极少，市
场有价无货，故上周只有少量 7 月份
急单以较大涨幅成交。

上周多晶硅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
原因在于 ：第一 ，各硅片大厂扩产产
能稳步释放，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供
应方面国内有 3 家万吨级企业检修，
市场从 7 月初就已开始呈现供应偏
紧的现状；第二，新疆疫情管控升级，
导致部分企业产品物流运输受限，出
货不及时。 第三，新疆地区个别企业
检修规模计划外突增，导致原已紧缺
的硅料市场，更加供不应求。 因此，三
重动力因素共同支撑上周多晶硅价
格大幅上涨。

截至上周， 国内在产多晶硅企业
维持在 11 家， 其中正在进行检修的
企业有 3 家，预计检修结束时间均有
延后。 根据检修影响量预计 7 月份国
内多晶硅产量在 3.2 万吨左右，8 月份
产量将在 7 月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减
少，虽然 OCI 马来西亚厂将在 8 月份
有产能恢复释放量，但仍不足以补充
国内减少量 ，因此 ，预计 8 月份国内
市场供不应求程度更甚，多晶硅价格
仍将继续维持上涨走势。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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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
的光伏行业 2020 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
半年形势展望研讨会如约而至。 和往年不
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会议改为
在线上举行。 会议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影响
业内人士对光伏市场的关注，上千名观众
齐聚直播平台，聊天室内探讨激烈。

和火热的线上直播一样，今年上半年，
我国光伏产业持续发向好，新增装机规模
稳中有进。 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我
国光伏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从第
二季度开始， 产业显现出快速复苏态势。
4-6 月， 我国光伏发电月新增装机规模均
超过 1 吉瓦（折合为 100 万千瓦）。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国光伏产业
上半年发展情况的话，那就是‘形势很不
好，表现还不错！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说。

近 3 年来首次正增长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1-6
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1.5 吉
瓦， 其中， 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7.07
吉瓦，占比 61.48%，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规模 4.43 吉瓦，占比 38.52%。

去年同期， 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

模为 11.4 吉瓦， 今年相较去年同比增长
0.88%。虽然涨幅不大，但结果仍令人欣喜。
“2018 年以来， 我国上半年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规模分别同比下滑 1.6%和 52.5%。 今
年的小幅上涨是近 3 年来的首次正增
长。 ”王勃华表示。

下游应用市场的稳步推进离不开上游
制造环节的有力支撑。 制造端方面，上半
年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四大主要产
品产量均同比提升。 1—6 月，多晶硅产量
20.5 万吨，同比增加 32.2%，该环节头部企
业如期扩产，老旧产能加速淘汰；硅片产
量 75 吉瓦，同比增加 19%；电池片产量 59
吉瓦，同比上涨 15.7%，单晶 PERC 产量效
率进一步提升；组件产量 53.3 吉瓦，同比
增加 13.4%。

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第一季度我国光伏产业稍有下滑，
但从第二季度开始，市场逐步复苏，呈现
“一冷二热”的发展趋势。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
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看来，下半年我国光
伏市场将保持增长的发展势头，全年新增
装机规模将在 40—43 吉瓦。 “往年受 ‘6·
30’‘12·30’抢装影响，第二季度和第四季
度一般是全年新增装机容量较高的季度。
和往年的阶段性折线增长趋势不同，预计

今年光伏产业的发展趋势将呈现直线增
长，第三、第四季度净增规模将达 8.2 吉瓦
和 21.32 吉瓦左右， 分别占全年新增装机
总规模的 20%和 52%。 ”陶冶说。

区域集中度显著提升

今年上半年， 不管是集中式还是分
布式项目， 我国光伏产业区域集中度越
来越高。

据统计，1-6 月，全国新增装机规模接
近或超过 1 吉瓦的省份有 5 个， 分别是山
东、江苏、江西、河北和广东。 上述省份新
增装机规模占全国的 51.3%。 新增分布式
装机规模接近或超过 200 兆瓦的省份有 6
个，分别是山东、浙江、江苏、河北、河南和
江西。 上述省份新增分布式装机容量占全
国的 73%。

延续这一发展趋势， 今年获批的竞价
和平价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区域分布也较
为集中。2020 年，共有 25.97 吉瓦的竞价项
目入选， 规模较去年的 22.79 吉瓦进一步
扩大，分布地区却逐渐缩小，从 2019 年的
22 个省市区减少至今年的 15 个省市区。
平价项目方面， 今年分布在 13 个省市区，
基本与去年的 12 个省市区持平。

“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右
侧（即人口较为密集的东南地区），兼具光
照、消纳能力、较高煤电基准价等相对竞争
优势的地区。 ”王勃华表示，“比如，两湖、
两广地区脱硫煤电价高于 0.41 元/kWh，
申报了众多百兆瓦级渔光互补平价项目，
凭借较低的土地租赁成本使得此类项目具
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光伏发电
产业不断向平价上网迈进。 具体来看，在

竞价项目方面，全国单个项目最低电价较
2019 年下降 13.2%， 降至目前的 0.2427
元/kWh； 全国加权平均电价从去年的
0.4364 元/kWh 降低至目前的 0.372 元/
kWh，降幅达 14.8%；全国平均度电补贴强
度从 2019 年的 0.065 元/kWh 下降至今年
的 0.033 元/kWh，降幅达 49.2%。

出口量略有下滑

目前， 我国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全球
最完整、 产能最大的光伏产业链。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生产的多晶硅、硅片、电池
片、 组件在全球的占比分别为 67.3%、
97.4%、78.7%和 71.3%；在上述各环节产量
排名世界前 10 的企业中，我国企业分别占
有 7、10、9、8 个席位。

在此情况下， 海外市场的变化影响着
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影响，国内外
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今年全球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规模预测值。 然而，从 1—5 月我国海
关出口数据来看，海外市场仅仅稍有下滑。

据统计，1-5 月，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出
口量为 27.7 吉瓦，较去年同期的 28.2 吉瓦
下滑 1.8%。 在所有出口商品中，单晶产品
的占比较大。前 5 月，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
约 78.7 亿元，同比下降 10.1%。这是由于光
伏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出口额的下滑幅度
大于同期出口量下降幅度。

从预测来看，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将在
短期内对全球光伏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但
长期来看，光伏产业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
会变。 据研究机构 SPE 的最新预测，今年
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有望达到 112
吉瓦。

南方最大高山
风电场群投运

本报讯 7 月 20 日，国家电投广西兴
安严关风电场二期 50MW 项目 （下称
“严关二期项目”）投产运行。该项目采用
25 台金风科技设计制造的 GW121-
2.0MW 风电机组。

严关二期项目位于兴安县兴安镇
源江村，总投资 4.17 亿元，为市级重点
工程项目。 项目的成功投运，标志着国
家电投广西兴安风电有限公司源江片
区风电场群 60 万千瓦共 365 台风电
机组全部实现并网发电， 也标志着我
国南方最大高山风电场群在兴安县成
功投运。

金风科技与国家电投广西公司的合
作肇始于 2010 年，10 年间，双方通过大
量项目合作， 有力推动了广西兴安风电
规模化发展。 （杨舟）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
三项基础设施正式启用

本报讯 7 月 22 日，江苏如东打造
“全国绿色能源之城” 迎来重要节点：
金牛岛运维码头、应急通道、临时避风
锚地三项海上风电基础设施正式启
用， 这标志着如东乃至南通在推动风
电安全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迈出了
关键一步。

随着海上风电项目的集中建设，海上
风电场的设备运输和运维人员活动频
繁， 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由江苏海宇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并管理海上风电运维码头、应急通道
和临时避风锚地项目。 该项目将满足海
上风电运维船只的停泊、补给、避风需
要，对增强风电施工现场防灾减灾能力
具有重要作用。 （曹雯雯 朱海城）

华中电力试研院中标迪
拜光热光伏工程调试项目

本报讯 7 月 21 日，华中电力试研院
收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
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成功中标迪
拜 950MW 光热光伏复合电站工程单体
调试技术服务项目， 主要承接 A 标段、
D1 标段单体调试及系统调试配合等调
试工作。

该项目总投资约 40 亿美元， 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光热+光伏综合电站
项目，由迪拜水电局、沙特电力 ACWA
和中国丝路基金等共同投资。 项目采
用“一塔三槽+光伏”太阳能发电组合，
总发电量达到 950MW。 （张海天）

伴随《江苏电力辅助服务（调频）市场交
易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出台，江苏
电力辅助服务调频市场日前开启试运行。

当前，新能源并网装机的快速增长，正
日益激活储能调频市场的需求。 储能调频
能否迎来新发展机遇？

■■不能简单比较里程补偿价格

从目前数据统计的各地区 AGC 调频
辅助服务补偿规则来看， 此次江苏给出的
补偿规则稍有不同，补偿价格为全国最低。
江苏能监办称， 规则维护了所有具备合格
AGC 功能机组（含风电、光伏）、储能电站
和综合能源服务商的合理收益。

对此，有内人士担忧，这可能引发其他
地区效仿， 导致调频市场为降低成本而选
用并不合规的产品，从而扰乱市场秩序，降
低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时智勇则
指出， 从其他省份调频市场里程报价限价
看，山西为 5-10 元/兆瓦，福建为 0-8 元/
兆瓦， 广东为 6-15 元/兆瓦， 江苏为 0-1
元/兆瓦，里程报价最低，表面上看，存在降

低调频资源参与市场积极性的风险， 但也
要看到规则的差异性和市场的竞争性。

“首先，要认清江苏调频性能指标的评
价算法与其他地方并不相同，以广东为例，
调频性能指标由调节速率、 响应时间和调
节精度三个参数共同决定， 最大值不超过
3，江苏调频性能指标只由调节速率和调节
精度决定，且计算公式不同，对于储能而言
最大值可以超过 10；其次，要认清储能仅
仅是调频市场的主体之一， 是否具备竞争
力是由市场决定。同时，《规则》的制定充分
考虑了各类调频资源的特性， 遵循了按效
果付费的原则， 即性能越好的机组补偿费
用越高， 对于调节性能差的机组即使以较
低的价格中标，其收益也相应降低，且后期
难以继续中标，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
情况。 ”时智勇说。

中国能建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
主任吴俊宏表示， 江苏调频补助算法与其
他地区并不一样，简单比较价格没有意义。

■■新能源激活调频辅助服务

所谓的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是指自动
发电控制（AGC），即二次调频。 各类调频
资源通过自动发电控制功能按照一定调
节速率实时调整发电出力，跟踪电力调度
指令，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和联络线功率
控制要求。

时智勇表示， 我国调频辅助服务以省
为单位开展， 调度机构以省级联络线功率
控制为目标，根据“按需调用、按序调用”的
原则， 将相关指令分解后下发至各调频机

组。调频辅助服务从指令生成、调用以及执
行均较为独立， 与其他辅助服务品种相比
最适合市场化。

“不过我国调频辅助服务补偿费用规
模相对较小， 主要原因是二次调频需求并
不迫切，以火电、水电机组为主要电源结构
的电力系统，二次调频资源总体充裕，常规
机组即可满足调频基本需求， 同时我国已
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同步电网， 系统
之间互济能力显著增强， 这大大提高了频
率稳定性。 ”时智勇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坚认
为，短期来看，整体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企
业在意政府给出的价格是否具备吸引力；长
期来看，储能调频的总体需求会越来越大，主
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
展规模越来越大， 更加需要包括调频在内的
辅助市场调节；另一方面，包括新能源汽车在
内的用户侧也有调频需求。

“我国储能调频发展到现在，仍是在电
源侧发挥作用，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将
会引导用户侧资源加入进来。另外，目前调
频的补偿和奖励机制并没有落实， 并没有
真正的发挥市场化的优势， 未来这方面的
细则将有望落到实处。 ”吴俊宏说。

■■储能调频的身份定位有待明确

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来看，山
西、福建、广东、江苏、甘肃均将储能纳入市场
主体， 储能参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主要包括
储能联合火电机组调频以及独立储能电站调
频。 目前来看，技术不是主要障碍，但在市场

化运营方面，却存在着不小的难题。
时智勇认为， 当前储能联合火电机组

调频是我国现行辅助服务考核机制下的特
有形式，但是，调频容量需求有限，且基本
固定，若越来越多的机组配置储能，市场快
速饱和，导致价格过低，在市场并未产生增
量收益的情况下， 补偿费用仅仅是在各发
电机组之间重新分配。

吴俊宏表示，目前来看，储能调频所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 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
“其在市场中并没有清晰角色定位，究竟是
以电网、售电公司还是用户侧参与进去，身
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发展难度巨大。 ”

“除了成本回收问题外，安全性也是一
个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刘坚指出，“储能调
频是储能行业里安全性挑战最大的， 一旦
安全监管体制会更加严格， 部分企业可能
连获得入场券的资格都没有。 ”

针对储能参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的前
景，时智勇指出：一是要完善市场规则，允
许储能等资源公平参与调频市场； 二是设
计合理的调频价格形成机制， 储能调频的
优势在于快速响应和精确的跟踪能力，设
计一个充分反映储能价值的补偿机制是市
场公平性的重要体现； 三是要根据电力系
统实际需要建立调频辅助服务新品种，随
着我国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电力系统面临
电力电子化，转动惯量持续减少以及“强直
弱交”等一系列问题，对能够提供毫秒至数
秒级的快速调频资源需求迫切。 储能是应
对该类问题的重要措施， 未来各省可根据
需要建立快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以满足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储能调频市场蓄势待发
■■ 韩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