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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光 伏

与欧洲模式迥然

我国海上风电母港建设如何启航？
■■本报实习记者 韩逸飞

目前， 江苏省如东与射阳两个相距两
百余公里的县域，正成为风电产业链的“新
引擎”：南通（如东）风电母港装备产业基地
已经揭牌，规划建设“华东领先的百亿级海
上风电产业园区”；同期，射阳正在打造建
设“国际海上风电产业新城”，规划年产值
千亿元。两地产业布局虽略有差异，但都瞄
准了海上风电母港这一目标。

记者了解到， 海上风电母港建设虽然
轰轰烈烈展开，但对于有没有必要建，应该
怎么建，业内仍众说纷纭。

多地积极打造海上风电母港

近年来，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量实现跨
越式发展，“十三五” 海上风电装机目标提
前超额完成。在“抢装”效应带动下，港口在
促进产业链集成，迈向“深远海”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在海上风电产业发
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目前，广东阳江、广东揭阳、浙江舟山
六横、江苏如东、江苏射阳、山东蓬莱等地
纷纷在海岸线孕育海上风电母港， 希望打
造比肩丹麦埃斯比约港的世界领先的海上
风电母港。

不过，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我
国的海上风电母港， 更多是出于地方政府
招商引资的意愿， 并非产业发展水到渠成
的结果。

“我国所谓的海上风电母港，实际上更
像是产业园区， 地方政府看重企业入驻所

带来的产业链集聚效应， 以及源源不断带
来的就业、税收等可持续收益。 ”上述业内
人士说。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
书长秦海岩看来， 海上风电母港需要做到
“产、学、港、研、服”为一体：产，即汇集整机
制造商、大部件制造商、通用部件制造商；
学，即拥有高校分校与实践基地、风电人员
培训中心、国际交流基地；港，即继续扩大
港口面积，并完善周边配套；研，即建立测
试与实验研究基地、数据监控与分析中心；
服，即强化运维服务、设立物流中心、搭建
第三方海上项目服务基地以及金融中心。
只有做到这五方面，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
海上风电母港。

面临后“抢装”时代考验

显然，打造真正的海上风电母港，我国
仍需走过较长的探索期。 打造一个风电母
港对于港口的要求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港
口水深、洋流流向、通航时间等地理“硬条
件”，对风电母港所处地区的海上风电产业

链也有更高的要求。
易渡（武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宋燕华表示， 想要打造我国的风电母港，首
先，要明确行业是否真的有需求。 当前市场
处于“抢装期”内，2022年后，我国海上风电
将不再有国家补贴，与此同时，地方补贴政
策尚不明确。 所以，一旦受补贴退坡影响，装
机量下降，风电母港建设的必要性将大打折
扣；其次，风电母港作为经济类基础设施成
熟板块，属于长久资产，需要 5-10年时间才
能收回成本，“抢装期”过后，风电母港的使
用率很可能下降；最后，从现实来看，当前风
电母港的建设投资回报风险仍然较大。

采访中， 一位从事海上风电研究的专
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欧洲建设海上风电母
港主要目的是锁定项目资源， 在港口储备
设备， 减少因供货不足而导致的施工等待
时间，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转效率。 比如，
丹麦埃斯比约港、德国不来梅哈芬港、英国
赫尔港、 荷兰埃姆斯哈文港等世界领先的
风电母港， 都建立在这些欧洲国家成熟的
海上风电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 而国内海
上风电母港的“产业链基地模式”则与欧洲

明显不同。
“我国当前海上风电供应链尚未成熟，

母港的建设主要服务于大型制造基地，吸
引产业链聚集，长期来看，很难充分降低风
电场的海上物流时间。 ”该人士说。

探寻中国特色风电母港建设模式

越来越多的风电母港沿着我国广阔的
海岸线布局，从地图上看，阳江、揭阳、蓬莱
等地已在建设之中， 阳江力争到 2030年形
成“面向世界的海上风电母港”；揭阳建成国
内最大的 7万吨级泊位风电专业码头，通航
能力 380万吨；蓬莱则利用了原有的两个 5
万吨级大件码头，打造北方最大风电母港。

那么， 又该如何打造适应中国风电产
业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风电母港？

上述从事风电研究的专业人士表示，
想建好风电母港，就要做到科学发展，加强
统筹协调， 制定出经得起考验的海上风电
母港发展规划， 减少风电企业在运维方面
不必要的重复投入， 才能真正凸显风电母
港的价值。

“风电母港的发展，代表着我国海上
风电业的区域竞争正从风电场开发、风机
制造环节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 宋燕华指
出，“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将不断向深海探
索， 海上风机的质量和体积越来越大，运
输困难度不断提高。 所以，需要以风电母
港为圆心，提升整个产业链效率，共同解
决市场难题。 ”

核心阅读

欧洲建设海上风电母港主要目的是锁定项目资源，减少供货不足导致的施工
等待时间，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转效率。 而我国的海上风电母港，实际上更像是产
业园区，地方政府更看重企业入驻所带来的产业链集聚效应。

“由于长三角电力需求量大、用电负
荷高， 加之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占比、发
电占比不断提高，有必要推动该地区储能
产业的发展。 如浙江省电力负荷大，近年
来开始加大储能领域的投入，规划建设中
的储能装机规模已超过 1 吉瓦。 ” 近日，
“十四五” 长三角储能产业一体化建设专
家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行业咨询公司普
星聚能总经理赵昀如是说。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也顺势
而动。 今年以来，安徽合肥光储充“多站融
合”项目、浙江建德海螺新能源光储一体
化项目等先后签约，长三角地区储能产业
发展迎来新风口。

电网侧储能布局提速

长三角地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性需
求较高，储能装机规模不断攀升。 根据全
球储能项目库的数据统计， 截至 2019 年
底， 长三角已投运的电力储能装机容量
8.96 吉瓦，占全国已投运储能装机规模的
27.19%，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两省，以抽
水蓄能为主。

“随着电网规模的扩大、区外来电规
模的增加，长三角地区电网安全运行的风
险仍然存在，该地区电网对特高压交直流
严重故障的主要防御能力还不足，电网急
需毫秒级响应资源。 而储能的加入将有效

解决这一需要。 ”赵昀表示。
在此背景下，国网江苏电力正在加速

电网侧储能的布局。 2018 年至今，国网江
苏电力已经开展了两批电网侧储能项目
建设工作。 第一批总规模为 101 兆瓦/202
兆瓦时的镇江电网侧储能电站集群已建
成投运。 第二批在南京、盐城、苏州市及其
下辖地区建设 9 个储能电站， 总规模为
430.92 兆瓦/752.4 兆瓦时，其中 4 座正在
建设中。 如上述项目可以顺利投运，则将
再次带动我国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的大
幅提升。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
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认为，经济快速发展
带来的电力供应不平衡问题将进一步推
动电网侧储能市场建设。 由于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经济圈具备了发展
储能产业支撑经济社会高效、高质量发展
的市场条件，其电网侧储能、园区工商业
储能等领域的未来市场空间释放也将进
一步加快。

一体化项目有待开发

从整体上看，目前，电网侧和用户侧
储能是长三角地区储能的主要参与形式。
由于可再生能源在长三角电力发电量中
的占比并不高，电源侧储能还不是该地区
储能应用的主要模式。 但在业内人士看

来， 随着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
电源侧储能将成为未来长三角地区储能
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国网江苏经济研究院主任李琥告诉
记者：“江苏省新能源发展与苏南负荷中
心呈逆向分布，部分县市新能源装机远超
最大负荷，在此情况下，部分时段‘北电南
送’断面或存在输电阻塞。 ”

据普星聚能的研究，在新能源集中接
入区域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的情况下，
新能源大发后将导致 500 千伏过江断面
电力流大幅增加，部分通道潮流超过调度
运行限额， 对电网稳定运行造成影响；新
能源集中接入县域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
超过部分区域最大负荷，新能源大发且负
荷底谷时段，500 千伏主变及 220 千伏输
电网断面潮流阻塞矛盾突出，将增加弃风
弃光风险。

今年初，《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 发布，
提出将建设长三角绿色储能基地，开展风
光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微电网技术研发，实
现分布式能源高效、灵活接入以及生产消
费一体化等。

4 月， 合肥供电公司等一批传统电力
供应站点拟升级打造集合光伏电站、储能
电站、电动汽车充电站、数据中心等为一
体的“多站融合”项目。

东方日升储能事业部副总经理秦宇
峰说：“仅今年上半年，针对新能源电站配
置储能的项目，国内招标规模就已经超过
200 兆瓦时。 ”

回收机制尚不清晰

在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促进下，不少企业

对储能持积极态度，但由于成本较高、盈利
模式并不清晰，产业内也有不少担忧情绪。

普星聚能研究显示，目前，各类储能
项目投资回收机制尚不清晰，保障储能运
营的政策制度尚未成熟，已经成为影响储
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不同应用场所
投资回收机制看，新能源电源侧储能主要
依托新能源发电上网电费分摊和减少辅
助服务考核，但随着新能源平价时代的到
来，新能源电厂将难以为储能提供足够的
分摊费用。 而常规电源侧储能主要依托辅
助服务实现项目盈利，但辅助服务市场政
策尚未成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对于电
网侧储能，其主要依托于电网企业租赁模
式，由于《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中明
确规定储能设备不纳入输配电价，该盈利
模式还需创新研究。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高管表示，储能
项目功能的单一也影响了盈利空间。 新能
源电源侧储能主要承担平滑新能源功率
的功能， 常规电源侧储能则是调频功能，
电网侧主要承担系统调峰，用户侧是削峰
填谷，各类项目主要围绕应用场景独立运
行，储能难以发挥规模化运营效果。 如果
可以根据项目应用场所进行统一规划，则
可以有效避免电网储能设施灵活资源浪
费的问题。

业内资深专家来小康认为，针对长三
角地区，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人才队伍是其
发展储能的重要优势。

普星聚能也在报告中指出，长三角地
区产业政策充分体现了对研发的重视，同
时，从产业布局看，本土储能企业正不断
扩大储能产业链布局。 随着储能技术不断
发展，储能产业链环节扩大，储能成本将
持续下降，市场将逐渐打开。

长三角“多站融合”储能市场潜力待挖

核心阅读

从整体上看，目前，电网侧和用户侧储能是长三角地区储能的主要参与形式。 但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电源侧储能将成为未来长三
角地区储能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多站融合”的一体化储能项目或迎来风口。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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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黔江区海拔
1500 多米高山上， 麒麟
盖光伏电站的运维工人，
在一缕缕强光间巡检维
修。 每当夕阳西下，重峦
叠嶂的山坡上整齐地排
列 着 一 道 道 光 伏 发 电
板， 落日余晖下闪耀着
夺目的光辉， 宛若置身
于“金色梯田”。 这片“光
伏梯田” 通过招商引资
建成，大约有 30 余万片
光伏板， 光伏板安装区
涉及 4 个村， 年均发电
量约 1 亿度。 人民图片

重重庆庆黔黔江江：：高高山山上上建建成成““光光伏伏梯梯田田””

上下游博弈致
硅料价格持稳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9.7-10.4 万元/吨 ， 成交均价维持在
9.94 万元/吨；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9.5-9.8 万元/吨， 成交均价维持 9.68
万元/吨不变。

上周多晶硅市场持稳运行， 其中
复投料、单晶致密料、单晶菜花料、多
晶免洗料价格均持稳不变。 上周多晶
硅成交价整体持稳，主要原因是：从市
场实际供需看， 根据 9 月份国内多晶
硅产量、进口量和硅片产量计划预测，
供不应求仍是本月市场的主导氛围 ，
多晶硅价格仍有上涨动力； 从市场供
需变量看， 新疆地区多晶硅企业陆续
开始恢复生产，供应小幅增加，个别硅
片企业开工率略有调整， 需求小幅减
少，故下游以此作为压价依据。 因此，
上周上下游博弈致使多晶硅市场整体
持稳运行。

截至上周， 新疆地区检修的四家
多晶硅企业，均陆续开始恢复生产，其
中两家已恢复至满产运行， 另外两家
按计划如期恢复 50%及以上产能 ，预
计新疆地区企业 9 月份产量将环比增
加 4500 吨左右，其他有生产波动的企
业，增量和减量都在 1200 吨左右。 9 月
份国内多晶硅总产量预计在 3.09-3.18
万吨，环比增幅约 16-19%，但相比上
半年 3.42 万吨的月均产量，仍有 9.7%
的差额， 相比 4 月份产量高点更是有
4000-5000 吨左右的差距。 因此，在没
有库存作为补充供应的条件下， 多晶
硅市场供应仍相对不足， 但上周开始
的上下游博弈， 将使得多晶硅价格上
涨乏力， 预计短期内市场将维持价格
持稳的走势。 （刘晶）

中国电子云助力
新能源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 大数据、 云计算和 5G 正改
变着能源产业。 在风电场、光伏电站、储
能电站， 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使得新能源
变得更加智慧高效和友好， 而这一切离
不开云计算产业。

日前， 中国电子云全球总部宣布落
户武汉。 中国电子云是中国电子自主技
术的匠心之作，是“中国架构”安全为先
的最佳实践，也是中国电子为政府机构、
公共服务、 央企国企专属打造的新一代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据悉， 中国云计算产业在经历了以
互联网、电商、视频为代表的“公有云+
互联网客户”大发展阶段之后，在 2020
年进入了以政企核心业务上云为代表的
新阶段，上云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当
前，我国政企用户上云的需求旺盛，云的
安全性成为影响社会、 企业与个人的重
要挑战。 “新基建”作为我国当下乃至未
来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本质上是以
“移、物、云、大、智”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
施的建设， 目的在于为发展数字经济提
供基础。其中，云计算作为数字化转型的
基础，安全性已成为产业重大课题，随着
新能源、数字电网等应用的落地，安全挑
战将进一步加剧， 其重点在于如何在云
端把好安全大门。

中国电子云为政企数字化转型而
生，具备安全核心、安全架构、安全服务，
助力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先行官”，不断
提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水平，助推
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闫冰）

江苏中能颗粒硅研发
与制造基地开工扩建

本报讯 9 月 8 日， 全球单体最大规
模颗粒硅项目———保利协鑫旗下江苏中
能规划产能 10 万吨、首期 5.4 万吨颗粒
硅项目正式开工扩建。 这标志着保利协
鑫全面进入“技术流程更优、装备智能更
新、生产工艺更精、制造成本更低”的颗
粒硅产品智能制造新时代， 为中国光伏
平价上网提供“鑫”动能。

此次扩产，在江苏中能已有颗粒硅
年产能 0.9 万吨基础上提档扩容升级，
投产后将缓解单晶市场复投料需求日
益激增问题，为中国光伏产业平价上网
提供更高科技、更优工艺、更低成本的
协鑫智造产品。据悉，5.4 万吨颗粒硅项
目规划占地 600 亩，总投资 47 亿元，计
划分两期建设， 一期于 2021 年 6 月年
产能扩至 3 万吨，2021 年底年产能扩至
5.4 万吨。

据了解，目前，下游多家合作方已
完成颗粒硅单晶拉制批量应用， 头尾
寿命、尾碳、成晶率、单产、转换效率均
领先行业水平， 极大地满足下游客户
需求。 （王萍）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