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煤电大省到新能源发展“新秀”，近
年来，安徽交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傲人
成绩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安
徽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占到总装机
量的 28%。 其中，光伏装机规模已达 1254
万千瓦，位列全国第五。

随着新能源加快发展、 能源结构逐
步优化，为缓解电网消纳压力，安徽省亦
率先在全国开展了“风电+储能”建设，卓
有成效地探索了储能的市场化应用。

各种储能形式“百花齐放”

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孙疃镇和四
铺镇境内的华润濉溪孙疃 50 兆瓦风电场，
即是安徽开展“风电+储能”的典型示范。当
前，该项目已于今年 7月成功并网发电。

据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华润濉溪
孙疃 50 兆瓦风电场装机容量达 50 兆瓦，
配套建设 10 兆瓦/10 兆瓦时电化学储能
系统。 “通过‘风电+储能’建设模式，风电
场的运行调节能力、 电网的整体调峰、调
频能力均大大提升，其在保障大电网安全
和新能源消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成后，预计年
上网电量达 12080 万度，每年可节约标准
煤 3.92 万吨， 同时可大量减少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烟尘等有毒有害

气体排放,最大限度减轻环境污染。
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安徽省储能发展

的主要形式。 据记者了解，当前，安徽省抽
水蓄能装机规模已达 288 万千瓦， 其中，
已投产抽水蓄能电站 3 座，在建 2 座。

近日，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省能源研究院电力
规划中心副主任孟祥娟在第十届中国国
际储能大会上介绍，在储能应用的其他领
域，安徽均有尝试。 如在用户侧储能领域，
目前安徽省最大的用户侧储能———庐江
国轩 75 兆瓦/300 兆瓦时已建设完成；而
在电网侧储能领域，国内第一个兆瓦级氢
能源储能电站也已落户安徽六安市。

多因素“力捧”储能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安徽省八个地
市的新能源装机总规模超 100 万千瓦，今
年 1—5 月， 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增幅达到
25.9%， 新能源装机负荷低谷时段多次出
现了新能源消纳风险。

“今年 1—5 月，安徽省新能源月均最
大负荷达到了 821 万千瓦，电网调峰问题
凸出。 多个 500 千伏输电通道出现重载、
满载现象。 日益增大的电网调控缺口，为
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 ”孟祥娟说。

与此同时，近年来安徽省全社会用电

需求不断加大， 导致电网峰谷差持续扩
大，电网调峰压力与日俱增，也是储能发
展的主要动力。

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 安徽全社会
用电量、最大负荷分别为 2300 亿千瓦时、
4480 万千瓦。 用电量增速高出全国 2.6 个
百分点。

“用电需求高速增长态势下，峰谷差
亦呈现逐年增大趋势。2019 年按安徽省最
大用电峰谷差为 1369.82 万千瓦， 同比增
加了 117.3 万千瓦。 ”孟祥娟说， 在此背景
下，推动安徽省相继出台了储能发展的一
系列相关政策。 2019 年，华东能源监管局
印发了《关于安徽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转入试运行的通知》、《关于公开征求对电
化学储能电站参与安徽电力调峰辅助服
务市场规则条款意见的公告》， 从而为储
能发展明确了方向。

盈利难成最大掣肘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尽管安徽省在
推动储能发展方面交出了高分答卷，但在
用户侧、电源侧、电网侧应用层面仍存诸
多瓶颈。

“在用户侧储能应用层面，安徽省峰
谷价差较小，盈利空间受限。 ”孟祥娟说，
“用户侧储能发展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峰谷
套利，而在 7、8、9 月，安徽省工商业及其
他用电峰谷价差在 0.56—0.61 元之间，其
他月份在 0.51—0.55 元之间， 总体来说，
峰谷价差较小，盈利空间不太可观。 ”

在电网侧储能应用层面， 孟祥娟分
析，目前安徽省尚未出台调频辅助服务市
场运营及管理准则，电源侧配置储能电站
成本较大，弃风弃电收益难以弥补投资增
加。 “以安徽省电源侧风电厂配置储能电
站为例，若按照 20%容量规模测算，电化
学储能投资将占到系统总成本的 6%左
右，投资压力较大。 ”

“随着新能源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储
能领域将有望突破峰谷套利盈利局限，实
现多场景规模化发展。 ”孟祥娟进一步分
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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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上上追追风风，，盐盐城城跑跑出出新新能能源源发发展展加加速速度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盈利瓶颈尚待突破

安徽探索储能发展显初效
■本报实习记者 张金梦

■本报实习记者 齐琛冏

“绿能补给舱”打造
移动式“新能源+农业”

两间小屋上覆盖着蓝晶晶的光
伏板，小屋内无土栽培的蔬菜在 LED
灯的照射下绿油油地生长，这是记者
在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下称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
院”） 内看到的农光互补新产品———
“绿能补给舱”。

9 月 30 日，绿能补给舱项目推介
发布会在京举办，多家媒体记者首次
一睹其真面目。

据介绍，绿能补给舱是国家电投
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基金
公司”）、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福建
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
的可离网供能、全智能控制、高效生
产的新型立体种植产品。

“屋顶和地面发电模块配备了 18
块 390 瓦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光
伏峰值功率 7.02kWp， 并采用安全且
降噪的 50kWh 磷酸铁锂电池作为储
能系统，共同保证补给舱的能源需求。
同时内部配置 LED 光从促进植物快
速生长，日产蔬菜量 6.2 千克，15—20
天即可成熟一茬，与阳光温室相比，单
位面积产量提高 16—24 倍，并且无菌
无农药，健康环保。 ”国家电投中央研
究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能源综合利用
室副主任刘艳红向记者介绍。

基金公司战略发展部负责人陈
阳告诉记者， 绿能补给舱将植物工
厂、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有机融合，将

风、光等可再生资源转化为可控制的
植物生长条件，有效促进植物快速生
长， 可彻底摆脱传统农业对土地、气
候等条件的依赖，实现“用电产粮”。

“绿能补给舱既可服务戈壁、高
原、离岛等地区，也可作为城市‘菜篮
子’，助力打造智能农业，是一个多系
统集成、 多场景应用的典型创新产
品。 ”国家电投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陈
西表示， 其可利用基金孵化引导创
新，构建能源产业与农牧生态产业合
作生态圈，打造“能源+农业”综合智
慧能源新产业。 目前，基金公司和中
央研究院以及合作单位发挥各自优
势，通过集成创新，已衍生了植物工
厂更多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今天既是一代产品的发布会，
也是二代产品的启动会，能源和农业
的结合还有更多种方式值得挖掘。 ”
陈阳在推介会上表示。

据介绍，“LN2 版本” 将新增更
多功能， 在光伏基础上增加微型水
力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等可再生
能源， 能源供给率更高， 互补性更
强； 同时配备制氢供氧系统和水循
环净化系统，形成多模块、多产品组
件设计， 灵活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和
环境需求。 并且随着能源成本的降
低，未来可应用于“育种”“育苗”“种
药”，实现“能源+高端种植业”模式，
进一步提升附加值。资资料料图图

绿绿能能补补给给舱舱

“风”势劲
上半年新能源发用电拿下“半壁江山”

“我们坚持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推
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加
快构建系统开发新格局、 打造制造集群新
高地、布局智慧能源‘新基建’。 ”盐城市委
书记戴源介绍，近年来，盐城新能源产业始
终保持 20%以上年增长速度。 即便受疫情
影响，今年上半年仍逆势增长 24%，预计全
年开票销售将突破 600 亿元。

盐城发展新能源， 特别是海上风电
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该市风
能资源丰富，拥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最
广的海域面积， 近海 100 米高度年平均
风速超过 7.6 米/秒， 远海接近 8 米/秒，
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达 3000—3600 小
时，成为江苏省打造“海上三峡”名副其
实的主战场。

相关数据显示，江苏海上风电规划
容量 1460 万千瓦 ， 共 61 个风电场 ，而
盐城即占 “半壁江山 ”，规划容量达到
822 万千瓦 ，共 35 个风电场 ，占全省规
划容量 56%、全国规划容量 11%。

目前， 盐城已建成投产海上风电项目
13 个，装机容量 291.3 万千瓦，占全国 1/2、
全球 1/10。 2019 年，该市新能源发电量达
到 148.4 亿千瓦时，占全市发电量 45.3%。

今年仅上半年就已突破 10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逾 40%，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
48.8%，占全市用电量比重达到 62.94%。

抢“风口”
目前已经形成全产业链发展

对于盐城这类传统能源资源禀赋差的
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
密集，多为电力高负荷地区，发电量不足，
电力短缺现象极为常见。

就江苏省而言，其最高电力负荷已
5 次破亿千瓦 ，以 “一省之力 ”就超越
了德国 、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最高用电
负荷。

一直以来， 高用电负荷也极大地考
验着盐城的电力供应能力 。 直到 1999
年，投资在万亿级别的“西电东送”被提
上议程，列入国家战略，电力短缺现象才
得以缓解。 随着特高压技术不断进步、电
厂电网建设步伐加快， 以及国家大力推
进清洁能源全额消纳等， 缺电局面进一
步得到缓解。

据介绍，意识到“电从远方来”终究不
能解决根本问题， 盐城市政府第一时间抢
占行业“风口”。2005 年，《可再生能源法》获
得通过，彼时中国风电开发尚处起步阶段，

以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东台市中标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为标志，盐城风电规模
化开发大幕就已拉开。

如今，华能集团、国家电投、国家能源、
三峡集团、中广核、鲁能集团、大唐……一
批 “大块头” 头部央企和国企布局云集盐
城，使得这里成为风电行业前 20 强央企国
企密集投资区。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顶着“海上风电
第一城”的光环，盐城的光伏制造业也不容
小觑。

盐城市发展光伏制造业已形成 24GW
光伏电池、14GW 光伏组件生产规模，实现
了硅片、电池、组件、应用及逆变器、导电
浆、金刚线等关键设备和材料的全产业链。

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盐城新能源产

业 开 票 销 售 541 ．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3 ．3％，其中新能源装备开票销售 440 ．2
亿元 ，同比增长 51 ．3％ ，预计 2020 年盐
城市新能源产业开票销售有望突破 600
亿元。

再启程
向千亿元级国际绿色能源之城进军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 即将到来，
盐城新能源产业发展蓝图也更为明晰：
打造领海内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领海外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加快
建成 4 个以上百亿园区、30 个十亿以上
企业， 建设十大行业示范引领工程，产
业规模达 1500 亿元 ， 打造国际绿色能
源之城。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立足近海、拓
展深远海，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向深远海迈
进，坚持系统化规划，推动海上风电集中
连片开发，建设全国海上风电开发的先行
区和示范区。 ”盐城市市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

该负责人进一步指出，盐城将致力于
构建起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新能源产业
体系，将“盐城新能源制造”打造成为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特色地标产业；并积极
抢抓“新基建”契机，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
源创新示范城市。

在前不久举办的 2020 中国新能源高
峰论坛上，盐城市市长曹路宝发出邀约：
“期待与社会各界在打造新能源装备制
造基地、新能源科创研发高地、新能源开
发应用样板、 新能源交流合作平台等重
点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共同打造引
领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
标和新高地。 ”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近几年来，江苏省盐城市持续厚植绿色发
展新优势，新能源产业逆势走强，跑出了“盐城加速度”。

记者近日获悉，上半年，该市新能源累计发电量 100.2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40.19%，占全省新能源发电量的 37.56%，占全市用电量高达 62.94%。

被誉为“海上风电第一城”的盐城，原本也是能源资源紧缺型城市，本地
缺煤、少油，用电负荷却又极高，长期依赖“西电东送”。 近年来，依靠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该市先后入选全国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国家海上风电产业
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城市。

那么，盐城靠什么打破东部沿海城市能源困局，奠定新能源发电“半
壁江山”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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