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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电站创造单座
水电站发电量世界纪录

本报讯 三峡集团近日发布消息称，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 世界装机规
模最大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全年累计
生产清洁电能 1118 亿千瓦时，打破了南
美洲伊泰普水电站于 2016 年创造并保
持的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据悉，1118 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可供
上海市用电 （按2019 年用电量计算 ）约
8 个月 ；与燃煤发电相比 ，可替代标准
煤约 3439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9402
万吨、 二氧化硫 2.24 万吨 、 氮氧化物
2 .12 万吨。

防洪方面，三峡集团严格落实 2020
年汛期三峡工程各项风险管控措施 ，
优化三峡水电站机组运行工况 ， 为电
站防洪度汛和安全发电打下坚实 基
础 ，机组设备可控 ，三峡工程始终处于
安全稳定运行状态。

2020 年 12 月以来，受寒潮影响，三峡
水电站部分受电区域气温偏低， 采暖用
电负荷加速释放，电力供应缺口大，该电
站 12 月12 日至 30 日紧急调整运行方
式，合理安排机组检修 ，高峰期增开机
组 8 台，出力最大达 1411 万千瓦，日均
出力较寒潮前最大增加 329 万千瓦，累计
发电量超过 37 亿千瓦时；12 月全月发电
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4.9 亿千瓦时，及
时弥补了用电缺口。 （梁锡 朱静霞）

中广核去年核电
总发电量同比增 4.3%

本报讯 中国广核 1 月 7 日发布的
2020 年第四季度运营情况公告显示 ，
2020 年 1—12 ， 该公司及其子公司运营
管理的核电机组总发电量约为 1983.70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30%，总上网
电量约为 1864.87 亿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
增长 4.2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阳江 5
号机组及宁德 3 号机组换料大修仍在进
行外， 中国广核其余 6 台核电机组换料
大修均已顺利完成。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已按计划完成 15 次机组
换料大修，共管理 7 台在建核电机组，1
台处于调试阶段 ， 两台处设备安装阶
段，4 台处土建施工阶段 （其中 3 台为
该公司控股股东委托其管理的在建核
电机组）。 （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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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抽水蓄能装机占比应明确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记者注意到，《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明
确提出“十三五”新开工抽水蓄能达到 6000 万
千瓦的目标。 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
书长陈东平看来，“十四五”规划应制定抽水
蓄能装机规模在系统中的占比，不应只制定
一个简单的装机规模。

“‘十四五’应将抽水蓄能装机规模在电力
系统中的占比从目前的 2%左右提升 3.5%左
右， 再以此来衡量到底应该建设多少抽水蓄
能电站。 ”陈东平表示，“‘十四五’规划还应强
调抽水蓄能规划目标的重要性，比例实际上是
结构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比如，要达到
其占比3%—3.5%， 用这个来推算到底要做多
少装机容量， 不然几年后其比例依然不变，
对系统结构调整没有任何作用。 抽水蓄能电
站要超过常规水电站的发展速度 ， 才能发
挥出结构调整的作用。 ”

“理念上的变化可以引起实际操作中的巨
变。 ”陈东平直言，“十四五”要在规划思路上
做出调整，使抽水蓄能的建设真正为系统结
构调整发挥作用，而非仅仅跟跑。

“抽水蓄能的发展还存在体制问题， 应该
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 ” 陈东平补充
道，“抽水蓄能应该建设有限公司， 而非电网
的独资公司。 ”

记者了解到， 过去数年电力结构失衡导致
抽水蓄能没有市场，建设缓慢。 对此，张博庭认
为，虽然电网公司可以建一些大规模的抽水蓄
能电站，但总量有限，只能集中在大负荷区，供
主网调峰使用。 “如果常规水电站进行抽水蓄
能改造，就可以分布在各地，这样投资不大，还
可以作为一个方向。 所以，‘十四五’抽水蓄能
着重往这个方面发展比较可行。 ”

“特别是，我国还有大量分布于各地的小水
电站， 如果对其中有条件的水电站进行增加抽
蓄功能的改造，将有助于未来我国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 尤其是枯水季，很多水电站几
乎失去了发电功能，但经过改造也可以发挥蓄
能电站的作用。 ”张博庭强调说。

水规总院副院长易跃春曾表示，2020 年及
未来， 中国可再生能源呈现的发展趋势之一，

是在生态优先前提下积极推进大型水电基地
建设，未来水电开发潜力主要在西藏，伴随着
新能源大规模开发，“水风光” 一体化发展将
成为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据了解， 国内外大量实践已充分证明，“水
风光”互补发电的优势明显，三种资源的发电峰
值自然分布互补性较好， 水库周边也往往具有
较大空间，可布局建设“风光”项目。

“若再加上常规水电站的蓄能改造， 以及
水电制氢储能，形成以水电资源为中心的水、
风、光、储四位一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将大幅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模和
利用水平。 ”张博庭指出，一些大型水电基地
可支撑起大电网的用电负荷， 小水电站也能
形成可靠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子系统，
满足周边区域的用电需求。

业内人士建议，“十四五”时期，要合理确定抽水蓄能与
电化学储能发展方向， 将储能纳入电力与电网发展统筹规
划，推动协调发展。 但据记者了解，国内抽水蓄能的资源总
量有限，化学储能的安全性、经济性都还难以满足大规模应
用的需要。

当前， 大规模化学储能主要存在成本及安全两方面问
题。 “相较而言，似乎氢能储能更有前景，因为氢能现有障碍
只是成本问题。 然而，水电在制氢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根据现
有技术，水电制氢成本较低，大约与天然气制氢处在同一水
平。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告诉记者。

随着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电力低碳转型
正全面提速，为“十四五”能源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提出
新要求。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俞振华表示，“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可再生能源+储
能”已成能源行业的共识，也成为支撑可再生能源稳定规模
化发展的关键和当务之急。

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辛保安日前指出 ,随着新能源更大
规模、更高比例接入电网，迫切需要提高电网平衡调节能力，
确保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抽水蓄能作为最成熟的储能技
术，具有超大容量、系统友好、经济可靠、生态环保等优势，
是目前公认的保障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
有效途径。

作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工具， 抽水
蓄能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不久前召开的“2021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划出了今年
能源工作的八大重点，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
和储存能力，大力发展抽水蓄能和储能产业。 国家能源局总
工程师向海平也于日前公开表示，抽水蓄能电站对优化电网
电源结构、缓解电网调节压力、提高各地“风光”等新能源消
纳具有重要作用。

据了解，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抽水蓄能装机刚刚超过 3000
万千瓦，远低于《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4000 万千瓦
目标。 业内专家指出，过去十年，我国抽水蓄能规划装机目标
先后两次下调，却依然未完成目标。 “十四五”期间，电力系
统对储能设施的需求将更强烈， 抽水蓄能电站规模化储能
的优势也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装机占比应升至 3.5%左右

深度互补新能源

常规水电抽蓄改造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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