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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抢滩能源数字化机遇
■■本报记者 路郑

龙源电力携手整机商
打造全年无故障风电场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日前，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龙源电力”）宣布
将与联合动力、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 8
家风机制造商共同打造一批全年无故
障示范风电场，引领风电行业从追求数
量向追求质量转变。

作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运营商，龙源
电力是首个提出建设全年无故障示范
风电场的风电开发企业。 据统计，2021
年 1 月，龙源电力有 28 个风电场实现了
全月无故障，连续运行 744 小时。

确立全年无故障风电场建设目标

据龙源电力相关人士介绍，全年无
故障示范风电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输
变配电无故障跳闸情况（不含场外受累
及不影响风电机组运行的 SVG 等设备
故障）； 二是风电机组不发生需就地处
理（含复位）的故障（故障停机时长大于
10 分钟，不含叶片结冰、极寒温度、台风
等不可抗力引发的故障）。

在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目标指引下，以风电、光伏为主
的可再生能源正由辅助能源向主体能
源转变。 平价、竞价时代对风电开发商
以及整机供应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
全年无故障示范风电场、有效提升设备
可靠性和发电性能迫在眉睫。

龙源电力副总经理唐坚表示，全年
无故障示范风电场将在今年 7 月 1 日全
面启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 2021 年实现
龙源电力 10%的风机全年无故障运行。

为适应平价和竞价上网需要、有效
提升设备可靠性和发电性能， 唐坚表
示：“‘十四五’时期，龙源电力将紧紧围
绕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新
能源公司总目标，力争在 2021 年建设全
年无故障示范风电场 1 座至 3 座；到
2025 年，全年无故障示范风电场数量达
到 10 座至 20 座。 ”

打造“优势互补、共同提高”新模式

据悉，龙源电力另有部分新建风机
将在今年一季度完成平台接入，实现所
有在运行风机运行数据全量采集。 今年
6 月 30 日前，龙源电力将与风机整机制
造商一起摸排各风电场现有风机基本
情况，对风机性能、存在问题等情况进
行详细调查，并选出第一批目标示范风
电场。

“经过多年发展， 在风电装机规模
连续五年全球第一的情况下，高质量发
展成为风电行业当务之急。 ”唐坚认为，
“特别是‘3060’目标对风电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然风电场运
行工况复杂，全年无故障实现起来有不
少难点，但是，龙源电力有信心联合风
机整机制造商和零部件制造商，共同打
造出全国首批示范项目，引领风电行业
新的发展方向。 ”

“在努力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龙
源电力需要引入高认同感、高匹配度、高
协同性的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合作共
赢、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新模式，在全
年无故障示范风电场建设方面深化合
作，推动各方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唐坚称。

日前，广东省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
我省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及相关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下称
“征求意见稿”）称，将为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广东省管海域内全容量并网的海上风
电项目提供补贴，广东也由此成为“国补”
取消后首个明确为海上风电提供补贴的
省份。

率先接棒国家补贴

根据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将进一步扩
大海上风电装机规模，预计到 2021 年底全
省累计建成投产装机容量达 400 万千瓦，
到 2025 年底达 1500 万千瓦。同时，征求意
见稿也指出， 将积极促进海上风电技术进
步， 从明年起实现 8 兆瓦及以上风机规模
化生产和应用。另外，广东省发展目标同时
明确，将促进海上风电降本，力争在 2024
年实现平价项目并网， 不再为海上风电项
目提供补贴。

对于广东省此次发布的补贴政策，中
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执
行秘书长李丹指出， 这将有助于我国海上
风电产业从有补贴到无补贴实现平稳过
渡。 “广东省此次率先发布‘省补’，意味着
对当地可再生能源表示了明确支持， 也将
有助于推动当地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

同时，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未来两年内
的海上风电补贴额度， 补贴范围包括了广
东省管海域 2022 年及 2023 年全容量并网
海上风电项目， 补贴项目总装机容量不超
过 450 万千瓦，其中 2022 年补贴项目装机
容量不超过 210 万千瓦。 补贴标准则为
2022 年、2023 年全容量并网项目每千瓦分
别补贴 1500 元、1000 元，项目以广东省燃
煤电价为基准价，按照“全容量并网、先并
先得”的原则确定补贴。

事实上， 自国家补贴退坡以来，业
内对于各省“接棒 ”补贴海上风电的呼
声已越来越高，江苏、广东、福建等海上
风电装机相对较大的沿海省份更被寄
予厚望。 而在今年，广东率先迈出了第
一步。

现阶段政策支持必不可少

根据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风电运行
数据，2020 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达到
7167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达到
306 万千瓦， 海上风电累计装机约为 900
万千瓦。在业内看来，尽管海上风电发展近
年来如火如荼，但与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
电产业尚未完全成熟， 也并未达到平价标
准，在未来的几年里，进一步扩大海上风电
装机规模将成为降本关键。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
伯强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海上风电成本仍
相对较高， 广东推出的全国首个地方性补
贴将为海上风电行业带来利好。 “长远来
看，国内陆上风电资源毕竟有限，海上风电
产业未来仍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但要实现
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 地方政府 ‘帮一点
忙’仍十分必要。考虑到广东地区用电需求
较高， 该地区的海上风电场距离负荷中心
也相对较近，在补贴的支持下，广东地区海
上风电产业吸引力将大大提升。 ”

李丹也指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行业确实还没有成熟到
进入完全市场化的阶段， 尚存在对于政策
支持的需求。“地方出台补贴政策支持海上
风电， 不仅能够吸引有实力企业来到广东

进行投资， 更能带动当地先进装备制造业
发展， 无论是对当地经济就业还是未来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都有所裨益。 ”

降本仍需各环节协同

虽然海上风电第一个“省补”终于出炉，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要实现平价，补贴只是
“锦上添花”， 海上风电行业核心竞争力仍有
待提升，技术持续进步、规模不断做大以及全
产业链各环节降本都尤为重要。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在风机持续大型
化、运维手段不断提升的大趋势下，开发商对
海上风电项目投资总成本已出现了一定的下
降。然而，受到疫情、“抢装”等因素影响，在过
去一年里，海上风电行业也遭遇了零部件供
应以及施工船紧缺等不利因素，这反而导致
了近期内海上风电成本有所上涨。

李丹告诉记者：“从目前情况来看，各
个海上风电项目都面临着不同的风资源条
件以及不同的施工难度， 这些因素都将影
响到项目能否实现平价，因此，最终补贴额
度是否足够、平价之路能否顺畅，这都将交
给市场去检验。 ”

“随着全国碳市场启动，未来，企业可
能有部分碳交易的收益补充进来， 可以作
为平价的助力， 这也是需要综合性考虑的
因素。 ” 李丹强调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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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光伏行业数字化转型
意味着光伏行业将与云计
算、无人机巡检、物联网等
多种新兴技术相结合，而新
兴技术的应用却并非一帆
风顺。

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我
国新能源行业通过整合新能源全产业链，
与数字平台深度融合， 利用最新信息化技
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以数据为
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
为主线， 对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
数字化进行升级、转型和再造。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在碳达峰、碳中
和大背景下，以太阳能光伏为代表的清洁
能源市场引起高度关注。 而伴随着我国新
基建和能源数字化的加快发展，未来光伏
发电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将迎来全新机遇。

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互联
网企业，还是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其
数字化转型巨大的运算量， 所需要的能耗
非常高。 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如何绿色
化，将是实现碳中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光伏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表示，
“十四五”期间，光伏行业将与互联网、区块
链、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深度融
合， 将会有更多的企业享受智能化运维所
带来的收益提升。 预计到 2025 年， 全球
90%的光伏电站实现全面数字化，未来，全
流程智能化将让整个电站的资产管理、生
产管理、后期的运维变得简单、高效，实现
人力成本节省的同时将增强电站运维的预
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刘译阳认为，当前在平价上网压力下，

光伏行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是
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各
大头部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非常
快，总体数字化进程基本可达 80%，除个别
工序之间的采集需由人工来完成， 车间各
生产环节及衔接已基本实现自动化。

“光伏电站若采用智能组串逆变系统，
可有效降低通讯和供电线路施工， 减少通讯
故障率，提升系统 4%的发电量。”业内专家表
示，新基建不是传统产业、传统模式的重复，
而是肩负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转
型”，新基建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支持，太阳能
光伏将很好地助力绿色新基建， 助力实现碳
中和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数字化战略缺乏顶层设计

对于降本压力不断增加的光伏行业来

说， 未来将如何保持竞争力？ 业内专家表
示， 新能源企业数字化过程难点主要是产
业、企业层面数字化战略缺乏顶层设计，发
展路径缺乏系统性、 自身数字化能力和人
才不足、数字化成本高、传统企业组织架构
不适应新的数字化运行方式。

据了解， 光伏行业数字化转型意味着
光伏行业将与云计算、无人机巡检、物联网
等多种新兴技术相结合， 而新兴技术的应
用却并非一帆风顺。

“从目前的行业状况来看，光伏供应链的
数字化转型并未完全达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
例如，当前，行业存在光伏玻璃短缺、背板短缺
等供应不足问题，而实际上，供应能力并不是
问题， 原因是大量材料堆积在仓库和运输途
中，存在半成品加工过剩的现象。 ”无锡尚德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何双全指出。

刘译阳认为， 光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面临两大难点：第一，数字化设备的投
资回报与人工费用节省比例是否更具有经
济性， 还需企业结合自身经营状况进行深
度考量；第二，智能化系统设备的稳定性还
需在光伏电站后期运维过程中不断提高。

数字化助力光伏资产交易

据了解， 现阶段不少企业的节能减排
正从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 数字化的诊断
需求日益增加。不少业内专家认为，大型互
联网公司在技术、平台、大数据等方面具有
优势， 但是缺少细分领域应用场景的专业

技能和经验。
大型互联网企业和新基建项目如何应

对能耗？ 天合光能能源物联网总经理方斌
曾公开表示， 光伏发电已经逐渐实现平价
上网。数据中心的大型机房、大型互联网公
司的用电设备、办公楼的屋顶等，如果能够
增加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比例， 将是助力碳中和行之有效的一
个方式。但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可再
生能源发电和主网在并网时的消纳、 容量
备用和平衡管理问题。

方斌认为， 以往以节能降碳为主的理
念，应该转变为多使用可再生能源。 “不少太
阳能光伏企业已经在发展光储充一体化系
统，这和互联网等科技企业的写字楼、车棚、
电动汽车的使用等可以有机结合。 科技企业
还可以参与到与碳中和相关的数字化平台、
物联网设备的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 ”

此外，数权未来 CEO 宗凌红表示, 仅
从物理资产角度去理解光伏产业, 已经不
能跟上时代脚步了。 在区块链、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光
伏产业可以通过“底层资产数字化、权益资
产数字化、产业数据资产化”,对光伏电站
等物理资产真实、可信的数字资产映射,进
而推动光伏资产的交易、 流转与推广。 目
前，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改
变能源产业, 尤其是在能源资产的交易领
域。 绿色能源光伏资产交易的数字化转型
已成为推动光伏资产交易、 促进能源产业
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聚焦海上风电补贴

青岛海洋能源融合
发展产业联盟成立

本报讯 日前，在位于青岛蓝谷的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会议
中心，由 62 家国字号科研机构、央企、上
市公司和行业领军企业组成的 “青岛海
洋能源融合发展产业联盟”正式揭牌。

为充分发挥青岛蓝谷的海洋科研和
产业优势，拓展海上风电装备产业链，在
全国范围内打造海洋能源融合发展典型
示范，培养海洋风电产业集群，蓝谷管理
局联合青岛市发展改革委、 青岛市海洋
发展局共同推动成立了青岛海洋能源融
合发展产业联盟。

联盟集合了国内海洋新能源领域
顶尖科研机构、 央企、500 强和行业领
军企业， 共同组成了国内海洋能源产
业产学研一体化豪华阵容。 联盟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打造现代化“海上风
电+”融合产业集群，实现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抱团发展、高质量发展和持续
发展的目标，带动新型环保海上风电上
下游相关产业链落地青岛，拉动上千亿
投资规模。

目前，联盟已通过项目平台引进以吴
开明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入驻蓝谷，为项
目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
障。后续计划陆续引进 3-5名院士及其团
队， 建设国家海上风电融合发展工程技
术中心和中国海上浮式风电认证中心，
整合国内优势资源和研究力量， 开展海
上风电及相关产业的技术研发攻关，落
地国家能源领域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
备，深度探索“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
水淡化、制氢储能发展新途径，推动海洋能
源利用关键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从而掌握
海洋资源开发的主动权。 （吴尊）

近年来，甘肃省临泽
县紧紧抓住国家新能源
战略实施的发展机遇，发
挥戈壁光照资源充裕的
优势，大力引资发展光伏
发电产业，目前已建成并
网发电的光伏发电规模
超过 110 万千瓦。 图为俯
瞰张掖市临泽县扎尔墩
滩光伏发电项目，偌大的
戈壁滩被连片的光伏板
所覆盖。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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