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 磊 张建佩 马向阳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

目前，山东在运储能电站21座，装机规模

157兆瓦/392兆瓦时；在建储能电站7座，

装机规模520兆瓦/1041兆瓦时。年底全部

建成投产，全省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677

兆瓦/1433兆瓦时。

据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

责人介绍，山东在加快推动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同时，高质量推进新型储能

建设，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综合

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为推动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实支撑。

坚持规划引领。把新型储能纳入山

东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发展，

未来五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科学选择

经济、技术可行路线，优先发展大容

量、高效率、长时间储能设施。鼓励新

建集中式风电、光伏项目按照一定比例

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建立健全储能配

套政策，完善储能市场化交易机制和价

格形成机制，支持储能设施参与辅助服

务市场和电力现货市场。建立完善储能

设计、验收、检测、涉网等标准体系，

建设省级储能监测、调度平台。加强储

能关键技术、单元模块和控制系统研

发，加快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步伐，着力

构建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储能集成、

运行检测全产业链。

坚持科学谋划。科学测算储能成

本，根据电网调度近三年调峰缺口数

据，委托多家咨询机构科学建模和测

算，合理确定储能工程造价、运行成本

和租赁费，为研究制定储能发展政策提

供重要依据。加强地方标准建设，首批

启动储能设计、验收、检测和涉网4项地

方标准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储能建设和

运行基本框架，为规范储能管理提供技

术参考。

坚持试点先行。出台全国首个储能示

范应用指导意见，探索性提出储能优先、

平进平出、优先发电量计划奖励、多劳多

得等支持储能示范应用的“政策包”：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配建或租赁储能的，优先

并网、优先消纳；优化储能调运方式，在

火电机组调峰运行至50%以下时优先调

用；储能设施充放电量损耗部分按工商业

及其他用电单一制电价执行；参与电网调

峰，每充电1小时给予1 . 6小时的调峰优先

发电量计划奖励。同时，鼓励企业多劳多

得，通过多参与电网调峰获得更多收益；

实行报量不报价机制，在电力市场中，储

能只报可用容量、不报补偿价格，按固定

补偿价优先成交。

按照我省规划，今后将依托千万千

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鲁北盐碱滩涂地

“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及百万千万级

鲁西南煤炭沉陷区光伏基地建设，加快

推动储能规模化应用。同时，积极探索

新型储能技术应用，利用肥城市丰富的

盐穴资源和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新一代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加快推动吉瓦级盐

穴压缩空气储能基地建设；利用退役火

电机组，实施首台套30万千瓦退役火电

机组改造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

推动百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基地建

设。到 2 0 2 2年，山东省储能规模达到

150万千瓦左右，到2025年，达到450万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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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海阳101兆瓦/202兆瓦时储能项目。 □苏航 报道

2021年底全省储能装机规模达677兆瓦/1433兆瓦时

山东加快推进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 本报通讯员 张建佩 田尉钧

姚志伟

本 报 记 者 张文婷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山东装机容量

最大、胶东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其推进建设备受瞩目。近日，该项目

工程进展再传捷报，2号机组定子铁损试

验、首台机组定子整体耐压试验、首台机

组定子吊装加速推进完成，为后续转子吊

装、冲刺并网投产奠定坚实基础。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80

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27 . 1亿千瓦时，

安装6台单机容量30万千瓦单级混流可逆

式水泵水轮机组，以两回500千伏出线接

入山东电网，计划2022年10月首台机组

并网发电。”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处负责人介绍，文登抽水蓄能电站

担负全省电网调峰、调频、填谷、调

相、负荷备用、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在推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号机组定子铁心铁损试验完成

11月22日18时，文登抽水蓄能电站2

号机组定子铁心铁损试验开始，现场划

分为试验操作区、观摩区，配齐安全人

员管控现场。经过3个半小时严谨细致、

精益规范的科学试验，各项检测数据、

计算结果等均符合技术要求，试验圆满

成功。

定子铁心作为抽水蓄能电站发电机磁

路的“高速公路”，在机组能量转换中起

着关键作用。定子铁心铁损试验是发电机

定子必不可缺的大型电气试验项目，通过

测量铁心温度，计算温升与温差，全面考

验定子铁心硅钢片设计、制造、装配、压

紧等质量，避免机组在运行中因发热和机

械力作用引发片间短路，消除机组“带

病”运行风险。

首台机组定子整体耐压试验完成

12月11日凌晨，单机容量30万千瓦1号

机组定子整体耐压试验成功，验收数据均

符合“国优工程”标准，标志着首台机组

定子绕组安装全部完成。

“作为对前期项目建设的一次‘大

考’，定子整体耐压试验是定子绕组安

装的最后一道工序，旨在测试定子绕组

绝缘性能和安装质量。”项目负责人介

绍。“最高试验电压54千伏，直流耐压

试验及泄漏电流试验合格！”“试验电

压39千伏，交流耐压试验合格！”现场

欢呼雀跃，1号机定子“考试”合格，成

功打通定子吊装前最后一关。

首台机组定子吊装就位

12月15日10时，1号机组定子吊装开

始，经过近2小时紧张作业，定子精准吊

至预定位置，首台机组定子吊装顺利完

成。定子吊装采用两台250吨桥式起重机

联合起吊，起吊总重量405 . 1吨，起吊重

量大、施工难度高，属二级作业风险。

吊装过程中，文登抽水蓄能电站精心编

制吊装方案，制定专项安全措施，抽调

技术精湛力量，压紧压实战位责任，确

保施工安全、进度、质量齐头并进。

目前，文登抽水蓄能电站已进入机

电安装高峰期，6台机组焊接、吊装、

打磨、调试等交叉进行，1号机组转子

正挂装磁极，2号机组定子下线有序推

进……项目正全力以赴向投产发电目标

奋力冲刺。

□通讯员 李 凯 马向阳 崔楠翊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国家管网集团山

东龙口南山LNG接收站项目 (以下简称

“龙口南山LNG”)一期工程4座22万立方

米储罐成功升顶。作为国家天然气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环渤海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

山东“十四五”重点推进工程，龙口南山

LNG项目是山东全力打造全国重要沿海千

万吨级LNG接卸基地的重要板块。

山东作为天然气消费大省，年消费

量持续快速增长。2020年全省天然气消

费量达22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1%；预

计 2 0 2 1年消费量在 2 3 0亿至 2 4 0亿立方

米。为满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对天然气

日益增长的需求，山东积极顺应油气体

制改革发展大势，强化规划引领，科学

布局项目，健全推进机制，加速工程落

地。截至目前，全省在运在建LNG年接

卸能力达到2500万吨、天然气管道里程

超9000公里。

“储罐升顶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

已由土建转入设备安装，这是推进项目

如期投产的关键节点。”省能源局石油

天然气处负责人介绍，龙口南山LNG位

于烟台市龙口港，项目占地1462亩，设

计年接收天然气规模2000万吨，分三期

建设。一期投资90亿元，设计年接收天

然气规模500万吨，建设码头、LNG接收

站2个工程。其中，码头建设1座26 . 6万

立方米LNG船泊位；接收站建设6座22万

立方米全容式预应力混凝土LNG储罐及

配套工艺，日气化外输能力4000万立方

米，汽车年装车外销能力100万吨。

据了解，龙口南山LNG一期22万立

方米储罐单体承台直径93 . 4米，储罐高

度60 . 4米，罐内空间可叠放两架波音747

客机；穹顶结构重约850吨，较国内同类

型储罐穹顶减重300余吨，项目方案为最

优设计。此次完成的储罐升顶是国内大

型LNG储罐施工难度最大、工艺最复

杂、风险系数最高的工序之一，项目以

打造“国优工程”为目标，创出国内

LNG储罐建设多个“首次”纪录：向罐

内密封空间输送低压空气，使罐顶结构

克服自重及与罐壁之间摩擦力，匀速提

升至设计高度，与抗压环顺利连接，形

成完整穹顶结构，开创国内22万立方米

大型LNG储罐气压升顶施工先河；首次

采用储罐桩基“一体化成桩+冬季施工”

工艺，较同类项目建设周期提前3个月；

首次推行桩基、土建、安装立体化深度

交叉施工，实现8个月内桩基完工至储罐

升顶用时新突破，刷新国内大型LNG储

罐建设纪录；创新采用标准化工序责任

清单和全员动态进度管理模式，储罐标

准层工期缩短将近40%，创出业界施工

新纪录。

下一步，山东将持续推进天然气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以青岛港、烟台

港为重点，威海港、日照港、东营港为

补充，布局均衡、管网配套的LNG储运

体系，力争“十四五”末，全省沿海

L N G 天然气保供能力超过 3 5 0亿立方

米，沿海LNG储罐和地下储气库储气能

力突破30亿立方米。

一次充电量200兆瓦时

可满足1000户家庭一个月用电

国家电投海阳101兆瓦/

202兆瓦时储能电站并网试运行
□通讯员 王磊 马向阳 苏航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2月27日上午，山东首批“5+2”储能示范项

目——— 国家电投海阳101兆瓦/202兆瓦时储能电站40组储能单元全部

冲击送电完成，以此为标志，该电站正式进入并网试运行，向年底

全容量并网投用冲刺“最后一公里”。

“储能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撑，对促

进清洁电力消纳、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省能源局能

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投运总装

机规模157兆瓦/392兆瓦时电化学储能项目21个，总装机规模10兆瓦

压缩空气储能项目1个；在建海阳、庆云、滕州、黄台、孟家总装

机规模502兆瓦/1032兆瓦时电化学调峰类储能示范项目5个，莱城发

电厂储能联合机组、大唐临清热电有限公司联合火电机组总装机规

模18兆瓦/9兆瓦时调频类储能项目2个。同时，依托山东科技大学

相关学科专业和科研平台，成立全国高校首个二级学院——— 储能技

术学院，大力培养储能领域“高精尖缺”人才，为新型储能建设提

供智力支撑。

国家电投海阳储能示范项目，位于海阳核电工业园区，占

地46亩，由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投资开发、山东电力工程咨询

院承包建设，项目总投资4 . 38亿元，设计总容量101兆瓦/202兆

瓦时，其中磷酸铁锂电池储能100兆瓦/200兆瓦时，全钒液流电

池储能1兆瓦/2兆瓦时。项目投运后，将纳入山东电网统一调度

管理，主要参与全省电力辅助、电网调峰、储能容量租赁等服

务，一次充电量200兆瓦时，可满足1000户家庭一个月用电，年

可消纳新能源电量1亿千瓦时。

为推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成立储能项目

施工指挥组、安全环保管理组、设备图纸催交组等多个攻坚专班，

建立“日跟踪、日协调、周总结”机制，集中优势资源，高质高效

按期完成工程节点，在烟台半年高质量发展观摩活动评比中荣获第

一名。8月25日，项目开工建设；10月28日，完成土建基础浇筑；11

月18日，完成电池仓吊装；11月25日，完成PCS仓吊装；12月27

日，项目并网试运行……

据了解，项目除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外，全钒液流电池技术，有

效验证了研发技术可行性，带动了山东液流电池储能产业链发展；

项目厂址与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仅一墙之隔，可将储能容量全部租

赁给海上风电及周边新能源企业，降低企业自建配套储能投资运维

成本，有效解决新能源场站弃光、弃风等问题，为山东乃至全国推

动储能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今后，山东将发挥储能示范项目引领作用，纵深推进储能技

术、应用场景及商业运营创新。同时，以市场化为导向，优先发展

大容量、高效率、长时间储能设施，力争到2025年，全省储能设施

规模达450万千瓦左右。

更温馨 更省心 更省钱 更可靠 更透明

全力擦亮获得电力

“枣办好”名片

□ 本报通讯员 张 勇 车 路 唐晓光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今年以来，枣庄认真贯彻全省“放管服”“一次办好”改革，

坚持内部挖潜、政企协同、创新突破、精益管控、信息公开“五大

举措”，聚力打造一流电力营商环境，全力擦亮获得电力“枣办

好”服务名片。

内部挖潜 办电更温馨

印发优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25条措施，对全市范围内

1250千伏安及以下客户用电报装实施供电方案“远程预编、现场答

复”，推行“无周休、无午休”服务，快速满足客户紧急用电需

求。结合城区网格化，小微企业由“项目经理+客户经理”共同服

务；大中型企业由客户经理牵头，根据报装容量和电压等级组建

“1+N”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专属服务。

政企协同 办电更省心

打造“全景式”阳光业扩服务模式，在全省率先推广应用“办

电e助手”线上交互、供电合同线上签约、竣工检验“云验收”，

获取营业执照、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等办电要件电子证照，让办电

更便捷。贯通枣庄市工程项目审批管理平台，线上实时获取企业项

目审批信息，率先开展工程建设线上联合设计审查，超前对接并处

理1316户企业用电需求，实现企业开办到用电报装的“一条龙”服

务。联合6部门出台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细

则，明确政府推广“统建统营”建设模式，28个新建小区配建充电

桩做到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创新服务 办电更省钱

联合市供电公司搭建全国首家试点电力二手设备交易平台，发

文推广邀请100余家电力企业申请入驻，发布二手电力设备信息180

余条，有效盘活电力设备45台，供需双方企业交易额150余万元，

解决电力供需双方对接不畅通、二手设备循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助力小微企业降本增效、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滕州市、高新区创新

开展受电工程“预装式”租赁服务，客户自愿选择，实现高压客户

办电“即插即用”，节约客户办电成本20余万元。

精益管控 用电更可靠

贯彻“不停电是最好的服务”理念，指导市供电公司编制三年

整站检修计划，以站线为中心，统筹主配网、基建工作，杜绝重复

停电，确保“一停多用、综合检修”。台儿庄古城区域取消影响用

户停电感知的预安排停电计划，前三季度，台儿庄预安排停电时户

消耗同比下降55%，城区用户平均停电时间0 . 93小时，达到全省先

进水平。

信息公开 办电更透明

依托“网上国网”APP“办电e助手”功能，实时展示办电环

节、各环节处理人员及处理完成时间，环节办结后同步提供服务质

量在线评价，提高客户办电感知。提供中介机构资质、典型设计方

案及工程造价测算查询服务。以广大客户乐于接受的短视频形式，

由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创建电力“枣办好”服务品牌，宣传获得电

力、综合能源、电动汽车等客户关注事项，提升客户政策知晓度。

目前，已开展网络直播17次，直播点赞量累计达42 . 58万次，展播

短视频160个，浏览量累计达137 . 86万次。

日气化外输能力4000万立方米 汽车年装车外销能力100万吨

龙口南山LNG4座22万立方米储罐升顶

山东文登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 □姚志伟 报道

山东龙口南山LNG项目22万立方米储罐升顶作业现场。 □杨辉 报道

定子铁损试验和整体耐压试验顺利完成 首台精准吊装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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