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国 颂 张建佩
     苏 航 蒋 明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随着施工船将26

号风机最后一根叶片与轮毂在近130 米高空
精准对接，山东首台平价海上风机在山东
能源集团渤中海上风电A 场址成功吊装，
标志着项目建设完成一个重要节点，正式
迈进海上风场安装高峰，为后续海上风机
提速吊装和冲刺年底全容量并网发电打下
坚实基础。

“山东海岸线长、海域辽阔，向海揽
风优势得天独厚，海上风电发展前景广
阔。”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源处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山东坚定不移推动
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编制海上风电发
展规划，印发海上风电建设工程行动方
案，出台海上风电系列支持政策，推出
满满“政策红包”，送上暖心“真金白
银”，对 2022 — 2024 年建成并网的“十
四五”海上风电项目，分别按照每千瓦
800 元、 500 元、 3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补贴规模分别不超过 200 万千瓦、 340 万
千瓦、 160 万千瓦； 2023 年底前建成并网
的海上风电项目，免于配建或租赁储能
设施；允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配套送出
工程，由电网企业依法依规回购等。坚
持试点先行，建成投运半岛南 3 号、南 4
号 60 万千瓦海上风电示范项目，积累宝
贵建设经验。

作为山东首个取得核准、首个开工建
设、首次实现海缆与油气管道交越的平价
海上风电项目，山东能源集团渤中海上风
电A 场址项目，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北
部海域，总投资约66 . 85 亿元，总装机容量
50 万千瓦，安装60 台北方区域单台风机功
率最大的8 . 35 兆瓦风电机组，配套建设国
内单体规模最大陆上集控中心、国产化220
千伏海上升压站。项目计划于今年底全容
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16 . 98 亿千瓦时，可

替代标煤51 . 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5 . 77
万吨。

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山东能源集
团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全面提速提质海上
风电建设。坚持效率优先，项目 99 天核
准，核准后65 天完成首桩、 130 天完成首
吊，创下省内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最快纪
录；坚持创新引领，结合渤中海上风力状
况定制化设计， 107 米风机叶片创出国内
最长纪录；坚持平价理念，精细测算、严
控投资，在国内海上风电平价上网元年引
领示范；坚持产业带动，发挥“链长”作

用，全力推动山东海上风电装备全产业链
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据悉，山东能源集团聚焦建设清洁能
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坚持把新
能源产业作为战略优先方向和重要战略支
点，注资60 亿元成立新能源公司，打造省
级新能源投资平台，牵头开发渤中海上风
场。随着A 场址工程首台风机完成吊装，
B1 场址即将于 7 月份开工建设、首桩沉
桩，发力向山东首个全容量并网平价海上
风电目标奋进。两个场址项目建成投运，
将担当省内海上风电产业链链长职责，深

度融合经略海洋战略，力推“海陆风光氢
储牧”全产业链发展，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下一步，山东将聚焦渤中、半岛南、
半岛北三大片区，全力打造山东半岛千万
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2022 年，省管海域
场址全部开工建设，开工规模500 万千瓦以
上、建成并网200万千瓦左右；到2025 年，
累计开工规模1200 万千瓦以上、建成并网
800 万千瓦；到2030 年，具备条件的海上风
电规划场址“应建尽建”，迈入全国海上
风电发展第一方阵。

首批平价海上风电首台风机完成吊装

□通讯员 段文奇 徐文龙 李 凯
 记 者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华电章丘 2×

400 兆瓦燃气机组项目启动，项目为山东“十
四五”重型燃机示范工程，也是山东首批、
济南首个启动的重点燃机项目，总投资22 . 64
亿元。项目建成投运可有效提升全省清洁发
电占比和调峰保供能力，对于优化调整能源
结构，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燃气机组具有自动程度高、启停时间
短、负荷响应快、安全性能高、调峰范围广
等特点，特别在低负荷深度调峰下仍稳定运
行，是应对极端天气保供、增强电网消纳新
能源的重要‘利器’。”省能源局电力处负
责人介绍，天然气作为优质清洁能源用于发
电，与同等容量超净燃煤机组相比，碳排放
减少60% 左右；新型燃气机组采用干式低氮
氧化物燃烧技术，排放量不到燃煤电厂的
20%，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据悉，山东华电章丘2×400 兆瓦燃气机
组项目，由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济
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配置 2 套 F
级“一拖一”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每
套机组由 1 台单燃料、双轴燃气轮发电机
组，1台三压再热、无补燃余热锅炉，1台三
压再热、双缸、凝抽背式蒸汽轮发电机组，
及燃料供应系统、热力系统、烟气系统、化
水系统、水工系统、电气及自动化等系统组
成。该机组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
燃气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体驱动燃气轮机；
燃机排气进入余热锅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
带动蒸汽轮机转动。燃气轮机、蒸汽轮机各
带动一台发电机产生电能，最大出力可达
490— 500 兆瓦。蒸汽轮机低压缸设置“3S”
离合器，冬季采暖时，可根据供热需求灵活
改变运行方式。利用离合器单向传动扭矩原
理，汽轮机低压模块可单独解列不运行，汽
轮机背压运行，采暖抽汽全部用于供热，冬

季单台汽机最大采暖抽汽量每小时可达 400
吨，供热负荷每小时可达1065 吉焦，最大可
供采暖面积约1500万平方米。

项目位于章丘明水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龙
山工业园，西距济南城区20 公里，距天然气
中俄东线安平至泰安段管道“济南西场站”
数十公里，获取气源位置优越，年可消纳6 . 8
亿立方米以上；生产水源为章丘城市再生
水。两台机组计划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3 月
建成投产，预计年发电量33 亿千瓦时，年可

替代标煤10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硫528 吨、
减排氮氧化物777 吨、减排烟尘206 吨，对实
现清洁供热和促进京津冀及周边“2+26 ”城
市大气污染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项目建成投产，将在电网、热网、气网
调峰中发挥显著作用。夏季用气淡季，电力
需求增大，机组增加耗气量、多发电，可稳
定主输气管道运行负荷，支撑气网调峰，缓
解电网负荷峰谷差矛盾；冬季用气旺季，机
组减少耗气量、发电量，让气于民，利用蒸

汽轮机抽汽补充供热，满足民生供热需求，
有效缓解市域供热压力。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济南全力以赴创
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跟进配套措
施，落实要素保障，以服务企业“高效率”
赢得项目建设“加速度”。华电山东公司将
坚持先进建设理念贯穿于策划设计、设备招
标、工程施工、安装调试、达标投产等各个
环节，致力打造美丽泉城新景观、新地标、
新名片、新示范。

启停时间短 负荷响应快 安全性能高 调峰范围广

华电章丘2×400兆瓦燃气机组项目启动

□通讯员 张建佩 张传广 巴丽蒙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东营讯 用手点几下鼠标，就能轻松完成巡

线，这是鲁明公司青南管理区注采一站站长武磊以前做
梦都不敢想的事……随着胜利油田智能化建设不断推
进，他的梦想成为现实。

监管可视化

现在，每天一上班，武磊会先打开油田数字化运营
管理平台，鼠标点击进入“无人机智能操控平台”，将
摄像头锁定到7公里外莱87井场。

鼠标点击“启动”按钮后，莱87 井场无人机停机
坪上，一架无人机自动升空，开始巡视领地。与此同
时，另一台显示屏随即出现无人机视角监控画面，先查
看井场光伏发电系统，再绕到抽油机后侧查看皮带和支
架……不到7分钟，一个井场巡检即可完成。

如果说无人机是注采站的眼睛，那么其背后油田数
字化运营管理平台就是大脑。

近年来，武磊所在管理区不断打造油田数字化运营
管理平台，涵盖油藏运营、工程运营、生产运营、专业
运营、经营管理5项业务、 10 个智能监控管理模块。目
前，无人机巡检、工况监控、经营管理等功能已陆续投
运，既可根据异常工况进行高精度、全自动诊断报警，
推送处理意见，又能进行最新经营动态监控和高效经济
评价。

运营数字化

青南管理区是胜利油田数字化转型先行单位，也是
胜利油田加快智能油田建设的一个缩影。

面对劳动用工紧缺、生产成本攀升等严峻挑战，数
字化转型、智能化提升已成为油田持续提质、降本增效
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

通过数字化建设，胜利油田“装”进了计算机里。
现在，职工只需坐在电脑前动动鼠标，就能了解所有油
井情况，输入数据，就能查阅几十年来油田各类信息。
除此之外，海上智能试点、西部智能试点及郝现可复制
智能化示范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中。

油田信息化管理中心经理段鸿杰解释，数字油田解
决的是数字化问题，所有信息都形成了数据，而智能油
田则更进一步，能够全面感知、自动操控、预测趋势、
优化决策。

如今在胜利油田，数字化建设已经深深融入生产每
个角落。通过生产经营一体化，支撑低成本战略；通过
科研决策协同化，助力油田增储上产；通过生产管理智
能化，打造新型作业区；通过监督管控可视化，打造生
产经营绿色环境。

油田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不是简单的信息化提
升，而是在信息化环境下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一场改
变发展路径、转变发展方式的产业革命。”段鸿杰说。

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胜利油田多次组织油田层面
专家组开展顶层设计谋划，广泛发动基层业务人员进行
智能场景刻画。

2021 年 8 月，成立智能油田建设核心专家组，按照
周例会运行方式，对智能油田顶层设计进行深入谋划，
对重点工作专题讨论、明确要求，智能油田建设思路更
加清晰。

2022 年，打造科学高效生产运营新模式，持续放大
“两化”融合叠加效应。按照“本质化提升、智能化支
撑、管理模式创新”工作路径，组织开展“数据+平台
+应用”信息化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创新基础，全面
推进数据治理，统筹规划智能油田建设，力争到2025
年取得实质性进展，2035年全面建成智能油田。

□通讯员 张建佩 邹家兴 柏贞杨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威海讯 6 月20 日，在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

青岛峰会上，威海与华能山东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十四五”期间，华能山东公司将投资180 亿元，与威
海共同推动海上风电等一系列新能源项目合作。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
黄海，海岸线全长985 . 9 公里，海域辽阔，海上风力资
源丰富，发展海上风电优势显著。”威海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威海抢抓海上风电发展
黄金期，坚定不移迈向深蓝。 2021 年4月，威海与国电
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创新推动海上风电、光伏、
核能综合利用、综合智慧能源等项目。 6 月份，山东海
上风电装备制造——— 乳山产业基地重点项目签约落地，
乳山成为全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三大产业基地之一……
目前，以海上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势头。

今年6月，暑热炎炎，威海远景能源零碳产业园建
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自去年10月一期工程开建后，9
个月来，这个规划占地600 亩的项目已完成轨道梁预埋
件安装、混凝土浇筑、模板拆除、土方回填，待混凝土
凝固强度符合建设标准后钢结构施工。“预计9月底达
到试生产条件，首台风机产品即可下线。”产业园项目
经理李树东介绍。

好风凭借力，弄潮正当时。根据此次签订的战略合
作协议，威海加快办理各类用海、环评、海缆路由、电
网接入等手续，推动明阳、远景整机制造产业园和大金
重工、中车同力塔筒管桩生产等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早投产。力争今年年底，海上风电制造业领域规模以上
企业数量达到7家，营业收入达到175亿元。

“风”从海上来，带动的不止是风电单一产业。
随之而来，还会有一系列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落地。
按照签约协议，华能集团山东公司还将根据威海发展
需要，在光伏开发、海水淡化、供冷（热）水、绿氢
项目等方面同威海展开进一步合作，带动光伏等装备
产业落地。未来，海上风电项目建成并网发电后，威
海市新能源年发电量将新增40 亿千瓦时，可降低能耗
100 多万吨标煤。

将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全市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牵
引。今年，威海成立新能源发展工作专班，起草编制相
关支持和促进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加快新能源产业纵深
发展。预计2022 年底，威海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
电装机将达到170 万千瓦左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215
亿元以上，新能源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胜利油田智能化建设

加速推进

威海与华能山东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山东能源集团渤中海上风电A场址首台风机吊装完成。

  山东华电章丘2×400 兆瓦级燃机项目启动仪式现场。

□通讯员 张建佩 段文奇 姚 旭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能源局发布

《山东省2022 年度海上光伏项目竞争配置
结果公示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显示，2022 年山东竞争配置10 个
海上光伏项目，总规模1125 万千瓦，总投
资约675 亿元，以此为标志，山东正式驶向
深蓝，开启海上光伏建设新征程。

“海上光伏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新领
域，具有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生态
环境友好等优势，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和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省能源
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负责人介绍，
“十四五”期间，山东按照“由近及远、
由易到难、示范先行、分步实施”总思

路，统筹推进海上光伏规模化、集约化、
协同化发展，聚力打造技术先进、生态友
好、智慧融合的“环渤海、沿黄海”双千
万千瓦级海上光伏基地，助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布局海上光伏场址57 个，总装机规模
4200万千瓦。“环渤海”千万千瓦级海上光
伏基地，布局海上光伏场址31个，总装机规
模1930万千瓦。其中，光伏场址20个，装机
规模1410万千瓦；“风光同场”场址11个，
装机规模520 万千瓦。“沿黄海”千万千瓦
级海上光伏基地，布局海上光伏场址26个，
总装机规模2270 万千瓦。其中，光伏场址9
个，装机规模950 万千瓦；“风光同场”场
址17个，装机规模1320万千瓦。

据悉，此次竞争配置经发布公告、企

业报名、材料提交、专家评审、公示公告
等程序，现已确定各场址入选企业名单。
其中，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牵头、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参与的联合
体获得滨州无棣85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国
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牵头、远景能
源有限公司参与的联合体获得东营垦利10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山东能源集团牵头、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的联合体
获得东营市东营区7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
国家能源集团山东电力有限公司牵头，万
华化学、江苏天合太阳能、中铁十四局参
与的联合体获得潍坊 105 万千瓦项目开发
权；华能集团牵头、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海洋集团参与的联合体获得
烟台莱州10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中国广核

集团获得烟台招远4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
山东发展投资集团牵头，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参与的联合体获得威海文登
20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国家电投集团山东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牵头、山东力诺光伏高
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的联合体获得烟台海阳
270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中电建集团牵头、
山东海洋集团参与的联合体获得青岛即墨
115 万千瓦项目开发权；大唐山东发电有限
公司牵头，东方电气集团、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的联合体获得青岛黄岛
40万千瓦项目开发权。

下一步，山东将按照海上光伏竞争配
置结果，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加大督导工
作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争取年内
开工300万千瓦、建成150万千瓦。

首批海上光伏项目投资6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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