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可发电超3亿千瓦时 替代标煤9 . 39 万吨

山东能源集团100兆瓦

风电项目完成风机吊装
□通讯员 段文奇 刘 佳 公振普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内蒙古电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杭锦旗可再生能源基地，

在上海庙至临沂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以下简称“昭沂直流”）配套

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风电项目现场看到，历时4个月

连续奋战，刚刚完成吊装的25 台风机，从茫茫沙海拔地而起、直冲

天际，于广袤天地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壮美画卷，完

美诠释了山东能源行业“树一台风机、立一个标杆，建一座风场、成

一个示范”的品牌理念。

据悉，昭沂直流作为“蒙电入鲁”重要“高速通道”，配套规划

杭锦旗800 兆瓦、阿拉善1600 兆瓦、巴彦淖尔1600 兆瓦3个可再生能

源基地，是推动山东、内蒙古两省区资源优势互补、转型发展所需、

合作开发共赢的一项重要举措。线路西起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前

旗，东至山东临沂沂南县，全长1238 公里，额定电压±800 千伏，设

计送电能力1000 万千瓦，2018 年 12 月建成投运。今年以来，线路输

送绿色电力达197 . 95 亿千瓦时。

“作为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主要通道，内蒙古杭锦旗地处狼山和

阴山之间狭长风口地带，风能资源丰富，建设风场得天独厚，大范

围、集中式连片开发前景广阔。”省能源局规划处负责人介绍，2018

年昭沂直流配套800 兆瓦可再生能源基地项目落地杭锦旗，除山东能

源集团伊和乌素100 兆瓦风电项目外，其余700 兆瓦风电项目，由华

润、国电、国投、鲁能、中广核5家企业开发建设。据悉，杭锦旗伊

和乌素风电项目，是山东能源集团首个开工陆上风电项目，建设25

台4兆瓦风电机组，装机容量100 兆瓦，总投资6 . 37 亿元，计划年底

并网投产，预计年可生产清洁电能超3 亿千瓦时，替代标煤9 . 39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万吨。

“聚焦打造优质精品工程，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对标

对表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抢时间、

赶进度、守底线，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项目负责人

介绍，在项目建设推进中，强化风险防控，持续开展“六反六查三确

保”活动，坚决做到风机吊装“十严禁、十必须”，坚决守牢安全

“一排底线”；成立攻坚专班，现场实地踏勘12 次，召开专项推进

会6次，绘制技术路线图3张，解决技术、质量管控等方面难题30余

项；制订风机吊装方案，根据现场条件和风机设备特点，选择恰当吊

装机械，优化改进1800 吨重型汽车吊与履带吊协同作业，有效克服

风沙大、设备重、吊装难度高等问题；安排专人驻厂盯靠，实时跟踪

设备生产信息，保证项目建设不断货。项目还正同步推进箱式变电站

安装和集电线路施工，为加快推进并网发电争取宝贵时间。“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山东能源集团笃定目标，勇毅前行，誓把美好蓝图

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现实。

技能竞赛展风采

以赛提能淬精兵

——— 山东首届海上风电生产运维竞赛综述

□通讯员 苏 航 李 冉 柏贞杨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紧贴实战比武，锤炼运维精兵。近日，记者在山东

首届海上风电生产运维竞赛现场——— 海阳远景能源风机制造基地看

到，围绕7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生产运营与故障抢修，竞赛人员正开展

一场贴近实战的技能竞赛，齿轮磨损转动不自如、电路故障叶轮不运

行、线缆外壳破损不安全……面对一个个设备问题，参赛选手尽展

“看家本领”，现场比拼火药味十足，让人大饱眼福。

据悉，本次竞赛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家电投山东

分公司联合举办，来自国家电投、国家能源、中国三峡、中广核、山

东能源集团等5家单位同台竞技、激烈角逐，共同掀起海上风电运维

大练兵、大比武新热潮。

“风电机组运维是指风电机组的定期检修及日常维护，对于提升

发电系统效率、减少非计划停机时间、提高新能源发电量、降低检修

成本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负责人介绍，举办

海上风电生产运维技能竞赛，旨在全面提升运维人员技能水平，进一

步推动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作为山东首批海上风电示范工程，国家

电投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坚持“寸风不弃，度电必争”，紧盯

气象预报和风功率预测系统，精确研判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安排出海

维护、消缺、巡检。今年以来，率先开展机组首次维护，排查整改故

障隐患112 项，消缺73项；依托平台大数据，深挖发电潜能，逐台优

化机组功率曲线，日风机可利用率达99 . 95% ，月风电利用小时数环

比增幅22%；健全完善常态化巡检机制，以检促改，以巡促治，为保

障风机最大出力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国家电投半岛南3号海上

风电累计发电量超5 . 58 亿千瓦时。

“风电机组的偏航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选手30 分钟内实

地操作风机机舱柜柜门旋钮开关，进行液压站打压，完成齿轮箱高速

轴刹车、松刹车。”面对一道道“拦路虎”题目，参赛选手上演着一

场技能比拼、“脑力大战”……据了解，此次竞赛分为理论知识和实

际操作两大环节。其中，理论知识竞赛由风电领域专家出题，涉及发

电理论、风机结构和控制等内容，涵盖单选、多选、判断、简答、计

算和识图等多种题型；实际操作竞赛重点检验选手对风机安全防护、

风电机组巡检、变桨、主控、偏航、变频等系统故障处理，以及风机

日常检修维护作业等综合技能水平。

“学的就是要干的，赛的就是要用的。”本次海上风电项目生产

运维技能竞赛以“练”促“战”，通过一个个赛项，让运维人员把精

湛技能“使”出来、最高水平“亮”出来。同时，依托山东首批海上

风电项目运营经验，运用“产练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聚力打造一支

素质过硬、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海风工匠”。

乘风破浪练精兵，百舸争流赛技能。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将以首

届海上风电生产运维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锤炼培育海上风电运维

“精兵”，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本报通讯员 王 磊 段文奇
       李祥雷
 本 报 记 者  张文婷

近日，山东印发《关于促进我省新型
储能示范项目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从
新型储能市场化、规模化、规范化3个方
面，提出12 条措施，旨在推动全省新型
储能示范项目健康发展、高质量跃升
发展。

依托现货市场 推动市场化发展

示范项目作为独立储能可参与电力现
货市场。进入市场前，充电价格暂按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单一
制电价标准执行。进入市场后，作为独立
市场主体参与交易。充电时为市场用户，
放电时为发电企业，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
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对示范项目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给予容
量补偿。补偿费用暂按电力市场规则中独
立储能月度可用容量补偿标准的2倍执行。

鼓励示范项目发挥技术优势参与辅助
服务。鼓励新型储能参与电力辅助服务交
易，辅助服务费用由相关发电侧并网主
体、电力用户合理分摊。

示范项目容量可在全省范围内租赁
使用。示范项目容量应在山东电力交易
中心统一登记并开放，由省内新能源企
业租赁使用。新能源企业租赁的储能容
量视同企业配建的容量。山东电力交易
中心按月度组织储能容量租赁撮合交
易，交易结果作为新能源企业配置储能
的依据。电网企业对签订储能租赁合同
（租赁周期不低于 2 年）的新能源企业

认定后，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创新思路举措 鼓励规模化发展

引导新能源项目积极配置新型储能设
施。在新能源项目并网时，电网企业按照
储能容量比例，由高到低安排并网顺序；
容量比例相同的情况下，规模比例高的优
先并网。在新能源消纳困难时段，按照是
否配置储能确定消纳优先级，配置储能的
优先消纳。

鼓励发展大型独立储能电站。对功率

不低于3万千瓦、具有法人资格的新建新
型储能项目，按照自愿原则，在具备独立
计量等技术条件，达到相关标准规范和电
力市场运营机构等有关方面要求，并接入
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基础上，可转为独立储
能。以配建形式存在的存量新型储能项目
参照上述政策执行。

支持储能多元化发展。燃煤机组通过
“热储能”方式在最小技术出力以下增加
的深度调峰容量、燃气机组调峰容量和电
解水制氢装机调峰容量，经认定后其容量

可在全省范围内租赁使用，用电按照厂用
电管理但统计上不计入厂用电。

加强制度管理 促进规范化发展

健全完善新型储能项目备案管理。建
立省级新型储能项目库。新型储能项目由
县级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实行备案管理，项
目备案情况分别报送相关部门。

强化示范项目技术监督。示范项目并
网验收前，要完成电站主要设备及系统的
型式试验、整站调试试验和并网检测。并
网运行后，应接入储能电站集中监管平
台。投运的前3年每年应进行涉网性能检
测；3年后每年应进行一次包括涉网性能
检测在内的整站检测。未进行检测或检测
不合格且拒不整改的，将予以解网。

优化示范项目调度运行机制。在电力
供应宽松时段，坚持市场化运行，示范项
目日前申报参与电力现货交易相关信息，
在市场中进行集中优化出清，交易中优先
出清。在电力供应紧张等特殊时段，可采
取临时统一调度运行的方式，并视情况适
当予以补偿。

严格储能容量配置情况考核。对于未
按承诺履行新型储能建设责任，或未按承
诺比例租赁新型储能容量的新能源企业，
按照未完成储能容量对应新能源容量规模
的2倍予以扣除其并网发电容量。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健
全覆盖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设备选
型、施工验收、并网运行、检测监测、应
急管理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体系。市、县
要加强示范项目安全督导检查。示范项目
业主要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障电站
安全稳定运行。

□通讯员 苏 航 蒋 明 刘习正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日照讯 秋风徐徐拂面过，正是

出游好时节。近日，记者行进在层峦叠嶂
五莲山上，放眼无际的光伏“矩阵”，像
是一块块尽情晾晒的蓝色绸缎，在阳光照
耀下泛起层层涟漪，格外引人注目；光伏
电站集控室大屏上，随着发电量数字和画
面开始跳动，华能五莲首批100 兆瓦光伏
项目顺利并网发电，这是山东追光逐日路
上迎来的又一个喜讯。

“你说这东西是咋造的？也太神奇
了吧，太阳一照，就能发电卖钱，那要
是阳光一直这么照着，不就财源滚滚来
了……”在村民王海眼里，光伏发电项
目像个“阳光存折”，只要阳光充足，
每天都能往“钱包”里存钱，新鲜稀
奇、省心省事儿不说，每年还有收益分
红，是个好项目。五莲山，昔日贫瘠的
山地，如今银光闪闪，变成当地人眼中
的“金宝贝”。“荒山”变“金山”，
是山东能源行业笃定“双碳”目标、加
速低碳转型、勇毅绿色前行的见证。今
天，让我们一起探寻五莲山下光伏建设
者的决胜之路……

华能五莲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日照
市五莲县，属于山地光伏工程，由华能
山东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9 . 3
亿元，总装机容量 200 兆瓦，设计年限

25 年，选用 540 瓦高效单晶硅太阳能电
池组件，设置59 个光伏发电单元，全部
为固定运行方式。据悉，首批 100 兆瓦
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 1 . 2 9 亿千瓦
时，可有效替代标煤4 . 08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10 万吨。

“通过把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结合起
来，在不影响原有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实
现了‘一地两用’‘一地多用’，不仅可
以获取清洁低碳新能源，还能种植高附加
值农作物，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
振兴。”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采用“农

光互补”，立体综合利用土地，上方铺设
光伏板，进行光伏发电输送电网；光伏板
下培育种植绿色蔬菜等，打造土地复合高
效的新兴农业产学研联合示范项目。

探索打造“光伏+农业+旅游”三位
一体发展模式，发挥良好交通区位优势，
用好农业和生态两大资源，依托观赏苗
木、有机农产品生产采摘等，开发观光、
休闲、体验等多种形式旅游项目，形成特
色化、规模化、现代化观光农业，增添当
地旅游业新亮点。项目建成投运，每年可
实现营业收入8737 万元，上缴各类利税
2850 万元，拉动周边就业500 余人，实现
农民增收750万元。

为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华能山东
公司认真贯彻华能集团“两高一低”基建
方针和打造精品工程部署要求，充分发扬
“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言万语”的
“三千精神”，克难奋进、砥砺攻坚，相
继克服疫情反复、供货紧张、夏季多雨等
诸多困难，以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实
现五莲首批100 兆瓦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再增添新动能、续写
新篇章。

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百舸争流奋楫者
先。下一步，华能山东公司将以五莲首批
100 兆瓦并网发电为契机，开足马力加速
推进后续光伏项目建设，助力山东能源行
业高质量跃升发展。

华电滕州101兆瓦/202兆瓦时储能项目。

华能五莲首批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摄影：刘烨

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100兆瓦风电项目。

□通讯员 苏 航 姚 旭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部署，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保障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近日，山东印发
《山东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并网保障指
导 意 见 （ 试 行 ） 》 （ 以 下 简 称 《 意
见》），旨在促进新时代可再生能源高质
量发展。

《意见》明确，省能源局会同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依据山东“十四五”风
电、光伏发电发展目标，综合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调节能力提升、风光合理利
用率等因素，测算年度开发建设容量。地
方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审核项目用
地（用海）、生态环保、电网接入等建设
条件，推动项目依法合规组织实施。项目
开发企业自主确定储能配置方式和配置规
模，通过政策保障或市场竞争纳入年度开
发建设容量，开展项目建设。

在项目分类上，按照项目类型和特
点，将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分为保障性项
目、市场化项目和就地消纳项目。保障性
项目是指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要求，予
以保障并网的项目，主要包括自然人利用
自有屋顶投资建设的户用光伏、工商业分
布式光伏项目，省有关政策支持的整县分
布式光伏、海上风电、海上光伏项目，以
及国家或省级明确要求予以保障的其他
项目。

市场化项目是指在自愿的前提下配置储
能获得并网规模的陆上风电、陆上集中式
光伏项目。市场化项目按照储能优先的原则
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纳入年度开发建设容
量，直至达到容量规模上限。纳入年度开发
建设容量的项目即为年度重点实施项目。

就地消纳项目是指不增加电网调峰压

力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包括不接
入公共电网的项目、新能源自备电站以及
发电全部制氢、海水淡化等项目。该类项
目由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按照依法依规、稳
妥有序的原则组织实施，项目须装表计量
并纳入电力行业统计范围。

在竞争排序规则上，为保障公平竞

争，对市场化项目配套的不同类型储能，
按照储能容量（可存储电量，MWh）进
行统一折算。将电化学储能、按计划按标
准完成灵活性改造任务的煤电机组、已核
定调峰能力的燃气机组、可再生能源制氢
项目等调峰措施按照可存储电量为标准折
算储能容量。

已落实建设条件的市场化项目，按照
储能容量比例、规模比例、储能方式等因
素，由高到低通过竞争排序获得并网资
格。一是优先支持储能容量比例（储能容
量 （ M W h ） / 新 能 源 装 机 规 模
（ MW ））高的项目。二是相同条件
下，优先支持储能规模比例（储能规模
（MW ）/新能源装机规模（MW））高
的项目。三是相同条件下，优先支持配置
大型独立储能电站的项目，其次支持配建
储能的项目，再次支持租赁储能的项目。

在服务保障上，市场化项目通过“国
网新能源云平台”参与竞争，项目开发企
业登录系统填报项目开发建设信息，上传
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承诺配置储能
等支持性材料。市场化项目经地方能源主
管部门审核后，项目开发企业在“新能源
云平台”提交项目信息，由系统按照规则
自动排序，在规定时间节点依次纳入年度
开发建设容量。项目及其配置的储能设
施、储能规模、项目排序和纳入年度开发
建设容量情况均在平台公开并接受查询，
保障广大企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国家电投山东半岛南3号海上风电项目。

年发电量1 . 29 亿千瓦时 有效替代标煤4 . 08 万吨

华能五莲首批100兆瓦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破解接入消纳瓶颈 提高开发规模效率

山东为风光发电项目提供坚强政策支撑

推动市场化发展 鼓励规模化发展 促进规范化发展

山东 12条举措力推新型储能高质量跃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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