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创新实力雄厚 产业发展韧劲十足

山东能源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再添重器
□通讯员 段文奇 赵楠楠 张秀红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在位于诸城滨海片区的奥扬科技公司看

到，山东首台单槽产能碱式电解水制氢装备正式下线，实现每小时制氢

1200 标准立方米，填补国内碱式电解水制氢技术多项空白，标志着全省

能源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再添重器，彰显了山东科研创新实力与产业发展

韧劲。

“作为一种方便、经济、技术成熟的制氢方法，碱性电解水制氢是

在氢氧化钾、氢氧化钠水溶液电解槽中通入直流电，经电化学反应将水

电解成氢气和氧气，整个过程零排放。”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处负责人说，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山东坚

持高点规划、科学布局、项目推动，持续推进氢能行业高质量发展。截

至目前，全省氢能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元。其中，国家电投黄河流域氢

能产业基地项目，于今年3月份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开工建设，

总投资100 亿元；潍柴零碳产业园，首套50 千瓦热电联供设备，全面开

展应用示范，已实现安全运行1200 小时以上；泰山钢铁、青岛炼化、齐

鲁石化、空气产品等企业，新建车用高纯氢供应能力近万吨。推动加氢

站规划布局，结合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方案，在济南、青岛、潍坊、济青

高速沿线规划新建加氢站8座，为全面打通省内氢能动力货运环线夯实

基础。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加氢站26座，居全国第二位。

“聚焦打造、擦亮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品牌，奥扬科技公司着力攻

克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本次下线的制氢装备，就是本公司科研创

新最新成果。”奥扬科技负责人介绍，这套1200 标准立方米/小时碱式

电解水制氢装备，全省尚属首台，凭借独创阴极、阳极工艺及其制备方

法等7项突破性专利，取得节能降耗、安全防护、使用寿命等九大技术

突破，填补国内碱式电解水制氢多项技术空白。在节能降耗上，制氢成

本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20%；在安全防护上，有效解决传统制氢装备存

在的阴阳极短路、氢氧互窜、液体泄漏等安全短板；在使用寿命上，避

免阴阳极催化剂脱落、阳极局部快速氧化变质及寿命衰减、隔膜亲水疏

气性能下降，较传统装备寿命提升20%……

据悉，奥扬科技公司已与中国石化、华电潍坊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预计2022 年氢能装备产能可达1000 兆瓦。同时，在汽车供

气装备系统、能源储运装备系统等领域走在前、开新局，其中，液化天

然气（LNG）气瓶产品占据全国35%的市场份额，排名全国第一。

奥扬科技公司将持续加强氢能领域核心技术和装备攻关，加快形成

技术、产业、应用融合发展的氢能产业生态圈，全力打造氢能行业装备

制造、系统集成和综合服务领先企业，助力山东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段文奇 柏贞杨 杜鹃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伴随着隆隆礼

炮声响，一座长 37 米、宽 34 米、高 17
米、重 3 5 0 0 吨的海上风电“钢铁心
脏”——— 山东能源集团渤中A场址500 兆
瓦海上风电项目海上升压站安装就位，
这是继6月份首台风机吊装，完成的又一
个里程碑节点，标志着渤中海上风电A
场址项目并网进入“倒计时”。

渤中A场址500 兆瓦海上风电项目，
作为山东“十四五”期间首个取得核
准、首个开工建设、首次实现海缆与油
气管道交越的海上风电上网项目，位于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北部海域，总投资约
66 . 85 亿元，装机容量501 兆瓦，安装60
台北方区域单台风机功率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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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 2 5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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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先进理念，精
细测算、严控投资，引领国内海上风电
开发建设新征程。

据悉，本次安装海上升压站平面尺
寸37 米×34 米、高17 米，重3500 吨，是
目前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海上升压站。
据升压站项目执行经理房建力介绍，渤

中 A 场址项目海上风电项目海上升压
站，由中集来福士承建。升压站建造工
程，各参建团队统筹协调、多线作战、
抢抓时间，相继克服新冠疫情导致原材
料延期到货、持续高温天气、长达半个
月的极端暴雨天气等诸多因素影响，历
时5个月，高质量按期交付，创造了升压
站行业建造周期仅5个半月的最短纪录。
创造这个纪录的前提，是有一批技术精
湛的专业队伍，利用先进模型干涉检查
软件，以及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和项目
生产管理团队。

海上风电升压站是海上风电项目输

变电关键设施，整个风电场的电能汇
集中心，堪称海上风电的运行中枢和
强大心脏。作为连接海上风电场和陆
上电网的重要中转站，负责把风机转
动带来的电能电压由 35 千伏升压到 220
千伏，达到上网标准，为陆上开关站
传 输 合 格 电 能。海 上 升 压 站 成 功 安
装，打通海上至陆上绿色电力传输通
道，对山东能源集团海上风电项目来
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按下向年底并网
投产“快进键”。

据了解，中集来福士是一家集设
计、建造、调试海洋工程装备及其他特

殊用途船舶为一体的海工企业。近年
来，企业落户海阳，深耕海上风电装备
制造，精心布局产业，自主研发了自安
装升压站、模块化升压站、 3060 系列风
电安装船、漂浮式风机、海上风电运维
母船等不同类型海上风电主流装备，批
量建造交付了导管架、升压站等一批自
主研发创新高质量海上风电装备，同时
将海阳基地全面打造成海上风电业务的
“专业母港”。目前，中集来福士海阳
基地，正在为山东能源集团渤中B 场址
海上风电建造一座400 兆瓦海上升压站，
并于近期交付。

□通讯员 段文奇 刘世粉 李 凯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日前，山东天然气环

网南干线莒南段进入冲刺收官阶段，主
体管道完成焊接，进入分段干燥；分输
站、阀室进行完工前验收；预计10 月底
投运，比原计划将提前30 余天完工，今
年冬天，可为莒南县域输送天然气1 . 61
亿立方米。据悉，南干线莒南段建设提
速，将刷新省内同类大口径长输管道施
工新纪录，开创山东天然气环网建设新
速度。

“山东天然气环网包含东、南、
西、北四条干线，总长度2000 余公里，
覆盖14 个市，与泰青威管道、济青双线
‘输气内环’互联互通，形成全省‘一
网双环’格局。”省能源局石油天然气
处负责人说，南干线是国家环渤海地区
天然气储运体系建设、山东“补短板、
强弱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点
项目，项目建成投运，可有效满足山东
并辐射周边地区天然气市场需求，对构
建更加完备的区域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山东天然气环网南干线由山东省东
南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承建，总投资90
亿元，于 2020 年 7 月开工建设，东起青
宁线日照岚山输气站，西至菏泽鄄城黄

河穿越处，横贯日照、临沂、济宁、菏
泽4 市 17 县；设计管道直径1200 毫米，
压力 10 兆帕，总里程约 510 公里，沿途
设6个分段，建设9座站场、 23 个阀室，
东接青岛、龙口等沿海LNG接收站，西
连中原储气群，年输气能力 96 亿立方

米。其中，莒南段约77 . 8 公里，自日照
岚山区向西南敷设进入临沂莒南县团林
镇，向西经过6个镇，折向西北敷设，再
途径 4 个镇，于石莲子镇进入临沂河东
区，沿线建设 3 座输气站场、 3 个分输
阀室。

“锚定打造安全、质量、速度‘三
优’精品工程，政企同力协作，上下联
动推进，聚力再创管网建设新佳绩。”
莒南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开
工以来，省市县相关部门三级联动，召
开调度会10 余次，专项协调会20 余次，
协调解决征地青赔等难点问题10 余项，
全力当好助企纾困“店小二”。承建单
位坚持安全为要，建立隐患排查周报
送、疫情防控日调度制度，扎实开展
“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杜绝大事
故”活动，全方位构建安全防控体系；
坚持科技赋能，应用全自动焊接技术，
实时记录焊接温度、轨迹，做到管道施
工“数字化”，有效提高焊接合格率；
坚持质效双优，建立“1433 ”机制，通
过现场抽检、监理监督、智能监测等方
式，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

下一步，山东将继续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十四
五”规划、能源保障网建设行动计划、
“八大工程”行动方案，安全、高效、
科学推进天然气环网等重点项目建设，
切实发挥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作用，加速
建成互联互通“能源大通道”，形成区
域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为全省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织牢织密天然
气供应保障网。

山东能源500兆瓦海上风电升压站安装现场。

山东天然气环网南干线莒南段现场施工图。

□通讯员 苏 航 李 坤 柏贞杨
 记 者 张文婷
本报潍坊讯 战鼓声声催奋进，旌

旗猎猎启新程。近日，记者走进潍坊滨
海风光储智慧能源示范基地，看到打桩
船上的打桩机如同参天大树高高耸立、
直抵苍穹，伴随着打桩机低沉轰鸣声，
长约5 . 5 米桩基牢固打入制卤池池底，以
此为标志，海化集团首期30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正式开工。

近年来，山东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能源安全新战略，锚定“双碳”战略
目标，牢记嘱托走在前、勇担使命开新
局，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系统织
密能源保障网，着力抓实能源发展“九
大工程”行动，加速推进风光同场、储
输并举、综合智慧、产业融合、生态友
好“五位一体”的鲁北盐碱滩涂千万千
瓦级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构筑“黄河下
游绿色能源带”。

作为鲁北盐碱滩涂千万千瓦风光储
输一体化重要组成部分，潍坊滨海风光
储智慧能源示范基地，位于山东潍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由山东海化集
团等企业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 140 亿
元，装机容量3000 兆瓦。其中，光伏发
电2900 兆瓦，风电100兆瓦。据悉，示范
基地首期光伏项目，建设容量300 兆瓦，
设计年限 25 年，配套 220 千伏升压站 1

座，计划于今年12 月底并网。项目采用
540 瓦高效单晶PERC 双面光伏组件，通
过平单轴跟踪、固定跟踪两种方式运
行，并配置30兆瓦/60 兆瓦时独立储能系
统。项目建成投运，年发电量 4 亿千瓦
时，年可替代标煤12 . 5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34 . 2 万吨。

记者通过海化集团项目负责人了解

到，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风光优
势独特，开发前景广阔。首期300 兆瓦光
伏项目，依托海化盐场制卤区，采用
“盐光互补”模式，建设集发电、制
盐、储能等于一体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
站，不改变原有卤库制盐等功能。配套
新型储能系统，采用“本土化”企业全
钒液流电池技术，效率高、成本低、寿

命长、安全性强，正逐步挑起储能电站
建设大梁。据悉，海化集团现有2座燃煤
热电厂，年发电能力18 亿度，通过新型
储能产业与传统火电产业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新型储能快速调节优势，大幅提
升火电机组对电力系统响应能力。

首期 300 兆瓦光伏项目，在智能控
制、智能巡检、运维成本、发电效率等
方面大胆创新突破。智慧能源管理平
台，采用智能集中控制系统，实现对升
压站、光伏区等远程监视、操作控制、
分析决策、运行信息管理……；无人机
智能巡检系统，可对发现故障自主分
析，及时将检测结果上传管理平台；首
次引用的集中式箱逆变一体机，损耗
小、易维护、节约占地，大幅降低运维
成本；光伏组件采用半片组件技术、多
主栅组件技术、 PERC 双玻双面电池技
术，发电效率可达21% 及以上。同时，
光伏支架采用平单轴跟踪支架，发电效
率可提升10%以上。

下一步，海化集团锚定打造精品工
程 ， 紧 盯 项 目 节 点 目 标 ， 以 食 不 甘
味、夜不能寐的使命感、责任感，攻
坚 克 难 砥 砺 奋 进 ， 心 无 旁 骛 笃 定 前
行，提质提速提效加速推进，确保早
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纵深推进
鲁北盐碱滩涂千瓦千瓦能源基地作出
新的贡献。

海化集团首期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打桩施工图。

华能新能源山东分公司———

管理创新赋能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 本报通讯员 潘 燕 苏 航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今年以来，华能新能源山东分公司在“驭风行动”中强化管理创
新，聚力书写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截至8月底，新能源山东分
公司年累计发电量15 . 67 亿千瓦时，完成集团公司“千亿电量劳动竞
赛”任务率达67 . 42%。设备可利用率同比提高0 . 66%，设备故障率同比
降低2 . 82 次/台，创历史最优。

精细管理 设备治理深挖潜
寿光风电场试点2 台风机叶片延长改造，提升发电量5% ；楮岛风

电场 12 台“中国造”变频器摆脱国外技术垄断，有效解决限功率等
“卡脖子”难题；109 台永济发电机极间连线完成改造，大幅降低发电
机故障，减少维修费超300 万元；实施利津、威海风电场叶片梯次改
造，将提升发电量12 . 67%……面对七成投运超10 年以上的“老龄”风

电场，降本不嫌毫厘、增效不弃点滴，在“微治理”中收获“大提效”。
记者从华能新能源山东分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份开展的风机、箱

变定检是各风电场投产以来范围最广、难度最大、标准最高的一次，以
穿针引线、米粒雕花的精细功夫，保证定检质量；同时创新“自主为主
外委为辅”检修模式，精准责任、精练条目，节约检修费用153 万元。
截至目前，完成526台风机、 652 台箱变定检，消除缺陷214项，以“深
度体检”护航“设备全生命周期”。

智慧运维 “驭风行动”见实效
持续深化“三创＋”，全面实现“三提升”。下发“三创+三提

升”标准文件包，13 家风电场将“三创”融入日常巡检、检修、文明
生产，修订安全生产类管理制度14项，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43 项，整改
完成率96%。

树牢“有风满发电，无风勤检修”度电必争理念。紧紧围绕“提升
设备可靠性，抢发多发电量”的“驭风行动”目标，提高监盘质量，利
用风功率预测及现货交易电价出清曲线，科学开展计划性消缺。截至8
月底，设备可利用率达99 . 72%。

打造运维智慧大脑，精准把脉设备治理。今年7月，华能山东新能
源集控中心获得批复，成为山东首批实现调度权转移的综合指挥调度中
心，实现“集中监控、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区域检修”，开启了新能
源与大数据融合发展智慧运营新时代。

党建引领 聚力赋能再加速
深化开展“党建引领+”，以“区岗队组”为载体，业务领域“挂

牌出题”、党组织“揭榜破题”、党员“亮牌解题”。今年以来，19
个管理创新专项党员攻坚组完成攻关任务7项，获得专利授权32项，申
请受理专利35 项，完成年度任务的195% ，实现国家发明专利、国际专
利“双突破”。东营党支部通过自主创新，对风电主控PLC 国产化改
造，有效降低运维成本。行政党支部聚力风电单机成本管理系统研发，
实现利用小时同比增幅20%，利润同比增长126%。

记者从2021 年度电力行业风电运行指标对标结果中看到，华能新
能源山东分公司所属5家风电场荣登优胜风电场名单。其中，新泰风电
场获最高级别AAAAA 级，平邑风电场、沂水风电场AAAA 级，羊口
风电场、利津风电场AAA 级……沉甸甸的荣誉是生产管理“严实细
精”有力证明，更是新能源公司“驭风”前行的无限动力。

年发电量4亿千瓦时 年可替代标煤12 . 5 万吨

海化集团首期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开工

预计10月底投运 提前30余天完工

山东天然气环网南干线莒南段冲刺收官

山东首台单槽产能最大碱式电解水制氢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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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500兆瓦海上风电升压站完成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