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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深海一号”大气田

全面投产

本报讯 中国海油近日宣布，

随着东区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

井，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

——“深海一号”大气田实现全面投

产，气田投产后每年将向粤港澳大

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深海天然

气超30亿立方米。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

亚市 150公里，于 2014年勘探发现，

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

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

达 4000 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

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

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

“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工程项

目组总经理尤学刚说，气田由东区

和西区两部分组成，采用“半潜式生

产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线”

模式开发，并首创能源站立柱储油

技术存储深海天然气中分离出的凝

析油，实现气田的快速、高效开发。

东、西两区并非独立开发，虽然两个

区各有各的水下生产系统，但许多

设备设施互联互通，并共用半潜式

生产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

王恩博

世界容量最大柔直变压器

发往大湾区

本报讯 近日，山东电工电气

所属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举行大

湾区南通道直流背靠背工程柔直变

压器验收出厂交接发运仪式，1 号

变压器顺利出发。

大湾区南通道直流背靠背工程

是目前世界单元容量最大的柔直背

靠背工程，是广东电网东部和西部

电网联网的重要通道，对提高广东

电网西部向东部送电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该工程共有 13 台柔直变压

器，全部由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研制生产。单台变压器容量达

575MVA，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容量

最大的柔直变压器，损耗较同行业

平均水平低约 25.4%，接近极限，在

同电压等级的产品中能效等级最

高。同时，采用国产高牌号、高性能

优质硅钢片，以及最先进、高效的

电、磁及复合屏蔽方案，在绝缘裕

度、温升限值、噪音水平、过载能力

等指标方面达到同类型产品最优水

平，填补了世界低损耗大容量柔直

变压器自主研制的空白，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高艳 左丰岐

分布式光伏市场随着“整县开发试

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可谓一片火热。

然而分布式光伏项目数量众多、区域分

散，其安全问题引发了业内高度关注。

为此，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于

征集分布式光伏安全生产问题和意见

建议的函》，就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布局

选址、设计选型、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等

方面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应对措施征集

建议。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在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下，光伏产业

安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和遏制，

特别是分布式光伏的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比如，今年 6 月初，苏州一家公司

的屋顶光伏项目着火，造成不小的损

失。

“安全是光伏电站的命脉，也是取

得投资回报的根基所在。”在山东航禹

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看来，

“相比如火如荼的装机规模，分布式光

伏却屡屡曝出规范滞后、质量与保障措

施不完善、火灾频现等问题，让业主损

失惨重，特别是屋顶光伏电站火灾事故

的发生，老百姓就会将光伏与危险等因

素联系在一起，不愿意建设户用光伏电

站，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快速

发展。”

“光伏发电站建在百姓的屋顶和企

业的厂房屋顶上，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财

产及人身安全。”天合富家云负责人王

勇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石

定寰表示，分布式屋顶光伏的安全事故

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终端用户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也严重影响光伏在公众中的

声誉和口碑，从而影响整个光伏产业未

来的持续健康发展。

多重因素导致安全隐患发生

造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安全问题发

生的原因是什么？业内人士表示，当前

分布式户用光伏电站分散且缺少统筹

管理。

“由于单个电站规模小，个别企业

可能存在投入不足、施工不专业、运维

不到位等情况，成为分布式电站潜在隐

患。”丁文磊表示，此外，个别企业使用

一些不合格的装备和产品。

丁文磊说，在“整县开发试点”推进

过程中,加强设备选型管理对保障分布

式光伏发电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站

核心部件组件、逆变器的正确选择至关

重要，关系到电站运行安全性和可靠

性。同时，分布式电站开发商和承建商

的管理水平决定着电站的效率和安

全。此外，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

快速关断、功率优化等智能化技术，能

够减少电站系统的安全隐患”。

“光伏电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出了问题再做运维已经是事后。户用

光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存在后期运维

工作不到位的情况。”王勇表示，分布式

光伏电站的售后运维工作需要依靠数

字化手段，建设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把

多点分散的电站集中起来统一管理。

“目前多数厂家的数字化监控平台功能

比较单一，主要是展示电站的运行状

态，只要没有发生故障报警，一般不

会主动干预，但很多情况下，电站不

发生故障报警并不代表电站处在健

康稳定运行中。因此，数字化监控平

台要变被动监控为主动预警，利用数

字化平台优势，开发各种智能算法，及

时发现并解决电站潜在风险，做到安全

问题提前预防。”

安全标准亟待完善与落实

随着“整县开发试点”工作的不断

推进，解决分布式光伏发展中的安全问

题，已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电站质量把控与系统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紧密相扣，树立规范化的统一建

设标准，可有效规避各类质量和售后问

题，从而降低甚至避免火灾发生率。”石

定寰说，目前光伏行业，特别是分布式

屋顶光伏恰恰缺少统一标准约束并规

范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政府监管部

门需要结合屋顶光伏发展现状制定相

应的要求，保障屋顶光伏能够高质、高

效、安全的发展。”

石定寰进一步表示，为了保证生命

周期内分布式光伏电站安全可靠，推动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行业及有关主管部

门要及时发布更加完善且具有普适性

的标准规范，并强制执行和严格督查，

以此规范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在各个

环节上操作的正确性，保障终端用户财

产与人身安全。

丁文磊也表示，分布式屋顶光伏安

全标准的制定已迫在眉睫。“国家层面

制定完善分布式屋顶光伏安全标准应

从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着手，尤其是

在设计阶段要从电站所处环境、系统结

构、设备选型、电气消防安全等方面进

行综合考虑，本着电站符合安全、优化

的设计原则。此外，相关企业需要选择

先进产品，优化配置，为电站拧上一把

‘安全锁’”

虽然在国家层面缺少统一的分布

式光伏项目标准规范，但 2017年年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修订和编制了

分布式光伏系统标准，并于 2019年 2月

发布实施，今年 7月由团体标准升级为

行业标准。王勇说：“标准体系相对比

较完备，但各企业的执行力度差异较

大，特别是一些小型的施工企业，只要

能赚钱什么都敢装，不管是结构还是电

气都存在诸多风险。因此建议出台强

制执行措施，由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检测

机构进行监督，定期公布优质标杆企业

名单和不达标企业名单。”

本报讯 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的

2021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上，中

国能源企业低碳发展贡献力研究报告

暨贡献力 50 强榜单发布。该榜单是

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首次发布。

此次榜单由《中国能源报》、北京

零碳未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能

源经济研究院共同发布，能源企业低

碳发展贡献力排行榜从 500 强能源企

业中选出了 50家企业。

该报告提出，对全球而言，“双

碳”目标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对我国而言，“双碳”目标是一个

历史性的目标；对于我国能源企业而

言，这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面临能源

需求继续增长、传统化石能源短时间

内无法被完全替代、实现碳中和的道路

较发达国家更加困难等挑战，“双碳”目

标下，我国能源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从碳源减排和碳汇吸收贡献力、

企业碳中和行动方案贡献力、企业减

排技术贡献力、企业碳金融贡献力和

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力等多方面进行

评价，50 家企业中，2021 年中国能源

企业低碳发展贡献力超 80 分有 2 家，

70 分至 80 分有 40 家，60 分至 70 分有

8 家。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协鑫

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报告建议，我国能源企业要积极

部署能源转型，重视低碳技术研发；

制定清晰的“双碳”行动方案并付诸

行动；积极参与碳市场，将碳成本纳

入生产决策考虑；明确战略布局，加

强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委员会

主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

长、研究员戴彦德表示，能源企业低碳

发展贡献力排行榜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希望此次能吸引更多能源企业积极行

动，丰富榜单的同时，引导更多能源企

业 为 碳 中 和 愿 景 作 出 更 多 贡 献 。

杨佩佩

本报讯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

入商运、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

电……今年以来，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

设不断传来捷报。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表示，

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国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 10.3亿千

瓦，同比增长 18.0%，相当于 40 多个三

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占全国发电总装机

容量的 45.5%，同比提高 3.3个百分点。

我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水电、

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

指标保持世界第一。

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看

装机规模，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水电

装机容量3.8亿千瓦，同比增长4.9%；核

电装机容量 5326 万千瓦，同比增长

9.2%；风电装机容量2.9亿千瓦，同比增

长34.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7亿千

瓦，同比增长23.6%；生物质发电装机容

量 3409万千瓦，同比增长 31.2%。看发

电总量，今年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

太 阳 能 发 电 累 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0.2%。看电力投资，今年前 7 月，水

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

电源完成投资的91.7%。

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今

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流域水能利用率

98.43%，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96.4%，全

国平均光伏发电利用率 97.9%，分别较

上年同期提高0.07、0.3、0.07个百分点。

风电光伏装机布局不断优化。开

发建设从资源集中地区向负荷集中地

区推进，从集中连片为主向集中与分散

发展并举转变。从今年上半年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

约 59%，“三北”地区占比约 41%。光伏

方面，今年上半年新增装机容量较高的

区域为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

全 国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的 44% 、22% 和

14%。户用光伏项目新增装机容量 586
万千瓦，占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 45%，

成为一个亮点。

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有力推进。截

至 2020 年年底，煤电装机容量占比首

次降至 50%以下，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

机组达到约 9.5 亿千瓦。今年前 7 月，

全国供电煤耗率为303克/千瓦时，同比

下降1克/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

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严控煤电项目；加

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

发电，不断扩大绿色低碳能源供给，“十

四五”时期风电、光伏要成为清洁能源

增长的主力。 丁怡婷 寇江泽

火爆的分布式光伏安全标准亟待完善 行业动态

世界首台新能源分布式

调相机在青海投运

本报讯 近日，随着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能源基地的

330千伏旭明变1号调相机正式投入

“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世界首台

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落地青海，对支

撑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新能源大规

模安全有序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今年年内还将有 20 台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在青海建成投

运，届时将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由于青豫直

流送端换流站近区常规电源装机规

模较小，新能源电源装机规模大、占

比高，电压支撑能力相对薄弱等问

题，成为现阶段制约青豫直流送出

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新能源场站布

置分布式调相机，是行之有效的解

决措施。相较于传统建在主网侧的

大型调相机，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

具有集成度高、系统简单、建设周期

短、调节性能好等优点，既能发挥系

统动态无功储备的作用，又能为新

能源电站提供次暂态、暂态、稳态全

过程电压支撑。

下一步，国网青海电力将继续

跟进 330 千伏旭明变 1 号调相机试

运行情况，并组织开展其余 20台分

布式调相机并网调试工作，积极组

织开展涉网验收、审定启动方案、开

展涉网调试，助力建成世界最大规

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早日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董洁 王国栋

我国首次发布能源企业
低碳发展贡献力排行榜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0.3亿千瓦，相当于40多个三峡电站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最后一孔移动模架现浇梁结束浇筑，完成首次海上高铁架梁任

务。下一步，该模架将整体后移，在海岸上进行拆解，运输至下一工程项目，继续发挥作用。这个被称为“高空移动的桥梁预

制工厂”的高铁移动模架，可行进在已完成的桥墩进行高铁箱梁现场浇制施工，最大承载重量达1200吨，可抵御14级台风，解

决了“千吨级”40米箱梁海域现浇施工的难题，是我国目前最大跨度的高铁移动模架。图为大型机械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

跨海大桥移动模架浇筑混凝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片来源：本报图片库

新华社讯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近日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

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

试点工作。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已于日

前启动。

当日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易，

共17个省份259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

交易电量 79.35亿千瓦时。其中，国家

电网公司经营区域成交电量68.98亿千

瓦时，南方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成交

电量10.37亿千瓦时。此次交易预计将

减少标煤燃烧243.60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607.18万吨。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立

有利于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市场

体系和长效机制，在国家发改委的指

导下，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组

织制定《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绿色电

力产品为标的物，在电力中长期市场机

制框架内设立的交易品种，能全面反映

绿色电力的电能价值和环境价值，并提

供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将有意愿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用户区分出

来，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直接交易，

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电力消费，体

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产生的绿

电收益将用于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和消

纳，更好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发改委同国

家能源局、相关企业、专家学者等进行

深入调研，认为开展绿色电力市场的

条件已经成熟。企业有需求，地方有

意愿，技术可实现，交易可组织。同

时，各方面已形成共识，普遍认为我国

率先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意义重大，不

仅对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而且将会为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国家电网创新交易方式，优化电

网调度，应用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

促进供需双方对接。”国家电网公司董

事长辛保安说，绿电交易是重大机制

创新，有利于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实现

绿色电力供需的有效对接，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能源转

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刘羊旸 谢希瑶

我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