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8 月 5 日，记者从中国广核集团获悉，7 月

31 日 21 时 32 分，辽宁红沿河核电站 5 号机组完成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

正式具备商运条件。

作为我国东北第一个核电站以及最大的电力能源投资项目，红沿河

核电站分为一、二期建设。一期工程四台机组于 2016 年建成投产，目前

正在平稳发电。二期工程两台机组于 2015 年开工建设，目前 5 号机组具

备商运条件，6号机组正在进行热态功能试验。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廖伟明表示，在工程建设中，红沿河

核电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原则，持续提升国产化水

平。5号机组全面实施了非能动高位冷却水源、二次侧临时补水、移动式

应急电源等 36 项技术改进，具备三代核电主要技术特征，安全水平进一

步提高。同时使用国产核电站数字化控制系统——和睦系统，拓展了国

产设备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应用。

高效的安全、质量管控为红沿河核电站 5 号机组高质量投产创造了

良好条件。自开工以来，5号机组建设一直保持零重伤、零火灾等工业安

全“七个零”，连续 4年获得核电工程安质环标准化及国际标杆评估“双八

级”，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核电因绿色、零碳优势，是我国实施低碳转型、提升能源安全水平的

重要战略选项，红沿河核电站 5 号机组商运将进一步优化东北地区电力

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根据测算，红沿河核电站 5 台机组投产后，年

上网电量可达 375亿度，环保效益相当于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 113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3120 万吨，综合温室气体减排等效于 8.4 万公顷森林吸

收量，为助力国家“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红沿河核电站5号机组

具备商运条件

“运行电压正负 100千伏、运行电流 1000安、

液化天然气输送流量每分钟 100 升”，在位于河

北霸州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杆塔试验基

地，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的世界

首个电力与液化天然气（LNG）混输超导直流能

源管道样机完成 24小时满负荷运行试验。

“电力和 LNG 混输的工程化应用，技术上已

经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了。”8 月 6 日，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储能与电工所（以下简称电科院储能

所）超导室主任张宏杰表示。

他介绍，此前，电力和 LNG 混输技术研究尚

处于概念设计阶段，仅提出了一些简单的结构设

想，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研究、试验。此次完成试

验的混输能源管道研究属于前瞻性技术，依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具体实施，“其样机同时具

备超导电缆输电与液化天然气输送两种功能。”

张宏杰说。

把单一输气变成电气协
同输送

什么是超导电缆输电？电力和 LNG 这两种

完全不同形态的能源品种为什么要混输，又怎样

实现混输？

“高温超导电缆具有载流大、损耗小等特

点。”张宏杰解释，在相同电压等级下，超导电缆

输电、通流能力和传输容量可以达到常规输电线

路的 5—10 倍，考虑低温制冷系统功耗后，系统

总损耗仅为常规线路线损的 1/3左右。

但 是 超 导 电 缆 正 常 工 作 ，需 要 维 持 零 下

196 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环境（通常以液氮为常

用制冷剂），来保证超导导线处于超导临界转

变温度以下，按照目前低温制冷机的性能，几

公里就要有一座制冷站。

张宏杰介绍，超导电缆系统的基本结构是：

电缆的外护套跟常规电缆的结构和功能一致；外

护套内，是双层不锈钢材质的高真空绝热杜瓦

管，液氮在杜瓦管道内流动，超导电缆芯浸泡在

液氮中，低温制冷机作为系统辅机推动液氮循环

并为整个系统提供制冷。

采用液氮冷却的高温超导电缆发展至今已

有 20 多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和工程示范。但由于目前超导材料价格仍然较

高，制冷等辅机费用占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这一技术实用化的进程。

电力与 LNG 混输，其实就是利用 LNG 输送

时需先对天然气进行超低温液化处理，输送管道

环境低温且恒定的既有条件，把单一输气变成既

输电又输气，是一举两得的好思路。

创造高温超导电缆运行
的最高电压

2014 年，在以“超导技术在未来电网中的应

用”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国电科院名誉

院长周孝信指出：“如果超导直流输电技术能够

实现输送液氢或液化天然气与输送电力有机结

合，那么将彻底改变我国未来能源与电力输送格

局。”与会专家提出：“建议启动液化天然气温度

的长距离超导能源管道示范工程项目，通过

15—20 年的努力，建成数百公里级的超导能源

管道示范系统。围绕该项目，重点突破示范工程

所涉及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以点带面，促进我

国超导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发展。”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超导直流能源管道

的基础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于 2018年获批立

项实施。经过近 3年攻关，项目组构建了世界一

流的超导直流能源管道技术研发和试验测试平

台，并获得多项原创性成果。

电科院储能所副总工程师、该项目负责人丘

明表示，项目组在 LNG 混合工质的固液相平衡

及其传热、流动和绝缘特性方面，建立了适用于

甲烷体系的固液相平衡模型，提出凝固点调控新

方法，为电力、LNG高效输送提供了基础保障。

对能源管道而言，当出现网侧短路、电缆绝

缘击穿、以及 LNG 泄漏等极端情况，如何确保能

源管道安全可靠运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

未来工程应用人们关注的重点。丘明说，研究人

员提出了多种超导能源管道原理结构，并针对不

同的结构和工作条件，开展了 LNG 混合工质的

绝缘和安全特性研究，提出了安全应对和防御策

略，确保超导能源管道的安全运行。

在本项目之前，国际上高温超导直流电缆的

最高电压等级为韩国在济州岛完成的 80千伏超

导直流电缆，本项目超导直流能源管道使用的高

温超导电缆系统运行电压为±100 千伏，为国际

最高。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

作为一种全新的能源配置与输送方式，超导能源

管道实现电力—液态燃料的一体化输送，综合能

源输送效率高。“项目在新型电力系统（比如海上

风电送出）、港口岸电等场景将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张宏杰如是说。

样机近日完成满负荷运行试验

超导直流能源管道：既能输电又能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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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电力和液化天然气

混输技术研究尚处于概念设

计阶段，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研

究、试验。此次完成试验的混

输能源管道研究属于前瞻性

技术，其样机同时具备超导电

缆输电与液化天然气输送两

种功能。

张宏杰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储能与电工所
超导室主任

新华社讯 （记者刘洪明）近年来，西藏相继

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联网工程 4 条“电力

天路”，形成了西藏 500千伏统一电网，主电网实

现全区 74个县（区）全覆盖，惠及近 330万人。雪

域高原昔日用电难、用电贵的问题，一去不复返。

“过去，全县就靠两个小型水电站供电，县城

时不时就会停电，我们烧柴油发电，但发电负荷

太小，带不动电暖器，客人经常盖三层棉被御

寒。而且柴油发电一天下来的油费就要 1200元

左右，是正常电费的 3倍以上。”西藏日喀则市萨

嘎县一家酒店的经理达娃普迟说，“去年阿里电

力联网工程投运后，我们用上了稳定的大网电，

每个房间都装了空调，住宿条件大为改善。”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受地理条件等因素困

扰，电力供应短缺问题是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的突出瓶颈。

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供少数上层贵族

享受的小电站。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高度重视

高原人民的用电问题。1965 年，被誉为“拉萨夜

明珠”的纳金电站 6 台机组全部建成发电，不少

拉萨居民结束了用松明子和酥油灯照明的历史，

开启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电力工业起航之路。

此后，1985年西藏首条 110千伏输电线路投

运，20世纪 90年代末拉萨与山南电网率先联网，

21 世纪初藏中电网基本形成。特别是近十年

来，西藏电网建设“蹄疾步稳”，从 2010年青藏电

力联网工程开工建设至今，10 万余名电力建设

者冒风雪、忍高反，在“世界屋脊”相继架起覆盖

全区的“电力天路”，全区供电可靠率达 99.33%。

主电网的升级跨越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

解决了西藏长期以来的缺电问题，带动家用电

器进入西藏寻常百姓家，帮助广大农牧民实现

了从“用上电”向“用好电”的生活品质改善，

同时也为高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奠定

了基础，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

力支撑。

近年来，西藏大数据储存、有色金属采选、绿

色建材等耗电量较大的产业快速发展。“十三五”

期间，西藏电网用电负荷连年刷新历史纪录，年

均增幅近 20%；全社会用电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达到 82.5亿千瓦时。

坐落于拉萨市高新区的西藏宁算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拥有西藏最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企

业占地面积 64.5 万平方米，总投资 118 亿元，可

容纳 7万个机柜。

公司负责人蒋宁说：“大数据产业的主要成

本支出是电费，一般占到总支出的 70%左右。如

果没有西藏电力事业的飞速发展，我们企业用电

就很难保障，公司也不可能发展壮大。”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时期，国家电网公司在西藏计划投资

466 亿元，进一步加强西藏与西南电网联网，积

极推进青藏直流二期等工程前期工作，全面补

强县域电网、中心城镇和产业园区电网。同

时，大力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助力西藏

乡村振兴。

“电力天路”点亮雪域高原 西藏城乡告别用电难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5、6号机组 高元勋摄

近日，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特斯拉

Megapack 储能电站发生爆燃，引起火灾。据了

解，该储能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之

一，发生事故的设施为重达 13 吨的锂电池。而

今年 4月，北京南四环的一处锂电池储能电站也

发生了爆炸事故。

过去几年，在各路资本的加持下，储能市

场逐渐升温，但与之相关的安全性问题也逐

步暴露。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3 年间，全球范

围内的储能项目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共计 20

余起。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既

可以保证能量存储，又可以确保安全的储能之

道呢？

电化学储能或将成主流
新型储能技术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布的《储能产业

研究白皮书 2021》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

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35.6GW，占全球市

场总规模的 18.6%，同比增长 9.8%。其中，抽水

蓄能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 31.79GW，同比增

长 4.9%；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二，为

3269.2MW，同比增长 91.2%；在各类电化学储能

技术中，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

2902.4MW。

目前，储能行业仍处于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并

存阶段，铅酸电池和锂电池都属于电化学储能，

抽水蓄能依然是当前装机最多的主流储能技

术。“从储能技术发展和商业化应用看，抽水蓄能

会受水资源分布的限制，而电化学储能所受约束

条件少、建设周期短、应用场景广泛，‘十四五’期

间，主流新型储能技术是电化学储能。”天能集团

智慧能源研究院院长郝三存说。

铅炭电池是储能电池的
又一发展方向

对于全球屡次发生的锂电池储能电站安全

事件，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锂电池的热失控。而锂电池热

失控则可能是由于电池电芯本身缺陷或电池管

理系统等设备的安全、质量、设置问题导致的。

“铅酸电池是非常成熟的电池技术，在可靠

性和稳定性方面，是其他电池技术不能比拟的。

电池的电解液是水基体系，热失控和燃烧爆炸的

概率很小。”郝三存说，以现有的全自动回收产线

为例，铅酸电池回收利用率可达 99%以上。除铅

以外，电池的塑料部分可做成再生塑料颗粒，硫

酸也可循环再利用。

现在铅酸电池还有了“升级版”。

2020 年，天能集团完成了国家电网雉城（金

陵变）12MW/24MWh铅炭储能项目，这是浙江省

乃至全国首座超大型铅炭储能电站项目。在这之

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

连化物所）李先锋、张华民研究员带领团队研制的

百千瓦时级（100kWh）铅炭电池储能系统，已经在

大连化物所星海二站园区成功并网运行。

铅炭电池技术是一种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

从本质上来说，是对铅酸电池配方的优化。“铅炭

电池是在铅酸电池的负极中加入碳材料制成的

电池。”张华民介绍，碳是非常神奇的元素，拥有

的化合物种类最丰富，它的加入，使铅炭电池在

保留铅酸电池原有功率密度的基础上，充放电性

能得到大幅改善。而且铅炭电池和铅酸电池一

样，基本可实现 100%回收，是目前相对经济可行

的电力储能技术路线之一。由于铅炭电池的电

解液是硫酸水溶液，只要保持通风，就不会发生

燃烧爆炸，安全性好。“今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成

熟，铅炭电池在储能领域将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

份额。”张华民说。

铅炭电池已被用于多个
国内储能示范项目

电池技术是制约储能产业发展的关键。张

华民认为，凭借充电接受能力强、安全可靠、制造

成本低等优势，在可再生能源广泛利用和储能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铅炭电池将成为继锂

离子电池、液流电池之后，储能电池的又一发展

方向。

张华民介绍，我国从事铅炭电池研究开发与

生产的企业主要有南都电源、圣阳电源、天能电

池、超威集团、双登集团等。

南都电源研发的铅炭电池产品目前已被应

用在多个国内储能示范项目中，如浙江舟山东福

山岛风光柴储能电站、新疆吐鲁番新能源城市微

电网示范工程、南方电网光储一体化柴储能电

站、无锡新加坡工业园智能配网储能电站、浙江

鹿西岛 4MWh储能项目等，运行状况平稳。

除了储能，铅炭电池也应用在了新能源汽车

上。由于可以在车辆加速和制动期间快速输出、

输入电荷，铅炭电池特别适合于汽车启停系统。

只要保持通风，就不会发生燃烧爆炸

铅炭电池：储能新秀主打“安全牌”

新华社讯 （记者刘羊旸 刘彤）记者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获悉，陕北

至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8月 6日启动送电。

陕北至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省榆林市，止于湖北省武汉市，

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 4省，线路全长 1127公里。送端连接陕北能源

基地和西北 750千伏交流电网，受端接入湖北负荷中心和华中 500千伏交

流电网。工程总投资 185亿元。

依托陕北至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国家电网推进±800千伏、输送容

量 800万千瓦的“双八百”特高压直流技术、设备和设计的标准化，批量应

用国产套管，带动了特高压直流全产业链国产化和创新发展。

国网信通公司联合科研单位，推动低损耗光纤光缆的国产化研究及

制造，在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配套通信工程建设中，成功研发应用

国产大有效面积 OPGW（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缆，实现 467 公里无中继

长距离传输的突破。

据介绍，陕北至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将有力推动陕北能源基地集约

化开发和电力大规模外送，保障湖北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促进能源资源高

效利用，降低湖北用能成本，促进陕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陕北至湖北

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李宝乐）8月 7日，记者从中氢能源

科技发展（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氢能源）获悉，该企业自主研发

的国内首个 1000吨/年介孔氧化铝生产项目即将达产。中氢能源总经理

李秀刚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 66万标准立方米氢气，日产氢气约

2240标准立方米。

经过数十载的潜心研发，中氢能源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活性固体氢材料及介孔纳米三氧化二铝新技术。该项核心技术

成功解决了氢气的存储和运输两大世界性难题。

在 1000吨/年介孔氧化铝生产项目中，中氢能源采用铝氢能源概念，

应用专利特殊工艺，通过独有的核心技术材料活性固体氢材料与纯水反

应后，经冷却、干燥及分子筛过滤提纯，最终产出高纯氢气。

李秀刚介绍：“我们生产的介孔纳米三氧化二铝材料储氢量大，每克

材料能储存 1.2—1.5 升氢气，性价比高。使用我们生产的材料制氢能够

实现自我调节制氢成本，做到随产即用，制出的氢气纯度高达 99.99％以

上，无需二次纯化，能有效解决氢链下游使用成本问题。”

据悉，使用中氢能源的专利特殊工艺产出的介孔纳米三氧化二铝材料

具有纯度高、比表面积大、反应活性高、平均粒度小、粒度分布范围窄等优

势，在多相催化、分离提纯、药物存储与释放、传感器制造、膜材料应用、吸

附作用（尾气治理、污水处理）和声学等诸多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1000吨/年介孔氧化铝

生产项目即将达产

相关链接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日喀则市江当现代生态产业示范园内的50兆瓦光储电站储能系统和太阳能光伏组件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