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近期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所披露的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达到 7.5 亿吨

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14.2%，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 19.5亿吨，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

了基础。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可再生能源为主

体的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是中国乃至

全世界的能源战略选择。2021 年全国两会上，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到 2030 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等

目标。

然而，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随机性为电力

系统电力电量平衡带来了巨大挑战。应对可再

生能源风/光发电与用电负荷之间的电力电量不

平衡问题，需要依靠储能技术，即在电能较多时

将电能储存在储能系统中，在电能不足时通过储

能系统的放电进行电能补充。

储能技术可分为物理技术与化学技术两大

类。物理类储能技术包括：抽水储能、压缩空气

储能、飞轮储能、超导储能、显热蓄热、相变蓄热

等。化学类储能技术包括：锂离子电池、钠硫电

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储氢、热化学

蓄热等。

在物理类储能技术方面，抽水蓄能技术比较

成熟，但其依赖于大型水库，进一步发展受到限

制；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对环境友好，适用于大规

模发展，同时可耦合热能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热

的吸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飞轮储能技术则

具有高功率、相关设备寿命长等优点。

在化学类储能技术方面，以锂电池为代表的

电化学储能技术已经初步进入商业化、规模化应

用，结合电动汽车对锂电池的需求，该技术将得

到更快发展，但由于其储能容量较低，因此在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方面的应用受到限制，不过

该技术可作为抽水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调节电

网频率的补充手段。

相比较而言，目前储能行业内，物理类储能

技术中的超导储能技术在解决电网瞬间断电及

电压暂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其成本较

高，目前应用较少。

就未来储能技术发展而言，对于大规模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既需要物理储能的大规模容量保

证，又需要化学储能的快速响应，两者的高效结

合将是未来可再生能源储能方面的关键。部分

新的技术手段也让未来可再生能源储存具有良

好前景。例如，近年来受大家关注的先进压缩空

气储能技术，就可采用普通的空气进行能量储

存，不需要大型水库，且通过耦合蓄热技术能够

实现零碳排放，大型化后成本显著降低（相比化

学储能技术），将在未来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的

能源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

（转载自中科院之声微信公众号）

储能：可再生能源实现充分利用的关键一环

◎实习记者 杨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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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针对不同场

景，结合用桩需求，优化选

址、精准建桩，让充电桩布

局更加合理。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政府、各行业协同

配合，共同做好充电桩的

建设工作。

仝宗旗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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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亮

◎本报记者 张 蕴 通讯员 王国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为缓解天然气供给压力，国家大力发展

天 然 气 储 罐 建 设 工 程 。 记 者 近 日 获 悉 ，国 家 管 网 天 津 液 化 天 然 气

（LNG）二期项目的 6 号罐穹顶混凝土浇筑即将完工，和这也预示着 6 号

储罐主体结构施工即将完成。

据天津 LNG 二期储罐项目经理郑呈龙介绍，LNG 二期项目是国家

发改委推进的“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国家“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重要民生工程和能源保供项目。

该项目总体规划建设 6 座 22 万立方米储罐及配套设施。此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京津冀鲁豫地区天然气冬季保供的重要基地，极大增强华

北及周边区域天然气供应和应急调峰能力，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

区域空气质量、防治大气污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目预计 2023 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可保障 1 亿多人冬季供暖需

求 。 单 日 外 输 能 力 将 达 到 7000 万 立 方 米 ，年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约 1200

吨，迈入千万吨级 LNG 接收站行列，为华北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提供坚

实保障。

“双碳”背景下，清洁取暖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国际

能源署等有关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天然气虽是化石能源，但在等热值

情况下，可比煤炭燃烧减少碳排放约 45%。“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燃烧

时产生更少的二氧化碳，可以助力节能减排，践行绿色发展，为国家‘双

碳’目标贡献力量。”郑呈龙表示。

天津液化天然气项目有新进展

投产后可供1亿多人冬季取暖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戴莹）今年 1 月至 6 月，江汉油田涪陵

页岩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36.3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9%，产量创历史新

高，为我国中东部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今年以来，涪陵页岩气公司锚定油田“万千百”战略目标，积极克服

老区产量递减快、新区开发难度大等困难，在生产组织、科技创新、老区

管理、安全环保等方面发力，确保涪陵页岩气田持续稳产上产、安全高效

开发。

公司围绕产建“全链条”业务，加快井位部署、方案论证和可研批复，

提前开展井位踏勘、工程招标和批量化采购，强化新区电网铺设，全面启

动电网春检，为高效施工打下牢靠基础。深入推进“增效创效提效”主题

劳动竞赛，科学部署地面、钻井、压裂施工，抓好生产组织工序衔接，不断

提高产能建设速度和质量。今年前 6 个月，气田投产新井 46 口，同比增长

15%，新井投产周期比计划缩短 15 天。

涪陵页岩气公司通过细化和完善“资料日录取、单井月度合理调配、

区块季度动态分析”的动态管理机制，深耕老区气藏管理。做实 4 个采气

管理区，优选 16 名技术人员充实到采气一线，加强督导和技术帮扶。加

快增压站建设，探索区域增压新模式，411 口气井实现了增压开采，今年累

计增气 6.42 亿立方米。强化低效井治理，开展工艺适用性、针对性、实用

性研究，以“一井一策”提高低效井产量。

今年前 6 个月，气田 650 多口老井贡献产量达 34.84 亿立方米，相比计

划增长 1.87 亿立方米。

36.33亿立方米

涪陵页岩气田上半年产量创新高

公共充电桩公共充电桩““冷热不均冷热不均””怎么解怎么解？？

科技日报记者近日从三峡集团获悉，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

术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如东海上风电场，截至 7 月 25 日，累计发电

量已突破 11 亿千瓦时，为能源保供、优化能源结构作出积极贡献。

如东海上风电场位于江苏省如东县黄沙洋海域，其所发电能通过柔

性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如东柔直工程）输送至电网。如东柔直工程

主要由两座海上升压站、一座海上换流站、一回直流海缆、一座陆上换

流站组成。其中，如东柔直工程换流站设计输送容量为 1100 兆瓦，200

台 4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年均上网发电量可达 24 亿千瓦时，是目前世界

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海上换流站。

如东海上风电场突破 11 亿大关，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功不可没。

谈到被国内媒体经常提到的柔性直流输电技术，三峡能源江苏分公

司总经理刘兵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如果把电流比喻成水流，那么柔性

直流技术就相当于一个精准的‘拦水坝’，能够精准控制水流的方向、速

度和流量，使水库水位更加平稳。”刘兵表示，柔性直流输电技术作为目

前世界上最前沿的输电技术，可以解决当前交直流输电技术面临的很

多问题，“而传统‘电流源型’直流技术，对电压、频率的控制不如柔性直

流技术那么灵活、稳定。”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技术上的革新，革新主

要体现在其所组成换流器的基本元件发生了革命性的重大突破。柔性

直流输电技术是基于电压源型全控性换流器技术的直流输电方式，也

就是第三代直流输电技术，依靠其电能传输的灵活可靠控制，柔性直流

输电将在未来的长距离跨海电缆送电、可再生能源并网、分布式发电并

网、孤岛供电（黑启动）、异步交流电网互联等领域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除此之外，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还可以将远海的电能转换为损耗更低

的直流电。“并且相比传统输电方式，它还具有更好的经济性优势。”刘

兵说。

江苏省拥有 954 公里海岸线、3.75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全省几乎全

部都是风能可利用区、风能较丰富区或风能丰富区，具备发展海上风电

的天然优势。除了三峡如东海上风电场，三峡集团在江苏省黄海海域

还投资建设了国内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大丰风电场，以及配备了

亚洲首座 220 千伏海上升压站的响水海上风电场。

三峡能源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陈海元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预计今

年年底，三峡集团将在江苏区域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近 40 亿千瓦

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海上风电运维精细化管理，助力我国海上

风电高质量发展。”

如东风电场发电量突破11亿千瓦时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功不可没

7月 26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大唐青海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青海），发现这里的

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远程监控800公里外的冷湖

光伏电站的发电情况。早在4年前大唐青海就实

现了远程“遥控”电力。这是青海以数字化能源生

态体系为低碳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的直观见证。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核

心技术加持，各行业正合力构建数字化能源生态

体系，促进数字技术和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助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青海省也启动了能源大数

据中心等项目，朝着上述方向积极迈进。

电力系统装上数字“神经网络”

实现远程“遥控”电力，大唐青海应用的正是

国网青海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青海）建成投

运的国内首个集数据汇集、存储、服务、运营于一

体的青海省能源大数据中心。

能源大数据中心不仅能为新能源企业提供

天气预测、发电预测等精准服务，有力帮助新能

源企业提升效益，而且能实时监测数百公里之外

的风机、光伏等发电设备的运行状况，助力新能

源企业科学管理，实现能源供给降本增效。

青海是新能源大省，大数据与新能源的有

机结合，无疑给青海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截至目前，青海能源大数据中心

服务对象超过 280 家，接入新能源场站 298 座，

全省装机占比达 40%，让 67 座电站实现了远程

监测、控制和管理，使电站设备预警准确率达

到 80%，电站管理效率提升 20%以上，发电量提

升 11%……

目前，该能源大数据中心已实现铝冶炼、铁

合金、水泥、钢铁等行业数据汇集与共享，构建了

新能源集中监控、功率预测、光伏扶贫运营管理

等 23 类 27 项数据和业务服务，有力支撑了青海

能源行业数字化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

“电网具备‘超强’的数字感知能力后，数字

技术在能源业务中就可得到深度应用，这也是新

型电力系统数字化能源生态体系建设的关键环

节。”国网青海相关技术人员表示，新型电力系统

装上了数字化“神经网络”，即可利用人工智能、

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促进电网更加智能、

友好，最终形成源、网、荷、储各个环节高度融合、

协同互动的能源产业生态体系。

向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迈进

为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建设，构建

数字化能源生态体系，青海省能源大数据中心目

前正在向省能源（双碳）大数据中心升级。

记者了解到，2021 年以来，国网青海汇集全

省 22 亿条用电量，融合 2010 年至 2020 年全省能

源、经济环境以及企业能源消耗和产能数据,构

建形成了全省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居民碳排

放以及清洁能源减排 6类电碳测算模型，建成了

基于电力高频数据的碳排放监测分析平台。

国网青海电力互联网部计划及建设管理处

处长韩良煜表示：“通过收集众多电力高频数据，

目前我们的分析平台涵盖了青海全省 8 个市州

的工业、交通等 7 大产业及铁合金、铝冶炼等五

大重点行业，能够准确掌握全省各区域及各产业

整体碳排放情况，精准定位存在高碳排放的行业

和重点产业，为政府部门推进‘双碳’措施提供研

判依据，为实现‘能碳双控’目标奠定平台基础。”

数字技术的应用，正支撑青海向建成新型电

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实

现“双碳”目标迈进。

数字技术为青海新能源产业插上腾飞翅膀

公安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6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001万辆，占汽

车总量的 3.23%，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达 810.4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0.93%。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能源汽车大潮，充电桩的

建设也在快马加鞭。据中国充电联盟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

计数量达 391.8 万台，同比增长 101.2%，新能源

汽车目前的车桩比约为 2.555∶1。由此可见，我

国已经基本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充电体系，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

速发展。尽管如此，充电桩依然存在利用率两极

分化的乱象——在一些区域高峰时段新能源汽

车排队充电，而另一些区域的充电桩却门可罗

雀，有些甚至已沦为“僵尸桩”。

充电桩利用率两极分化
因何而生

一边是“一桩难求”的车主，另一边是因为设

备利用率过低而苦恼的运营商，这种矛盾究竟是

如何产生的？

一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不合理。“在充

电桩设施建设的初期，会出现过于超前投建或跑

马圈地的现象，大家优先把充电桩建起来，而不

考虑布局的合理性。”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仝宗旗指出，例如新能源

汽车保有率相对较低的二三线城市，建立几十个

充电站就能满足相应的充电需求，但在发展初

期，有些企业运营商可能会优先将土地占用，并

超前布局了充电站的建设，没有按照不同的场景

合理建设充电桩。

此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永东

认为，土地资源受限也是造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与充电基础设置建设不匹配的一大因素。以北京

为例，二三环内找桩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新能

源汽车数量多，但可以建设充电桩设备的土地少。

二是电动汽车充电桩在产品质量、管理等方

面尚待提高。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20%的用户在使用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时遇到

过故障抢修不及时的问题，35.3%的用户遇到过

找桩困难的问题，28.3%的用户遇到过车位遭燃

油车占用的问题。运营商服务能力、技术能力不

完善同样成为充电桩发展的桎梏。

业界有个说法——“三个桩就能成为运营

商”，但实际上充电桩运营并不仅仅是建桩这么

简单，还要求运营商具有强大的服务保障能力。

有业内人士认为:“充电桩后台应有一套完备的

智能化网络服务平台系统，但实际上很多运营商

并不具备设备开发和持续升级的能力。”

三是充电服务效率不高，充电时间过长。目

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量上还存在缺口，

快充设备和电池技术仍有待提升，导致单辆车停

留时间过久，并且不同车型的充电速度差异大，

难以充分利用充电桩的额定装机功率资源，致使

充电站服务效率不能充分发挥，容易造成充电桩

“一桩难求”的现象。

解决充电乱象需精准布
桩、提升充电效率

那么，充电排队与充电桩利用率低的矛盾该

如何解决呢？

“最重要的是根据不同场景配置不同性质的

充电桩。”仝宗旗指出，未来，应针对不同场景，结

合用桩需求，优化选址、精准建桩，让充电桩布局

更加合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各行业协

同配合，共同做好充电桩的建设工作。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布局要考虑到城内、城

际间不同的使用场景，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把慢

充、快充和换电做一个有机的结合。社区充电

中，考虑到价格、便捷性等因素，目前采用以交流

慢充为主的充电方式，今后的趋势是采用直流小

功率慢充+智能充电服务；公共场所如商场、超

市等，充电设施可以采用慢充桩和快充桩相结合

的方式，如车主时间充裕，可以选择价格相对便

宜的慢充桩，如遇车主时间紧张，可以选择直流

快充桩，这样能有效解决充电效率不高的问题；

而在高速公路和加油站等场景，则应以快充及换

电为主，方便车辆的出行与使用。

除去不同场景精准布桩外，运营商还要打造

差异化增值服务，这样不但可以获得一定的收

益，同时还可以提高充电桩的利用率。

刘永东认为，目前最大的增值服务还是在专

业化的售后服务和电池的性能保养等方面。在

提供专业化售后服务的基础上，充电运营商可以

开展电池性能保养增值服务，以提高新能源汽车

的安全性和寿命。另一方面，利用电池多余电能

可以开展 V2G（从车辆到电网）增值服务，将电

池电量通过逆变器反向输送给电网，不仅可以帮

助电网缓解用电高峰电量不足问题，还可以使运

营商从中获取成本差价。

仝宗旗指出，除了建设便捷的使用平台、提供

优质服务外，运营商还可在充电桩建设区域加入诸

如便利店、咖啡店、自助洗车及儿童乐园等设施，让

用户在等待充电的同时，享受更多便捷的服务。

此外，电池技术的提升也是解决充电乱象的

关键因素。要想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速率，光

靠配备大功率快速充电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电池和电网端的配合。

一方面，目前市面上大多电动汽车的电池难

以承受超大功率充电，使得实际充电功率大大低

于充电桩设计功率。电池厂商不仅需要进一步提

升电池快充性能，重点开展人造石墨二次造粒、硅

碳负极、石墨烯电池等技术研究，实现充电速度与

电池寿命及安全的高效协同，还要突破低温环境

下电池电阻增高带来的充电效率低下的难题，采

用如电池加热技术等方法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

另一方面，电动汽车的快充技术给电网带来

了很大压力，需要电网进一步加强充电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与改造，确保电力供应可以满足充换电

设施运营需求，并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网提供

便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