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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我国火电、气

电、水电、风电、生物质发

电能互补电源结构未能

统一规划和部署、火电的

灵活性改造进展缓慢、现

有机组调节性能欠佳等

现实问题制约，光伏电站

接网消纳问题形势依然

严峻。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李莹洁 祁玉金 包兆鑫

◎通讯员 褚忠凯 张 俊 本报记者 朱 彤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印发《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办法》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光伏电站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2013〕329 号）

同时废止。

近年来，随着光伏技术的进步与成本

的下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光伏

行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力增

量带来的消纳问题越发突出、光伏产业链

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光伏电站开发建设

管理的问题需要更符合发展实际的政策来

解决。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

出台的目的在于规范光伏电站开发建设

管理，促进光伏发电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

发展。

近些年，国内光伏电站建设和市场格

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早期光伏电站的建设主要看资源禀

赋，之后因为西北地区消纳受限和行业技

术成本的下降，中东部地面电站和沿海省

份的分布式光伏也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目

前，光伏大基地和分布式光伏由于政策支

持力度的加大，成为 2022 年光伏市场的主

要增长点。”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能源）技术经济中心

主任杨本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风光无限”的大基地建设，承载着中国

能源结构调整的重任。

我国西北省份太阳能资源丰富，新能

源开发优势明显，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本地电力市场消纳能力有限，而中东部

一些地区负荷集中，电力需求明显。

杨本均表示，以“沙戈荒”为代表的第

一、二批新能源基地，大多通过相关输电通

道打捆外送新能源，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同时，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将优势资源转

化为促进我国低碳绿色发展的动能。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在

2022 年的前 11 个月，中国部署了约 65.7 吉

瓦的太阳能装机和 22.5 吉瓦的风能装机。

国家能源局表示，预计到 2023年底，中国的

累计太阳能装机容量将达到 490吉瓦，风电

装机容量 430吉瓦。

风光大基地承载能源结构调整重任

近日，数据显示宁夏累计外送电量达

到 6002亿千瓦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规划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宁夏贯彻国家能源战略部

署，先后建成投运至山东、浙江两条电力外

送“大动脉”，在全力保障宁夏电力可靠供

应的同时，将电力打包送至十几个省份。

“宁电外送”累计电量突破 6000 亿千

瓦时，是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全力服务

地方能源转型、助力能源绿色低碳高效利

用的硕果。

成为国家“西电东送”重
要送端

2003 年，随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发

建设，宁夏煤炭年开采量从百万吨级直接

跃至千万吨级。

此时，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提出为

西部省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为进

一步提升煤炭的附加值，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人民政府决定修建跨省“送电”通道，

也就是通过将煤转化成电能的方式，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带动宁夏经

济效益增长。

2011 年 2 月 28 日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宁东—山东±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

建成投运，由此开启宁夏大规模电力外

送新纪元。

2016年8月24日，灵武—浙江绍兴±800

千伏灵绍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

为宁夏创建全国首个新能源示范区打下了

坚实基础。

十余年间，宁夏已经成为国家“西电东

送”战略的重要送端，为保障华北、华东地

区电力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当地创造

各类经济效益超 1300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5万多个。

“同时，我们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把外送电范围由最初的山东、浙江扩展至

上海、重庆、湖北等十几个省份，外送电量

连续 6 年实现了百亿级阶梯式增长。”国网

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测算，宁夏累计外送电量相当于就

地转化近 2.4 亿吨标准煤，减排 59820 万吨

二氧化碳、16320 万吨碳粉尘、900 万吨氮

氧化物，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保障全国能源安全的
“稳定器”

确保内供外送“双线作战”，科技是利

器。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该

公司不断探索创新，自主开发了户外单站型

巡检机器人、继电小室 S 型轨道机器人、多

种类智能机器人，进一步推动管理精益化和

管控智能化，实现人工、智能双重巡检。

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两制两军事”，全

面落实“设备主人制”，加速推进“全科医生

制”，从严开展“运维准军事”，积极推动“应

急准军事”，将设备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两条直流通道能量可用率、运行效率均居

全国前列，年利用小时数超过 8000小时。

支撑大电网平稳运行，保障全国能源

安全，宁夏要发挥“稳定器”作用。

去年夏季，少雨、高温的极端天气导致

华东、华中、西南多个省份电力供应持续紧

张，对当地电网供电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

挑战。“我们着眼大局，加大了跨区跨省支援

力度，服务全网电力保供。”据了解，国网宁

夏电力有限公司迎峰度夏期间全力保障向

山东的电力供应，积极支持华北地区工农业

生产和居民用电，2021年8月累计送电量约

18亿千瓦时。同时，宁夏电网还增送川、渝

电量 4亿千瓦时，高峰时段支援电力 100万

千瓦，增加川渝保供电力 40万千瓦，最大程

度地缓解了西南地区保供电压力。

将清洁能源持续送往全
国各地

自 2012 年成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

区以来，宁夏就被赋予了更大使命。国家

先后出台《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支持宁

夏能源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宁

夏清洁能源送向全国。

湖南因缺电严重急需省外送电，成为

宁夏第三条电力外送通道落点首选。2021

年初，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向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建议，建设宁夏至华

中（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助力宁夏

探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2021 年年底，该工程正式纳入国家电

力“十四五”规划。2022年11月3日，宁夏—

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可行

性研究收口报告评审会议召开，“宁电入

湘”工程建设方案正式确定。

作为国家第一条以开发宁夏沙漠光伏

大基地、输送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

道，这条通道的建设为宁夏电网带来了第

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线路途经宁夏、甘肃、陕西、重庆、湖

北、湖南等五省一市，全长 1467 千米，预计

年新增送电量 400 亿千瓦时，将从根本上

解决宁夏新能源并网消纳难题，每年输电

直接收益达到 40 亿元以上，拉动宁夏电力

投资 1000 亿元以上，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消耗 6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00万吨。

以前输火电，现在输绿电，宁夏通过

“风光火”打捆外送，闯出一条能源转型新

路子。

宁夏打捆外送“风光火”走出能源转型新路子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开始施行

光伏接网消纳光伏接网消纳““硬骨头硬骨头””有望被有望被““啃啃””下下

光伏发电具有不连续、不稳定的特

点。白天发电晚上不发电，晴天发电阴雨

天不发电，云层的干扰还会引发不稳定输

出的问题。因此，要将起伏多变的光伏发

电“开发足”“输送好”并非易事。

“利用同步电网、火电机组、互补电源、

储能等电网的调节能力，实现光伏电站弃

电率降低的过程，被称作光伏电站的接网

消纳。”杨本均说。大型光伏基地项目大批

量开发建设，使得风光项目的全容量接网

消纳难以及时有效实现。在杨本均看来，

导致问题的原因复杂多样，首当其冲的便

是送电“高速公路”——电网建设缓慢。

“就风光大基地建设来说，其特高压外

光伏电站接网消纳难是症结所在

送通道从立项到建成，需要 3 年左右的时

间，但千万千瓦规模的集中式光伏项目，在

1至 2年内即可建成。”杨本均表示，外送通

道的规划和建设涉及线路走向、落地点，受

端和送端的电价、电量，以及灵活调节新能

源并网波动性的资源配置等复杂的电力系

统规划。因此，在风光大基地建设中，外送

通道的配套往往相对滞后。

此外，即便通道已经建成，也不能彻底

解决光伏电站接网消纳的问题。“鉴于风光

发电的间歇性，大规模集中式电站如何稳

定接入电网，也是一个现实难题。”杨本均

介绍，从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特高压外送

通道的输送情况来看，新能源的通道利用

率依然不高。“比如国家电网近 3 年在西北

密集建设了 6 条特高压线路，解决电力送

出问题，但其中可再生能源的输送比例仍

然较低。”

综合来看，当前电网的调节能力未能

充分发挥作用。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预估，利用同步电网、互补电源

结构、火电调节机组、网侧/站内储能等条

件和措施，电网会有足够的调节能力，可以

满足高比例（至少 70%）非水可再生能源的

电源结构要求。“但是，目前受我国火电、气

电、水电、风电、生物质发电能互补电源结

构未能统一规划和部署、火电的灵活性改

造进展缓慢、现有机组调节性能欠佳等现

实问题制约，光伏电站接网消纳问题形势

依然严峻。”杨本均说。

对于我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而

言，《办法》的出台对开发投资企业有诸多

利好，光伏发电接网消纳的“硬骨头”也有

望被啃下。

“《办法》在第四章第十四条明确，光伏

电站备案容量原则上为交流侧容量，即逆

变器额定输出功率之和。这是我国首次以

正式发文的形式明确光伏电站项目备案容

量的释义。”杨本均告诉记者，如果政府和

电网企业以交流侧容量进行项目的备案、

调度管理，那么开发投资企业就可以基于

不同地区的资源特性差异、电力消纳情况

和电价结算政策，通过不同方案的度电成

本比选，确定项目最优的直流侧装机容量，

进而科学合理地进行容配比设计。

“《办法》还对光伏电站配套电力送出

工程的建设单位界定进行了调整。”杨本均

表示，《办法》在“电网企业负责投资建设项

目场址外配套电力送出工程”的责任归属

上，增加了“原则上”三个字，并在第二十条

中对该表述不涉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阐

述，明确允许光伏电站项目单位投资建设

光伏电站配套电力送出工程。“这样的调

整，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现阶段国内部分

地区新能源电站的跨越式发展以及电网规

划和外送工程建设进度难以匹配的实际矛

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杨本均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办法》明确以 500

千伏容量作为区分管理主体的界限。这样

的划分在杨本均看来是对管理责任的进一

步压实。集中式光伏电站主要是利用荒漠

地区丰富和相对稳定的太阳能资源构建大

型光伏电站，接入高压输电系统供给远距

离负荷。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与负荷呈逆向

分布，决定了西北五省及内蒙古的新能源

需要借助远距离输送进行跨省跨区消纳。

“以跨省的大型电网主干线、省内跨区的电

网主干线为分界，压实明确各项目属地责

任，有利于送受端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

在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年度开发建

设方案时做好衔接，落实光伏电站项目的

接网消纳条件。”杨本均说。

促进光伏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安徽淮南的水上漂浮光伏电站安徽淮南的水上漂浮光伏电站 视觉中国供图

记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获悉，近日，随着调度一声令

下，国网能源准东电厂—潞安准东电厂 750 千伏线路工程冲击完

成，标志着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端电源

三条 750 千伏线路工程全部建成投运。自此，新疆“疆电外送”可

靠性进一步提升，充分保障了新疆煤电的大规模输出。

本期建设的国网能源准东电厂—昌吉换流站 750千伏线路工

程、潞安准东电厂—昌吉换流站 750千伏线路工程、国网能源准东

电厂—潞安准东电厂 750 千伏线路工程全长 125.794 千米，新建铁

塔 262基，于 2020年 9月 26日开工建设，历时 2年建成投运。

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端电源 750千

伏配套送出工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点工程，也是世界首

条±110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的配套电源送出工程。工程投运后，

准东地区 7座电厂的电能通过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在华东电网消纳，在加快新疆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的同时，满足长三角地区用电增长和大气污染防治需求。

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端电源三条

75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开工以来，创新采取集控智能可视化牵张放

线工法及无人机验收方式，通过数字化牵张设备、集中控制装置、

自组网等方式，实现了在集控领域及监控领域减人 50%，在智能领

域提效 20%以上的重大突破。通过无人机手段对线路的塔材、导

线压接部位、绝缘子串安装及耐张杆受力点等重点部位进行验收，

提前发现频发性缺陷并为缺陷整改提供依据，验收效率提升

150%，为工程实现“零缺陷”投产探索了一条新路。

据悉，目前，新疆电网已形成“内供四环网、外送四通道”的主

网架格局。按照规划，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750

千伏主网架，开工建设±800 千伏哈密北—重庆特高压直流工程，

“十四五”末将形成“内供七环网、外送六通道”的主网架格局，为新

疆能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提供强大动能。

内供四环网、外送四通道

把新疆能源优势化为经济优势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汪阳 金彦淇）这几年，安装

屋顶光伏受到农村居民的青睐。1月 6日，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相

关工作负责人仲皆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省海宁

市力争在2025年建成1万户居民住房屋顶光伏项目，助力海宁绿色

低碳村（社区）发展，打造绿色能源的“海宁样板”。

2022年 10月 21日，海宁市发布了《“万户光伏 绿色共富”行动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按照“政府补助企业投资运维，居民

让出屋顶免费用电”的原则，统筹推进海宁市新农村集聚点居民住

房屋顶规模化分布式光伏建设。

《方案》明确，市、镇（街道）根据年度并网户数目标，分别对投

资建设单位按照装机容量给予每瓦 1.2元的补助；每户居民可在合

同期内按装机容量，每 1千瓦每月免费用电 20千瓦时，实现互赢互

利，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方案》推出后，通过各乡镇招标统一安装屋顶光伏的居民，

无需投入一分钱即可享受免费用电。”海宁市发展与改革局相关工

作人员说，以屋顶面积 40 平方米为例，装机容量 4 千瓦，居民一年

可免费用电约 960 千瓦。按照 0.538 元/千瓦时计算，每年可节省

516.48元。

《方案》的发布，加速了“居民光伏聚合商”模式的形成，从而助

推全市屋顶光伏市场投资、建设和运维的规范发展。

海宁市某光伏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近几年屋顶光伏安

装成本降低至原先的一半，再加上此次补贴力度比较大，进一步提

高了企业投资用户侧屋顶光伏的信心。

根据《方案》，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对户用光伏安装将采取以

户并网或多户集中并网模式，发电收益居民和企业共享，让居民侧

屋顶光伏发电量全部接入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推进全市屋顶光

伏建设。

浙江省海宁市

建“万户光伏”促“绿电”共富

近年来，河南省持续发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新能源已成为省内第二大能源装机类型，为支撑中原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新的能源“引擎”。

以河南省襄城县所在的河南省许昌市为例，“十三五”期间其

光伏、风电装机从 2万千瓦、0千瓦分别跃增至 58.8万千瓦、40.1万

千瓦。

据了解，在需求侧用电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河南电源结构在

供给侧也在持续调整。“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累计关停落后煤电机

组 587万千瓦。与此同时，全省新能源装机增长了近 20倍。

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上半年，河南省电网以光伏和风电为代

表的新能源装机分别为 1866万千瓦和 1873万千瓦，合计占比达到

32.8%，成为第二大电源。《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

中和规划》提出，计划到 2025年全省能源消费增量的 50%以上由非

化石能源满足，风电、光伏发电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

为使新能源发电出力更加可靠，河南省还大力推进各类储能

建设，确保新能源发电在对传统能源发电的替代中电力系统稳定。

据了解，目前河南全省规划在建储能总装机容量超过 300 万

千瓦，规模化投运后，将在用电高峰时段有效发挥顶峰作用，缓解

迎峰度冬用电负荷高峰期间保供压力，提升电网调峰、调频支撑能

力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随着清洁能源从补充性能源日渐升级为主要增量能源，将会

重塑传统电网结构。”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总经理钟筱军说，既要

发挥火电“托底”保供作用，又要实现新能源发电对传统能源发电

的可靠替代，只有这样才能在“攻守转换”中确保电力系统平稳转

型升级。

新能源成中原发展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 翟 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