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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动态
 鲁能海西州 50MW 光热电站单日运行近 22 小时
 中电哈密 50MW 光热电站实现 24 小时稳定发电
 玉门鑫能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化学制水一次成功
 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发电项目新进展
 智利 Cerro Dominador 光热电站正式揭幕，可实现连续 24 小时稳定运行

 主要工作动态
太阳能热发电行业迎来利好
6 月 11 日，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太阳能光热
联盟”）从国家发改委相关文件获悉，对于国家能源局确定的首批太阳能热发电
示范项目，于 2021 年底前全容量并网的，上网电价继续按 1.15 元/千瓦时执行，
之后并网的首批示范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这是全行业努力争取的结果！可喜
可贺！
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提出：2021 年起，新核准（备案）的光热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地省级价格主管
部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
基准价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同时，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
政策，支持光热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太阳能光热联盟原理事长易跃春对此表示，
海上风电、光热发电作为重要的清洁能源利用方式之一，受资源分布等实际情况
影响，各地发展诉求不一。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促
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 号）
，已明确新增
海上风电和光热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鉴于项目建设地域性特点，通
知规定，2021 年以后，海上风电和光热项目上网电价均由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
定，各地结合当地发展需要以及财力情况，可制定高于燃煤基准价的上网电价，
电网企业按照燃煤基准价收购，高于燃煤基准价的部分由各省份统筹筹措资金解
决，推动海上风电、光热发电因地制宜发展。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及采暖行业蓝皮书 2020》发布
6 月初，由太阳能光热联盟和中关村新源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服务中心共同编
制的《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及采暖行业蓝皮书 2020》
（以下简称《蓝皮书》）向行业
免费公开发布。
《蓝皮书》全文 5 万多字，70 多张图表，分六大章十五节，对我国太阳能热
发电和采暖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
总结了 2020 年太阳能热发电在科技发展、
示范项目进展、从业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情况，指出了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 2025 年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判断，包括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对太阳能热发电技
术的影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市场需求等。同时，
《蓝皮书》提出了 2025 年
行业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任务、对策措施。《蓝皮书》还例举了太阳能采
暖相关工程案例及项目信息等。
《蓝皮书》的发布引起业内强烈反响。《建筑节能杂志》第一时间来函请求
授权转载。有读者反馈“这个报告写得真好啊，既全面又客观，点赞！”
6 月 19 日（周六）上午，
《蓝皮书》统筹、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中国科
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王志峰博士应《建筑节能》杂志之邀，以采访方式围绕今
日谈“碳”——建筑业“能”、
“碳”双控路径探析，对《蓝皮书》进行专题讲解。
直播时长达 2 小时多，在线观看人数近 2000 人。
再增两家核心期刊，202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将于 8 月中旬在湖州召开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为继续促进太阳能热发电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探讨新形势下技术发展路径，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工程
热物理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全国太阳能光热发电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定于 8 月 18 日～20 日（8 月 17 日周二报到，8 月 20 日参观）在

浙江省湖州市共同主办“202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
作为一年一届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盛会，大会将继续延续“以科技创新推进
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化发展”的主题。本届大会将由浙江高晟光热发电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关村新源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服务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共
同承办。
近日，《电网技术》和《高电压技术》两大电网类核心期刊确定为大会合作
媒体。其他大会期刊媒体还包括：
《太阳能学报》、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CSEE
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
（CSEE 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储能科学与
技术》、
《发电技术》
、《分布式能源》
、《太阳能》
。
根据初步安排，大会将进行 60 个口头报告，围绕太阳能聚光集热技术、高
温传储热技术、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超临界 CO2 太阳能热发
电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等主题进行讨论。大会最优惠注册期截止 7 月 1 日。欢迎相
关单位代表积极报名。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在线注册报名。

大会赞助或参展请联系：洪松 18311092363（同微信）。
久立特材将协办 202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
近日，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确定以大会协办方的身份，支持定于
8 月 18—20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举办的 202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助力“以科
学技术创新推进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化发展”。

久立特材是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创建于 1987 年，是一家
专业生产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双金属复合管材、管件的上市公司。现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等，是国内工业用不锈钢
管产销量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生产企业之一。
作为最早参与太阳能光热发电行业的国内不锈钢管供应商之一，久立特材一
直致力于提供高性能、耐腐蚀、耐高压、耐高温的集热管用特殊管材、塔式吸热
器用镍基合金及换热器用特殊管材，其不锈钢、镍基合金与特殊材料等产品销量
多年居国内首位。久立特材生产的 321（06Cr18Ni11Ti）和 347（06Cr18Ni11Nb）
两种集热管及熔盐管道常用不锈钢管材，目前已被首航高科敦煌 100MW 熔盐塔
式光热电站、兰州大成敦煌 50MW 熔盐线性菲涅耳式光热电站、内蒙古乌拉特槽
式 100MW 光热电站、中电哈密 50MW 熔盐塔式光热电站项目运用。
走访邯郸“光热+”示范项目，体验到文旅结合太阳能光热项目魅力
6 月 3 日，太阳能光热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凤丽一行，来到邯郸太
阳能“光热+”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现场，调研正在建设的全国最大的太阳能“光
热+”综合开发示范项目。内蒙古旭宸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岩、总经理王宇，
以及示范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方——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
监理方——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表以及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邯郸太阳能“光热+”项目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漳河经济开发区，占地超 1000
亩，总建筑面积超 50 万平方米，为河北省重点项目。项目业主是由旭宸能源和
邯郸市交建漳河开发有限公司组建的邯郸建旭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工程占
地约 830 亩，总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采用国际领先的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
运用聚光太阳能供热系统，突破性地将太阳能光热技术大规模应用于旅游、体育、

酒店服务产业，建设技术领先国际、规模国内最大的四季恒温室内亲水度假园区，
力求充分发挥光热技术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图：太阳能光热+示范项效果图目
示范项目以建设 11.2 万平方米槽式太阳能聚光集热场以及配套设施为主要
工程，力求充分发挥光热技术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该项目首创使用槽式太阳
能集热系统与四季水世界文化旅游项目结合，以解决亲水文旅项目高耗能的问题。
太阳能光热联盟组织走访津东公司
6 月 4 日，太阳能光热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凤丽带队，来到 2021 年
新入盟的理事单位——涉县津东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走访交流。津东公司副总经理
刘东东以及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津东公司始建于 2005 年 8 月，是一家以专业光热热煤制造与精细化工为主
体的综合性生产企业，是高温合成导热油制造商。自主投资研发了以联苯为主导
的联苯醚、联苯—联苯醚、氢化三联苯等环保型新能源产品，自主建设了联苯生
产线。2019 年 3 月，投资建设了光热热媒新材料项目，产品主要为太阳能热发电
导热油，生产技术由津东公司自主研发。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近 1.8 亿元；预计
于 2022 年 1 月即可逐步单机试车，2 月联动试车，3 月可进行试生产。

图：为津东公司授予联盟理事单位匾牌
联盟视点｜太阳能光热储能独特的调峰调频作用
近日，太阳能光热联盟采访了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水电及新能
源处前处长赵俊屹，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高级顾问孙
锐，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卫昶，浙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金建祥等专家，结合我国目前已投产的太阳能热发电示范
项目和国外已成功运行多年的光热机组，阐述其在调峰深度以及储能等方面的显
著优势。
对于储热型光热电站的经济性，专家表示，当其参与调峰，可以在辅助服务
里体现其价值。新能源出力占比迅速提高、电力电子型设备及直流输电规模不断
增大，系统频率、电压调节能力持续下降，系统稳定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储能
型光热电站适度超配吸热系统，配备保障机组可连续运行的储能容量，使发电机
组同时兼备调节性和可连续性，即可参与全系统的日内有效调峰，也可保障全天
候运行；电力平衡盈余时及时储热储能，电力平衡缺额时及时调峰出力，随时协
调用电负荷和间歇性风电光伏的供求矛盾，维护全系统的电力电量实时平衡，发
挥中坚力量；调频调峰的同时兼具黑启动、应急备用等辅助服务的功能，发电的

同时兼具多样性的辅助服务功能，起到系统保安的“压舱石”作用。对电站而言，
在电量电价的能量收益的同时，赢取辅助服务的补偿费用，扩大光热电站的盈利
能力。
对于光热电站能否实现平价上网问题，文章以中控太阳能在德令哈市研究结
果进行例证，分别利用光伏+电池、光伏+抽水蓄能、光伏+塔式光热三种技术路
线来设计年发电量为 400GWh/年的“发电+储能”系统并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采用基于塔式太阳能光热的多能互补方案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行业要闻
政策&规划篇
 5 月 31 日，甘肃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的意见》，提出将
培育壮大太阳能光热产业。依托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建设，加大线性菲涅尔
式、塔式、槽式太阳能聚光发电系统关键设备技术攻关，带动高温高效率吸
热材料（金属、陶瓷、涂层材料）、太阳能光热发电专用高效膨胀动力装置、
熔盐泵、熔盐阀等产业发展，提升太阳能光热发电全产业链设备制造能力。
加快太阳能光热产业的自主化国产化，打造全国领先的太阳能光热产业示范
基地。到 2025 年，新能源发、输（配）
、储、用、造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更
趋完备，实现资源和产业融合发展。
 6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能源
配套送出工程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就风、光项目并网方面提出有关指
导意见。根据文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风电、光伏将迎来快速增长，
但电源送出工程成为制约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加强电网和电源规划的
统筹协调，优先电网承建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确保送出工程与电源建设进

度相匹配。对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配套送出工程，
允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可多家企业联合建设，也可一家建设、多家共享。
发电企业建设的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经电网与发电企业协商一致后，在适
当时机由电网企业依法规进行回购。
 6 月 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印发《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5 年，全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
到 290 万吨/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规模 125 万吨/日以上，其中沿海城市新
增 105 万吨/日以上，海岛地区新增 20 万吨/日以上。海水淡化关键核心技术
装备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海水淡化利用的标准
体系基本健全，政策机制更加完善。
 6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显
示，2021 年起，新核准（备案）海上风电项目、光热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
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
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同时，
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热
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6 月 11 日，青海省能源局印发《关于 2021 年市场化并网项目开发建设有关事
项的通知》
，明确了青海适于采取市场化并网方式建设的项目主要为源网荷储
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通知指出，2021 年保障性并网范围以外的新建项目，
可通过自建、合建共享或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落实并网条件后，由国网青
海省电力公司予以并网。并网条件主要包括配套新增的储热型光热、新型储
能、可调节负荷等灵活调节能力。综合考虑建设条件成熟度、负荷落地可能

性、储能配置比例及企业综合能力等因素，筛选确定了 2021 年首批市场化并
网重点推进项目 20 个，后续由各市发改委（能源局）对重点推进项目实施动
态管理，可行性高、落实情况好的其他项目可及时更新纳入名单里，进行滚
动修订。根据名单，青海省 2021 年重点推进 20 个首批市场化并网项目电源
规模总计 42.13GW，配备储能规模约 5.2GW。其中，青海众控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大容量储热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等 5 个含光热发电和熔盐储能项目
的市场化并网项目成功入选该名单。
 6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
（征求
意见稿）》。规范指出，在电池一致性管理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动力电池性能
监测与评价体系健全前，原则上不得新建大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项目。
新型储能项目在并网调试前，应按照国家质量、环境、消防有关规定，完成
相关手续。
 6 月 23 日，“分光谱式太阳能光伏光热高效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及应用”列入
上海市科委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第一
批项目申报指，要求建成热电综合利用效率提升 20%以上的光伏光热综合利
用系统。执行期限：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6 月 25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十四五”第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
新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家能源局决定近期聚焦能源安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等重大需求，围绕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新
型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能源系统数字化智
能化、能源系统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包括国家能

源研发中心和国家能源重点实验室）的认定工作。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31
日前。
 近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
源工作规划》的通知指出，要加大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热
泵、高效储能技术推广力度，大力推进太阳能光伏、光热项目建设，提高可
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近日，酒泉市《关于酒泉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实现倍
速发展的意见》提出，将努力在 2030 年前将酒泉经开区打造成为千亿级新能
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基地。
《意见》提出：发展光热发电设备制造业，加快推
进太阳能光热和光伏发电用聚光材料、聚光系统结构件制造等项目建设，引
进高性能太阳能选择性吸收真空镀膜、太阳能集热系统、储热电控系统等项
目，着力打造光电制造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发展储能、氢能产业链，打造以
风储、光储、分布式微电网储、大电网储等“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
协调互动的新能源基地。
 近日，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发文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电力规划设计总
院开展省内相关“光热储能+”示范项目的论证工作。其中，光热发电总装机
容量 77.5 万千瓦，光伏 434 万千瓦，风电 60 万千瓦。特委托水电总院进行“光
热储能+”示范项目的技术性、经济性和配比方案论证；委托电规总院会同甘
肃省电力公司开展“光热储能+”示范项目市场化并网消纳与建设运行评估。
具体项目包括：阿克塞 6.5 万千瓦光热+64 万千瓦光伏项目，玉门 10 万千瓦
光热+40 万千瓦光伏+20 万千瓦风电项目，敦煌市 10 万千瓦光热（配置 8 小
时储热系统）+50 万千瓦光伏项目，瓜州县 10 万千瓦光热（配置 10 小时储热）

+20 万千瓦光伏项目+40 万千瓦风电项目，金塔县 10 万千瓦光热（配置 7 小
时储热）+60 万千瓦光伏项目，张掖市高台县 10 万千瓦光热+60 万千瓦光伏
项目，金昌市金川区 10 万千瓦光热+70 万千瓦光伏项目，武威市民勤县 11
万千瓦光热+70 万千瓦光伏项目。
项目篇
 5 月 26 日，河北道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修订的《太阳能集热器性能试
验方法》
（GB/T 4271）、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17581）两项国家标
准，通过预审审查。随后，作为智慧能源行业的领跑者之一，道荣新能对家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采暖散热器“领跑者”标准进行了多维度梳理，积极参
与国家太阳能产品标准的制定，解决了各地区企业在技术和产品缺乏标准化
的痛点。
 5 月 27 日，青海省部共建青海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第一次协调推进工作会议
召开，确定了行动方案和工作要点，突出重点、协同发力、务求突破，在国
家能源局的支持下抓紧推进产业高地战略谋划、青电外送组织实施、储能调
峰设施建设、“两个一体化”项目建设等工作。
 6 月 1 日，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单位——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获
得“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这是自 2002 年以来五星太阳能连续 19
年（2002-2020）获此荣誉。
 6 月 5 日—6 日，经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对日出东方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的检测技术要素及管理体系
要素严格的现场审核，太阳雨检测中心顺利通过 CNAS 检测实验室认可的现
场审核。

 6 月 7 日上午，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单位——山东龙光天旭太阳能有限公司高
硼硅玻璃 8 号窑炉顺利点火，这是龙光天旭 2021 年建设完成的第三台高硼硅
玻璃窑炉点火投产。至此，龙光天旭高硼硅玻璃运行窑炉达到了 9 座，可年
产高端新材料硼硅玻璃 12 万吨，保障了龙光天旭作为国内外太阳能光热、光
电应用、清洁采暖、高端玻璃日用品重要的产品和材料基地的产能。
 6 月 15 日至 16 日，浙江大学参编的《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吸热器技术要求》
和《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吸热器检测方法》两项国家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
 6 月 21 日午间，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出资 12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西子零碳能源有限公司
（暂定名）
，拟投资建设西子航空零碳智慧能源中心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储能市场工程示范，为储能市场拓展奠定基础。
 6 月 24 日上午，甘肃凯盛大明太阳能光热和光伏发电用聚光材料及深加工项
目窑炉正式发碹。该项目一期计划投资 14.16 亿元，建设一条年产 650 万平方
米光热发电槽式反射镜生产线和一条年产 1200 万平方米光热发电平面反射镜
生产线。
 6 月 24 日，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成仪式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安北第
一风电场举行，标志着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正式建成。其中含敦煌首航
110 兆瓦光热电站等项目。
 6 月 24 日，柴达木盆地德令哈 220 万千瓦“多能互补”项目正式启动。项目
装机 220 万千瓦，总投资 150 亿元，包括光伏 200 万千瓦、风电 20 万千瓦、
储能 88 万千瓦时，并配套建设园区基础设施。
 近日，为确保秦皇岛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顺利开展，保证大气污染物各项数

据达标，河北道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特邀请河北酝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秦
皇岛市指定检测机构）对道荣新能源“光热+”生物质户用供暖系统进行全面
检测。经检验，道荣新能源生物质锅炉燃烧后：颗粒物实际检测值：6.1/6.5
㎎/m³；二氧化硫实际检测值：0 ㎎/m³；氮氧化物实际检测值：67/78 ㎎/m³。
此外，道荣新能源生物质采暖炉排放的一氧化碳等排放数据现场取值，均在
一级指标限值以下，全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
《太阳能热发电站储热系统性能评价导则》、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吸热器检测方法》和《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吸热器技
术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正在征求意见。
 近日，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20 年度新认定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名单》。其中，太阳能光热联盟副理事长单位——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申报的“中深层地岩热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专家评
审，入选为 2020 年度新认定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舆情观察
 5 月 29 日，东方卫视《未来邀请函》栏目在中午黄金时段播出了《未来能源：
戈壁滩上的“超级镜子发电站”》专题片。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
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和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太阳
能光热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副董事长黄文博先生与主持人乙冰，阐述了太阳
能光热发电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讨太阳能光热在“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下所起的重要作用；乘“双碳”东风，力争开创的新局面。在未来能源
体系中，太阳能光热不可或缺。

 5 月 29 日，CCTV13 新闻频道推出的《沿着高速看中国》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聚焦青海共和县光伏电站和光热电站群，并用大量的航拍镜头和实地采访展
示了中电建青海共和 50MW 塔式光热电站。
 5 月 31 日下午，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副省长程晓波等领导前往兰
州大成敦煌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现场调研。
 5 月 31 日，甘肃省委书记尹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一行；6 月 7 日
下午，甘肃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孙伟先后考察调研首航高科敦煌太阳
能光热电站。
 端午节前夕，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祝福，首航高科通过智
能化编程，调动敦煌 100MW 熔盐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占地 12000 亩地的镜场
拼出的“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万岁”以及党徽
等大型字幕和图案，在瀚海戈壁上用“最大”的祝福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该电站并网两年多来，整体运行日趋成熟，发电量以 5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
增。近期达到运行最佳状态，单日发电量突破 172 万度，创投运以来日发电
量新高。

 6 月 7 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一行到德令哈光
热项目现场调研。

 6 月 8 日，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日出东方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等承担的“大型太阳能供热关键技术与规模化应用”科技成
果通过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鉴定。鉴定专家一致认为项目总体水平达到国
际先进，在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性能模拟软件、大面积高效平板型太阳能集
热器、高海拔高寒地区大型太阳能供热工程应用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月 9 日，青海中控德令哈熔盐塔式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在央视《新闻联播》
中亮相。
 6 月 19 日，鲁能海西州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50MW 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亮相 CCTV13 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的《沿着高速看中国》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6 月 21 日，新华社以《新疆哈密：壮观！14500 面定日镜“追光”发电》为题，
视频报道了新疆首个光热电站。14500 面定日镜完成安装调试，进入稳定发电
期。在夜晚无光条件下，利用白天太阳能储热能实现集热发电，标志着哈密
光热项目正式开启“24 小时不间断发电”模式。该电站由中国能建投资公司
投资建设，中能建西北院总承包，安徽电建一公司、安徽电建二公司、江苏
电建一公司、天津电建承建，中南院监理，科技发展公司运行维护。
 近日，
《中国能源报》发表题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矗立风口》的文章。记者梳理发现，除“风光储、风光水火储”等一体
化项目之外，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了“风光储氢、风光热储、风光储治、风光
储+设施农业”等新兴产业应用类拓展项目。文章援引了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
资联盟秘书长彭澎的观点，“伴随着消纳空间逐步缩小，未来必须要向新的
领域拓展，这也是最近储氢、储热如此火热的原因。”
 近日，《青海日报》刊发题为《瀚海戈壁，见证一个里程碑的诞生》的文章。

阐述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槽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作为国内首个光热发
电项目，为后来者在设备生产制造、运行维护等方面提供经验，为更安全、
经济建设大规模光热电站，发展清洁能源奠定了基础。并概述了记者在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新能源产业基地，目睹了青海众控装机容量 135
兆瓦光热发电项目开工的瞬间。
与毗邻的青海中控 50 兆瓦光热发电项目相比，
这座新建的项目建成后，装机容量可达 13.5 万千瓦、储能时间也达到最高 11.2
小时的水平。50 兆瓦、100 兆瓦、135 兆瓦……每次装机容量的创新突破，带
来光热发电领域更大的发展潜力。届时，随着光热新能源单体项目装机规模、
储能规模两项“全国最大”项目的建成，德令哈地区的光热产业发展势必又
将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青海日报发表题为《借“风光”集聚磅礴发展之势》的文章。文章重
点介绍了青海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从 2013 年 7 月建成 10MW 塔式光热电
站并网发电，到 2018 年 12 月 50MW 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项目投产，短短
的 5 年时间里，公司攻克了摆在眼前的一个个难题，不仅自主研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光热发电技术，还实现了光热电站关键装备的全部国产化，让
企业在提升光热在全国太阳能领域的应用水平，降低光热建设成本和发电成
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迈向新的台阶。表明：海西州的太阳能光热发电
项目已经从当初的示范试验向规模化、集约化、集体化转变，区域内的中控
50MW 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中广核 50MW 槽式光热发电项目、鲁能海西州多
能互补等项目已在全省乃至全国光热发电领域走在前列，而持续的挖潜将在
光热发电行业掀起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
 近日，太阳能光热联盟以《综合能源服务大潮起，储热技术迎风上》发表文

章。文章认为，在“碳中和”政策设计和框架路线下，综合能源服务与碳减
排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是实现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的重要途径。综合能源
服务的“综合”体现在提供不同品类能源的服务，包括冷、热、电、气等，
蓄冷、蓄热技术的应用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一系列已建成和在建的综合能
源服务项目中，蓄冷、蓄热技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动态
鲁能海西州 50MW 光热电站单日运行近 22 小时
 6 月 4 日，鲁能海西州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50MW 光热电站再创国内
同类型光热电站单日发电量新高，达到了 109.62 万 kWh。
 期间机组最高负荷 50.5MW，平均负荷 45.6MW，厂用电率 10.724%，均创下
投产以来的最好记录。该电站设计 12 小时储热系统，按照发电量计算，单日
运行小时数近 22 小时。
中电哈密 50MW 光热电站实现 24 小时稳定发电
 6 月 18 日 01 时 26 分，中电哈密 50MW 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再次成功
并网，在夜间实现稳定并网发电。
玉门鑫能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化学制水一次成功
 6 月 19 日 17 时 58 分，项目化学制水一次成功，出水电导率和二氧化硅含量
均达到除盐水水质要求。
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发电项目新进展
 当地时间 6 月 7 日，槽式 2 号机组汽轮机高中压缸顺利就位；槽式 3 号机组 9
台溢流罐吊装工作顺利完成。

 当地时间 6 月 14 日，迪拜 950MW 太阳能光热光伏混合项目中的 100MW 塔式
光热项目已完成定日镜安装 62,197 面，定日镜移交调试 60,749 面，初步校准
冷态调试 35,037 面，迪拜项目塔式镜场的生产与调试进度稳步推进，
 近日，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项目槽式 1 号机组发电机穿转子一次成功，
槽式 2 号机组汽轮机发电机顺利就位，为后续安装调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智利 Cerro Dominador 光热电站正式揭幕，可实现连续 24 小时稳定运行
 据外媒消息，6 月 8 日，位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 110MW 储热 17 小时的 Cerro
Dominador 光热光伏综合发电设施正式揭幕，标志着该设施将正式投入使用，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出席该仪式。

（说明：简报中相关信息经综合整理；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联系太阳能光热联盟秘书处：
cnste@vip.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