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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院概况
华东院光伏业务介绍一



1、华东院简介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华东院”）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甲级勘测设计研究单位，1954年成立于

上海，现总部设在杭州。华东院是一个以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密集的智力技术型企业，在职员工约5000

人。经过多年的发展，华东院形成以水电与新能源、城市建设与环境发展、大坝与工程安全为三大主要

领域，华东院在抽水蓄能电站、海上风电勘测设计技术稳居第一。



2、华东院新能源业务

起步
最早

市场
占有
率高

上世纪70年代即勘测设计完成了浙

江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风电建设方面的

研究工作。1995年设计建成的括苍山和

鹤顶山风电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风电场。

2005年正式开展海上风电研究。

 已设计建成的风电场规模超过700万千瓦，其中建成投产的海上风电场总规模超160万千瓦，

约占全国建成规模的75%，在建海上风电规模超300万千瓦。

 完成国内外风电总包总装机超100万kW，海外在建及前期跟踪总包项目装机超1500万kW。

 国内风电投资30万kW。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批准成立了“华东海上风电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海上风电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



3、华东院光伏业务

 2007年进入光伏设计领域

 2011年开始进入光伏工程EPC领域

 2012年开始投资光伏发电项目

 已累计完成各类光伏项目设计、总承包超过300万kW

 涉及屋顶、农光、渔光、山地等多种类型

总包 投资

设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4 EPC总承包项目江苏省最大光伏电站



4、华东院光伏业绩

中广核江苏连云港118.8MWp农光互补项目

浙江正泰江山市200MWp林农光伏互补地面电站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4 EPC总承包项目江苏省最大光伏电站EPC总承包项目华东地区最大光伏电站



4、华东院光伏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型 容量(MW）

1 安徽天长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渔光互补 140

2 浙江衢州农光互补光伏电站 农光互补 45

3 山东无棣渔光互补光伏扶贫项目 渔光互补 40

4 浙江天台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渔光互补 25

5 浙江建德漂浮式光伏电站 漂浮式光伏 20

6 浙江长兴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渔光互补 20

7 浙江桐乡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渔光互补 20

8 浙江桐乡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屋顶光伏 6

9 四川冕宁光伏电站 农光光伏 10

10 四川会理光伏电站 农光光伏 20

合计 346

华东院光伏投资项目汇总

华东院天长 140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4 EPC总承包项目江苏省最大光伏电站EPC总承包项目华东地区最大光伏电站



光伏开发多元化华东院概况
水光互补项目经验二



1、背景

背 景

风电场、光伏电站出力的随机性，不确定性较大。大规模风电场及光伏电站接入电

网，给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及新能源消纳带来极大挑战。若利用风光水资源互补特性及水

电优良的调节性能和快速跟踪能力，风电、光伏和水电联合调度运行，对未来电力系统的

稳定运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晴天 多云 小雨



1、水光互补原理

年内逐月特性日内互补特性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三种能源的天然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水电、风电上。枯期，水电月平均出力较小时，风电月平均出力较大；汛期，水电月平均出力较大时，风电月平均出力较小。光伏年内的逐月出力差异较小，可作为稳定的电力输出。风电、光伏两种电源存在较强的天然互补性。风电在夜间出力较高，正午前后小风时段为出力低值区，而光伏刚好相反，夜间出力为零，出力较高的时段主要集中在上午8点~下午16点之间。利用风电光伏日内互补的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两者的波动性。水电站的日内出力平滑，波动较小。



3、水光互补模式

水力发电启停迅速、运行灵活、跟踪负荷能力强。通过监控风电、光电的出力变化，实时调节水电

站的水轮发电机组开度，以平抑风电、光电出力变幅及瞬时变率，补偿风电、光电的出力，将随机波动的

风电、光电调整为平滑、安全、稳定的优质电源——“虚拟水电”。

不含储能系统 利用水电实时调节，显著提升电网对风电、光电消纳能力1



3、水光互补模式

风能、太阳能资源年内存在明显的季节特点。通常大风速和高光能出现在11月到次年5月（旱季），

6月至10月偏低（雨季），与水电特性形成天然互补。通过多种能源的配合运行，科学调度，可以最大限

度的减少弃风、弃光、弃水的产生，实现能源的充分利用和运行收益的最大化。

不含储能系统 利用水电全年调节，综合效益显著提升2



3、水光互补模式

储能方式：

1、抽水蓄能

2、蓄电池

3、压缩空气

……

 当风光出力较大时，电网不能完全消纳，利用这部分电能抽水。

 当风光出力较小时， 利用抽水蓄能上池水进行发电。

含储能系统

从经济角度来看， 在考虑峰谷电价之间的差价时，可以充分利用风电场、光伏电站多

于出力抽水蓄能的储能方式， 将低谷电价时的电能存储起来， 在峰价时再发电从而提高系

统运行的经济性。



4、工程案例

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之一，总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

建成锦屏一级、二级和官地、二滩、桐子林水电站

大气环流影响，川西高原资源丰富

可开发区域占全省的一半，规模超过1000万kW

资源
丰富

川西高原是四川省乃至我国太阳能资源的最佳区域

辐射量强、日照时间长、空气清洁、发电利用小时高

水能资源

风能资源

太阳能资源



4、工程案例

规划成果

雅砻江流域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

地规划风电场装机容量约1200万千瓦；光

伏电站装机容量约1800万千瓦 。总装机容

量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再造一条雅砻

江。基地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千万千瓦

级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有效解决了送出通道和电力市场消纳问题

4、工程案例

雅砻江流域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规划得到了国家和四川省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

力支持，已纳入了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四川省清洁能源示范省和四川省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内容，要求在“十三五”推动示范基地规划和并启动试点项目建设。

消纳
送出

通过水电调节，送出电力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稳定
出力

依托水电基地已有的交通、施工、人员等要素
降低
成本



4、工程案例

赞比亚太阳年平均总辐射量均大于7200MJ/m2，

具备较好的开发价值。

赞比亚电力总装机容量为1989MW，其中，水电装

机容量1881MW，占95%，燃气、柴油等热电占5%。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维多利亚瀑布、卡里巴北岸和上卡富峡3个大型水电站相继建成后的初期，赞比亚电力的三分之一出口到周边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增加，目前赞比亚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电力缺口达到400MW。赞比亚政府认识到能源的重要性，已将能源确定为重点发展行业，计划开工建设伊泰兹和下卡富峡水电站，两水电站建成后，将使赞比亚国内电力供应情况得到改善。拟建区域资源估算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约1500~1600h。



4、工程案例

尼日利亚境内太阳年平均总

辐射量大于8000MJ/m2，具备较好

的开发价值。

目前，尼日利亚主要电站包括15个，其中3个水电站，

12个火电站。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尼日利亚水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000万kW。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约1400~1500h。



5、水光互补市场展望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华东院概况
漂浮式水面光伏经验三



土地资源日趋紧张1
光伏电站由西部向中东部转移，东部的土地资源受限

水面光伏逐渐受到关注2
河道、水库、鱼塘分布广泛，用地成本低，分布式发展日益成熟

新型基础形式的出现

漂浮式、柔性支架技术逐渐成熟，成本逐渐降低

1、背景

3



2、华东院专利浮体解析

漂浮式水上光伏支架大样图

 25年寿命

 高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料，经添加

特殊配方，特殊工艺制作

 良好的抗老化、抗腐蚀、低密度、

抗冻胀、抗风浪等性能



2、华东院专利浮体解析

 结构形式：主浮筒+平面外稳定管+前后斜立柱



2、华东院专利浮体解析

水面冷却效果，提高发电量;

系统组装连接采用抱箍、热熔、卡盘等方

式连接，最大限度避免在波浪长期作用下，

在连接部出现疲劳断裂等破坏；

浮筒与水体的接触面积较少，能较好的保

证水体渔业养殖所必须的需氧量；

安装便利，可实现标准化安装施工，提高

施工效率，根据需要增减标准化安装平台，

有利于控制工期;

减少水库水的蒸发，一定程度上抑制藻类

成长，有利于水污染防治，不影响养殖业;

浮体结构100%可回收，所利用高密度聚

乙烯，可抗紫外线、抗腐蚀;

系统优点



2、华东院专利浮体解析

 岸边缆绳锚固

 预制桩或钢桩固定

 水底锚块或地锚锚固

 上述两种方式或多种方式组合

锚固系统



3、水面漂浮优势

充分利用水面，不占用土地资源，解决用地问题1

水面水冷效应，降低组件温度，获得更高发电量2

减少水面蒸发，抑制藻类繁殖，保护水生态环境4

水面开阔，避免遮挡，减少灰尘污染、方便清洗3



4、工程案例

建德三都漂浮

项目地点
• 建德市三都镇春江源鱼塘

建设规模
• 20MWp水面漂浮式

安装方式
• 20°固定倾角正南安装

项目投资
•工程动态总投资16073万元



4、工程案例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结合透光双玻光伏组件，渔塘419亩，光伏组件投影面积仅占总面积的37.6%，利用较少的水面达到装机容量20兆瓦，年发电量2000万度左右。



4、工程案例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水面漂浮模式

项目地点

• 天台县白鹤镇义宅片孟岸水库

建设规模

• 25MWp“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安装方式

• 12°固定倾角正南安装

项目投资

•工程动态总投资19427万元

天台渔光互补



4、工程案例



4、工程案例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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