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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背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会议要求加
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
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
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2020.12.1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到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基本实现。“十四五”期间，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

2020.10.29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
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中国力争二氧
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

2020.09.22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提出支持新能源优先就地就近并网消纳，完善西北、
东北主网架结构，构建水火风光资源优化配置平台，
提高清洁能源接纳能力；保障清洁能源及时同步并网，
开辟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配套电网工程建设
“绿色通道”。

2021.03.01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
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法之一便
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2022.10.162021-2022年

各大发电企业也相继提出各自的
“双碳”日程规划，推进提前达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优先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以消纳为导向，结合省内外

电力市场，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

比重，构建多种能源形态灵活转

换、智能协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供应体系，到2025年可再生

能源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占总

装机比例50%以上。

黑龙江省

“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西部集中开发风光资源，打

造吉林“陆上风光三峡”，形成

绿色能源生产区；中部重点开发

生物质能源和分散式风光资源，

形成低碳消费核心区；东部重点

开发水电资源，打造“山水蓄能

三峡”，形成东北应急调峰保障

和储能区。

力争到2025年，全省风电装

机达到220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达到800万千瓦。

“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非化石能源成为能源消费增量

主体，占能源消费总量占比达到

13.7%左右；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

主体电源，占比达到50%以上，非

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至47%左

右；“十四五”末，风电、光伏装

机规模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

一、政策背景

辽宁省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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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
全省地面光伏电站潜在开发量约 9600 万

千瓦，排名全国第12位。全省可装机容

量约 4600 万千瓦。

吉林省太阳能资源：
吉林省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00 至 

3000  小时，年水平面总辐照量超过 

1300 千瓦时/平方米，低于全国陆地平

均水平，但在东部省份排名靠前。

二、资源分布



上述两个区域之外，

全省 78%左右的区域水平面总辐射年辐照量在 

1200～1400kWh/m2 之间。

吉林省水平面总辐射年辐照量受地形、气候和纬度的

共同影响，其总体分布特征是自西北到东南呈减少的

趋势。

白城、松原及四平大

部分区域、长春西部

等地区，水平面总辐

射 年 辐 照 量 在 

1400kWh/m2 以上，

占全省面积的 22%。

延边州敦化市，白山市临江市、

浑江区，水平面总辐射年辐照量

在 1200kWh/m2 以下，占全省

面积0.01%。

二、资源分布——水平面总辐照量



白城、松原、四平、

长春西部和东北部地

区及辽源北部地区，

年日照时数在 2500 

小时以上，占全省面

积的 36%。

                                     延边、白山、通                                       

化、吉林、长春和辽源东部小区域，年日照

时数在 2000～2500 小时之间，占全省面

积的 64%。

吉林省年平均日照时数的空间分布特征为

西北部较高，东南部较低，吉林省平均值

为 2447 小时，吉林全省的年日照时数均

在 2000 小时以上。

二、资源分布——日照时数



黑龙江省太阳能资源：
黑龙江省多年平均日照时数约为 2200 

至 2800 小时，年总辐照量超过 1200 

千瓦时/平方米，低于全国陆地平均水

平；西南部太阳总辐射值最大，中东部

和北部地区相对较少，日照时数与总辐

射分布基本一致，呈自西向东逐渐减少。

二、资源分布



辽宁省太阳能资源：
太阳能资源呈西多东少、南北高于中

部，年日照时数为2100—2600小时，

全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超过1300千瓦

时/平方米，总体呈现有西北至东南减

弱分布形态。

二、资源分布



装机容量：
全省可装机容量约为6900万千瓦，

其中西部地区可装机容量占80%以

上。

风能资源：

吉林省100米高度平均风速为

6.74米/秒，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25%，平均风功率密度为341.42

瓦/平方米，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79%，吉林省在各省排名第12位。

二、资源分布



长春市：长春市地形稍有
起伏，东部的地区有稍微
复杂地形地区。长春市内
除双阳区东南部分地区外，
其余地区平均风速均在
6.0m/s 以上。

松原市：松原市地
形较为平坦，风能
资源均较为丰富，
风能资源分布差异
不大。平均风速为 
6.5~7.5 m/s。

白城市：白城市地形较
为平坦，风能资源均较
为丰富，整体表现为白
城市西部和中部地区风
能资源比其余地区略高。
平均风速为7.0~8.0m/s。

四平市：四平市地形稍
有起伏，东南部地区地
形稍高于其余地区。平
均风速为 6.5~7.5 m/s。

二、资源分布



二、资源分布 吉林市：吉林市地形起伏较
大，地形高度从  100m 到 
1000m 以上分布，吉林市
风能资源整体呈现中部和南
部地区低其余地区高的形势。
平均风速为 4.5~7.0 m/s。

延边州：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地形起伏非常大，复杂
山地使得延边州风能资源
较为丰富。风速一般在 
6.0m/s 以上。

通化市：通化市地形
起伏较大，风能资源
区域分布主要受地形
的影响，地形较高地
区风能资源稍微丰富
一些。平均风速为 
4.0~7.0 m/s。

辽源市：辽源市地形稍
有起伏，但没有高大山
脉，辽源市风能资源分
布比较平缓，整体呈现
从南往北风能资源逐渐
丰富的趋势。东丰县平
均 风 速 从 南 部 的 
5.0~6.0m/s 逐渐增加到
北部的 6.5~7.5 m/s。

白山市：白山市地形起伏
非常大，风能资源主要受
地形的影响。抚松县平均
风速最大值达到 8.0 m/s 
以上，东部和北部地区风
速均在 6.0 m/s 以上，其
余地区为 4.0~6.0 m/s。



黑龙江省风能资源：
作为全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九大风电基

地之一，黑龙江省风能资源储量丰富，

技术可开发量为2.3亿千瓦时左右，位

列全国第四位。是东北地区风能资源最

丰高的省份，该省2/3以上的区域属于

风能资源较丰富区，由西向东覆盖全省

大部分区域，其中有近1/3的区域属于

风能资源丰富区。

二、资源分布



辽宁省风能资源：
辽宁陆域70米高度上年平均风功率密度

大于300瓦/平方米的风能资源技术开发

量5981万千瓦，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3个地带，一是辽北丘陵地

区、二是环渤海沿岸地带、三是辽东长

白山余脉主山梁地区。此外，辽宁省还

有大面积的近海，风能资源储量应远大

于陆地。

二、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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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东中西“三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大板块

西部集中开发
风光资源

“陆上风光三峡”

中部重点开发
生物质能源

分散式风光资源

东部重点开发
水电资源

“山水蓄能三峡” 

三、空间布局——吉林省



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是平原区，地形平坦，且多盐碱地，

风光资源好，适宜大面积开发；是国家松辽新能源基地的核心

地区；是吉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

之一：建设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

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风光资源良好，但农用土地多，可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局部开发。

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为丘陵和山区，可开发面积小，开发

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重点开发水电资源，兼顾分散式能源。

三、空间布局——吉林省



西部绿色能源生产区

中部低碳消费核心区

东部应急调峰保障和储能区

三、空间布局——吉林省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大力推进风

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化开发。重点建设新疆、黄河

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

河下游新能源基地和海上风电基地集群。

“松辽新能源基地”范围主要包括白城、松原两

市全部及四平双辽市，涵盖3个市、11个县（市

、区），幅员面积约5.0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

总面积的27%。该区域位于松嫩平原南端，是国

家松辽新能源基地的核心地区。吉林省主要风光

基地项目将优先布局于“松辽新能源基地” 。

三、空间布局——吉林省



吉林省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十四五”规

划 中 明 确 指 出 ， 到

2025年，吉林省光伏

发电装机将达到800

万千瓦以上，风电装

机达到2200万千瓦。

综合考虑吉林省资源情况，结合土地利用情况，吉林省将以西部地区基地开发为主、中部和

东部集中式与分布式兼顾，着力推进双碳目标，打造“陆上风电三峡”、“山水蓄能三峡”。

三、空间布局——吉林省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以消

纳为导向，结合省内外电力市场，提升可再

生能源比重，构建多种能源形态灵活转换、

智能协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

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

，占总装机比例50%以上。有序推进风光资

源利用，建设哈尔滨、绥化综合能源基地和

齐齐哈尔、大庆可再生能源综合示范区，在

佳木斯、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等城

市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能源。

三、空间布局——黑龙江省



三、空间布局——黑龙江省



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本地消纳

和电力外送，在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和消

纳市场的基础上，到 2025 年，风电光伏装

机力争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支持辽西北

和其他资源条件较好地区加快发展风电，建

设可再生能源基地，科学合理利用海上风能

资源。在保护生态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因

地制宜，探索和稳步推进矿区光伏、光伏治

沙、渔光互补等光伏发电与多种产业融合发

展。鼓励利用屋顶、院落等发展分布式光伏

。推进市场化竞争方式配置集中式风电光伏

项目。

三、空间布局——辽宁省



支持辽西北和其他资源条件
较好地区加快发展风电，建
设可再生能源基地。

推进矿区光伏

鼓励利用屋顶、院落
等发展分布式光伏

三、空间布局——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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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设燃气调峰机组和调

峰火电项目，根据新增调峰能力

配套新能源开发容量，增加新能

源发电装机并网规模。

推进西部“陆上风光三峡”

与东部“山水蓄能三峡”深度融

合发展，优化新能源与抽水蓄能

配置，推动水风光互补。

推动自带负荷消纳类项目建

设，扩大新能源本地消纳空间。

省内消纳基地 转化基地

推动西部地区新能源就地制

氢、分级消纳，发展调节性能强

的制氢方式，实现新能源制氢规

模化发展。

探索发展可再生能源跨市输

电制氢模式，提升吉林西部国家

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供应基

地资源牵引能力，实现全省范围

内氢能按需制取和应用示范。

外送基地

结合鲁固特高压直流通道输电

能力提升，加快推进 440 万千瓦已

批复新能源项目建设。

充分结合白城等部分地区土地

沙化、盐碱化和草原退化等生态环

境恶化问题和采煤沉陷区治理难题，

推动建设一批具有环境保护和修复

效益的大型基地项目，打造以外送

为主的发电基地。

四、发展方向——以吉林省为例



指标类

政策类

消纳类替代类 风 光 发 展
形 势 展 望



A B

集中式新能源项目：

西部地区为主要开发区域。

分 散 式 新 能 源 项 目 ： 以
中 部 、 东 部 地 区 为 主 要
开发区域。

指标类项目

四、发展方向——以吉林省为例



替代类项目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充
分挖掘燃煤自备电厂灵活
性调节能力和负荷侧响应
能力。同燃煤自备电厂开
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配置新能源装机规模与自
备电厂调峰能力相匹配。

燃煤自备电厂

支持燃煤机组实施灵活性制
造改造，提高电力系统调节
能力，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
创新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激
励机制，拥有燃煤机组的发
电企业在实施火电灵活性改
造后，按照增加的调峰空间
配置新能源项目。

火电灵活性改造

1 2

四、发展方向——以吉林省为例



推动氢能与新能源耦合发展，促进氢能与交通、化
工、冶金等行业有机融合，以重点行业应用和关键
技术研发为突破口，在发展基础和应用场景相对较
好的地区开展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应用。

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

新增用电负荷，可按照实际供电需要配
置新能源规模，实现全额自发自用。

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

充分发挥源网荷储协调互济能力，结合新能
源发电特性与园区用户用电结构，充分利用
新能源发电成本优势确定用户电价方案，优
化园区内企业用电行为，实现新能源功率输
出与负荷需求匹配，提高新能源就地消纳比
例，降低用户用电成本。

源网荷储

消纳类项目

四、发展方向——以吉林省为例



配套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

A
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原则，

为采煤沉陷区治理、矿区治理等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配置新能源建设规模。

B 国家试点示范及
乡村振兴项目

安排一定的新能源开发建设
规模，用于支持国家试点示
范及乡村振兴等项目。

针对老旧风电场，对风电机组进行”以大
代小“，对配套升压站、箱变和集电线路
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的项目。

C风电场改造升
级和退役项目

政策类项目
四、发展方向——以吉林省为例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院）始建于1955年，坐落在长春市南

关区人民大街3518号，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电力设计企业之一，是中国电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是集团公司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唯一一家电力勘察设计企业。2013年，成立了吉林省电

力规划研究中心；2021年，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具有国家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颁发

的工程勘察综合类、电力行业设计、工

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等多项国家甲级

资质证书、工程测绘乙级资质、电力工

程监理乙级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

级设计资质、市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乙

级设计资质和压力管道设计许可资格。

建院以来，共投产常规火电容量3000
余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容量2000余万千瓦、
变电容量4000多万千伏安、输电线路总长
度20000多公里。

工程项目遍及吉林、辽宁、黑龙江、
北京、内蒙古、广东、山东、河南、河北、
江苏、福建、云南、新疆等20多个省(区)，
并成功进入朝鲜、东南亚、非洲等国际市
场。



谢谢！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鑫

联系电话：15705159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