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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小 康 上海

从2020年7月中旬到9月底，上海

市政府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来自全市16个区的主要领导介绍本区

在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

发展情况。尽管各区的情况不同、特色

各异，但主题都是一致的，即“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

其实，在2020年年初上海市“两

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

勇就曾强调“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用能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为上海用户的用

能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为能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创造了条件。

开启能源高效利用的“上海模式”
文／陈昊南   陆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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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国网上海电力”）在综合

能源服务工作领域交出的半年度成绩

单。这组数据折射出综合能源服务正作

为一种新业态，逐步受到用户的欢迎和

市场的追捧。不仅如此，其给服务供应

商和服务购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

给整个社会在能效提升方面带来的社会

效益，也正在不断体现。

四大领域  同步发力
“目前，我们与政府、园区、企

业等大用户充分沟通、紧密对接，将

四大重点领域业务层层铺开，不断深化

‘1+N’综合能源服务应用。”国网上

海电力综合能源公司营销总监张宇所说

的“四大重点领域业务”正是国网上海

电力目前的主攻方向，即多能供应服

务、清洁能源服务、综合能效服务、新

兴用能服务。

具体来看，多能供应服务主要指

电、热、气的多能协同供应。2018

年，综合能源公司成功建设运营世博B

片区能源中心，实现了为B片区28栋独

立办公楼宇的统筹供能。在这一成功案

例的推动下，综合能源公司不断收获新

订单：今年7月，综合能源公司负责的

首个大型燃气轮机分布式供能项目——

松江汤始建华建材项目已开工建设，年

内将投产。

清洁能源服务主要指可再生能源

的统筹应用。2020年7月3日，由综合

能源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联合投资打造

的闵行工业区智慧能源项目（一期）竣

工投运，该项目集“风、光、储、充、

控”为一体，以多能互补、能源梯级利

用方式为园区实现节能增效，树立了上

海大型工业园区智慧用能的绿色样板。

综合能效服务主要指基于能效诊

断进行节能改造的业务。就在今年8

月，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用能优化项

目投运，医院仅需每月支付固定费用便

可享受到相应的用能服务。在全市楼宇

用能优化推广工作中，综合能源公司已

走访106家客户，其中签订改造意向书

43份，完成改造11家。

而新兴用能服务主要指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港口岸电等电能替代项

目。综合能源公司今年与上海久事集

团、浦东巴士集团签订的公交充电站项

目均已开工，年充电量预计可达7.5亿

千瓦时；长兴横沙海事局、嘉定蕴藻浜

等5个港口岸电项目已全面竣工，进一

步为上海打赢“蓝天保卫战”贡献了力

量。

张宇表示：“对于用户而言，综

合能源服务还是一种新型的用能方式，

用户需要有一个从认知到接受的过程。

这四大领域是目前国内最为主要的业务

范围，我们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和特点

为其量身订制实施方案，满足用户所

需。”

绿色电力  备受认可
8月14日，上海迎来今年第13个高

温天。强烈的阳光一早就照亮了大地，

也宣告了上海电机厂薄膜光伏车棚又迎

来了能量满满的一天。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电机

累计签订合同61项，累计实

现营收超过3亿元，同比增

长约180%，这是国网上海

电力在综合能源服务工作领

域交出的半年成绩单。

活”的重要性。他说：“今年对上海而

言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既要在更高水平

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形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

（应）在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方面自我加压。”

诸多“加压”路径中，探索用能

新模式，以宝贵能源的高效应用支撑

社会更好发展，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条，也是落地效果相对显著的一条。

2020年上半年，累计签订合同61

项，累计实现营收超3亿元，同比增

长约180%，这是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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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与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

重型机器厂并称为“四大金刚”，成为

新中国工业的主力军。2019年，出于

绿色发展需求，上海电机厂计划对厂区

用能实施升级改造，寻求更节能、更环

保、更实惠的用能方案，获悉此情的综

合能源公司主动上门洽谈。

“利用风力发电系统、光伏发电

系统、储能系统、梯级利用电池系统、

充电桩设施及配套的智慧能源管理平

台，使厂区实现多能协同互补、能源综

合梯级利用与数字化管控，最终提升园

区电气化水平。面对综合能源公司描绘

的这张蓝图，我们眼前一亮又心存顾

虑。”回想起与综合能源公司共商方案

的场景，上海电机厂运营主管马懿直言

当时的担心，“不过，一个多月的实际

使用情况说明，蓝图成为了现实，我们

的担忧多余了。”他说。 

“改建后的这个车棚，在棚顶采

用了GIGS薄膜光伏，将太阳能面板与

建筑材料相结合，不仅美观，而且即使

在弱光环境中也能高效发电。”综合能

源公司技术总监窦真兰介绍。

据 悉 ， 车 棚 的 发 电 功 率 达 到

361.9kWp，盛夏季节的发电高峰每天

可发电超2500千瓦时。除了可直接为

车棚内的电动车辆充电外，这些电能还

可以通过厂内微网系统，直接供给其他

用电设施。

在车棚的一旁，则是一个集装箱

大小的“充电宝”，其实，它是由电动

汽车上替换下来的电池组成的一个储能

系统。“老化电池经过检测、维护、重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光伏项目以及闵
行区工业园的智慧能源示范项目（一期），
多能协同互补的模式已经得到全面落实。
陆雨松 /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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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毅介绍：“三联供是城市公共建筑冷

热电供应的一种全新途径，B片区的典

型示范意义十分重要。我们在2年的运

营期间也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对我们竞

争自贸区新片区能源站项目来说具有不

小的优势。”目前，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已确定了多能供应的能源供给模

式，以系统解决入驻企业的用能需求。

其规模将数倍于世博B片区项目，显示

出这一模式正在被市场所认可。

                    

优化理念  提升效率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用能理念的

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为用户的用能方

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为能源的

高效集约利用创造了条件。

8月17日，综合能源公司营销总监

张宇前往金山医院查看设备调试情况。

该院的能源托管项目将于月底全面竣工

并投入运行。

金山医院始建于1975年，是金山

区一家重要的三级综合性医院。由于建

设时间较长，院内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整体运行能耗较高，院方打算进行节能

升级改造，以提升全院整体用能的可靠

性与经济性。2019年12月，综合能源

公司带着综合能效服务方案主动登门。

经过几轮沟通，院方接受了综合能源公

司“能源托管”的建议，能源系统的改

造于今年6月正式开始。

根据协议，由综合能源公司100%

出资为金山医院打造全新的变配电系

统、空调冷热源系统、智慧照明系统、

楼宇智慧节能系统，并构建配套的能源

组等环节，用作储能系统刚好合适。这

种梯级利用实现了老旧电池的‘再就

业’。”窦真兰说。根据数字管控系统

的设定，这个总容量307千瓦时的“充

电宝”可以在夜间电价谷段储存电量，

等白天平段再释放出来。此举不仅可以

切实降低用户的电费支出，当储能系统

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对于整个电网的削

峰填谷也将带来帮助。

而此时，在黄浦江畔、卢浦大桥

旁的世博B片区，多能供应服务已为这

个片区的28栋办公楼稳定提供了2年的

能源。

2010年世博会闭幕后，B片区被重

新开发，兴建了一批办公楼，中国黄

金、中国商飞等14家央企在此办公。

按照常规模式，每栋办公楼都将自成一

体完成内部能源供给。但B片区在重新

规划时，引入了目前最先进的多能供

应模式，变“各自为政”为“统筹满

足”，以实现更高效、更稳定的能源供

给与保障。

B片区的秘密在于鲁能大厦D座地

下空间的央企总部能源中心。该能源中

心以冷热电三联供的集中综合供能模式

向央企总部楼宇和商业设施提供能源及

服务。系统首先利用燃烧天然气发电，

满足用电需求，同时，将燃烧产生的烟

气余热充分用于供热和制冷，从而实

现能源梯级利用。从今年上半年的运行

数据来看，B片区的综合能源利用率达

80%以上，远远高于普通发电机组36%

的平均利用率。

综合能源公司首席运营工程师施

管理平台进行数字化管控。院方无需承

担前期改造与后期运维成本，合同期限

内仅需支付固定年费，便可轻松享受到

全新、智慧、舒适的用能服务，相比改

造前，院方每年可节省约20%的运行费

用。依托专业的托管团队及优质的用能

系统设置及维护，金山医院在用能方面

再无后顾之忧。另外，在合同到期之

后，整套能源系统将赠予院方。

同样即将感受到综合能源服务模

式所带来变化的，还有汤始建华建材项

目。

汤始建华建材公司位于上海市松

江区，作为一家工业企业，其对蒸汽、

电能的消耗巨大。原先，该企业使用燃

气锅炉来供给蒸汽，电费另行支付，能

源利用效率偏低，能源费用支出巨大。

综合能源公司重新设计其用能结构，决

定采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技术。首先将

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热能用于生产电能，

发电后的余热通过转换装置制取蒸汽再

向厂区供能，以此大幅提高燃料的利用

价值，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

“改造过后，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将至少提升35%以上，不仅降低了厂区

的整体用能成本，同时还达到了节能减

排的目的。”综合能源公司首席技术工

程师白涛介绍道。

据测算，汤始建华建材项目建成

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269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超15100吨。随着环境政

策的不断缩进，该项目的落地无疑将为

上海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值得借鉴

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