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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抢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新高地

“绿能”助力低碳冬奥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家具”换新，崇礼更美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古杨树场馆群志愿者副经理商万军

把近四百名志愿者拧成一股绳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2015 年 7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了张
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是迄今全
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近年来，张家口可再生能源产业
链条日趋完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截至今年8月，全市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2158 万千瓦，成为全国非
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近期，张家
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在电力、制
氢方面取得新突破。充足、稳定的绿
色能源，不但将为“绿色办奥”提供更
坚实的能源保障，而且将助力当地可
持续发展。

百兆瓦级储能助力绿电
大规模平稳输出

9月27日，张北县庙滩云计算产业
园内，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为张北县
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在年
底投入使用而紧张忙碌着。

“张北县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示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建成投运后
将为北京冬奥会场馆提供绿色电能。”该
项目负责人张利军介绍说，该项目储热
子系统已完成安装，地下储气装置一期
工程也已开工建设。

张北县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
范项目，主要建设风、光、储一体化储能
站，建设规模为100兆瓦/400兆瓦时，系
统设计效率达 70.4％。该项目 2017 年
开始规划设计，2020年6月开始土建施
工，今年年底建成后，将成为国际上规模
最大、效率最高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
范系统。

风电、光伏发电自身间歇性和波动
性的特点，决定了电力生产的不稳定
性。储能技术可以把不稳定的电能转
化为稳定、可控的优质电能。张利军介

绍说，该项目可在用电低谷时将电能转
化为空气能存储起来，并在用电高峰时
释放高压空气，带动发电机发电。“届时
将有效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实现电力
系统的削峰填谷、可再生能源发电大规
模消纳。”

储能有多种技术，该项目缘何采用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呢？

张利军表示，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适
合长时大规模物理储能，安全性和可靠
性高，建设和运行成本低，经济性好，且
能效较高、寿命长，储能周期不受限制。

“更重要的是，该技术摆脱了储能技术中
对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依赖，可实
现对环境的零排放、零污染，推动实现碳
中和、碳达峰的目标。”

据悉，百兆瓦级的先进压缩空气储
能技术是目前面向大规模长时储能市场
产业化的最佳功率级别。张北县百兆瓦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建成投运
后，将推动我国压缩空气储能产业发展
和大范围应用。

源网荷储一体化将促进
绿电本地消纳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
碳管理工作方案》指出，“鼓励企业、社会
组织和个人的低碳环保行为，积极参与
多元化的低碳冬奥行动”。即将上马的
张家口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
目，就是张家口市助力低碳冬奥的示范
项目之一。

源网荷储是一种包含“电源、电网、
负荷、储能”整体解决方案的运营模式，
可精准控制用电负荷和储能资源，有效
解决清洁能源消纳过程中电网波动性等
问题，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

据了解，张家口源网荷储一体化碳
中和示范项目将充分开发、利用张家口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优质风、光资源，在建
设成大型清洁能源供给侧基地的同时，
合理布局送出线路，激活市场交易，构建
一套发电、输电、用电都相对独立的“微
电网”。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给张家口带
来了难得的转型发展机遇。近年来，张
家口坚持“产业生态化”，加速构建绿色
产业体系。根据规划，张家口源网荷储
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的电源部分，包
括在张北县、沽源县、蔚县建设290万千
瓦风电、光电项目，其中风电 130 万千
瓦、光电160万千瓦；负荷部分，则是在
合盈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内的大数据
中心，可运营大约6-8万个机柜、150万
台服务器等。

项目建成后，以电网为平台和载体
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高度融合电力系
统，可减轻张北县和沽源县风电、光伏项
目产生的绿色电力外输压力，促进张家
口优质新能源的本地消纳。

据介绍，该示范项目每年大约可向
合盈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输送大约
58亿度绿电，不仅将拉动风电光伏项目
投资约140亿元，带动数据产业规模50
亿元以上，产生相关经济效益 150 亿元
以上，更重要的是节能，相当于为张家口
赛区节约标煤约 179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489万吨/年。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
接入方案编制工作。

制氢产业链延长，产能进
一步提升

“我们在制氢过程中生产的液态氧，
很快就可以为公司增收了。”9月26日，
张家口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负责人赵辉兴奋地告诉记者。

为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在北京冬
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冬奥保障

车辆将采用氢燃料电池客车，涉及大巴
车、中巴车和小轿车等多个车型，这些客
车使用的氢燃料将全部由张家口本地企
业生产。

氢能具有可大规模跨季节、跨区域
储运的特点，是一种清洁零碳、应用场
景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张家口海珀尔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张家口制氢企
业中的一个，该企业利用张家口本地生
产的绿色电力，通过电解水技术制氢。
北京冬奥会期间，该公司生产的氢燃料
将作为张家口赛区部分服务车辆的清
洁能源。

据介绍，该公司制氢项目位于桥东
区望山园区，2017年开工建厂。一期工
程氢气产量4吨/日、可满足300辆大巴用
氢需求，厂内加氢站加注氢气1.5吨/日，
可满足100辆大巴用氢需求。

“该项目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较大、
技术水平较领先的制氢项目。利用张家
口市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
氢，全程无碳排放，实现‘绿电’制造‘绿
氢’。”赵辉说。

近期，该公司在利用电解水技术制
氢的同时实现了增值。“之前我们制氢产
生的氧气直接排放掉了，有些可惜。”赵
辉说，为此他们引进液态氧生产设备，应
用在制氢生产线上，经过多次试验，近期
成功将电解水副产氧制成液态工业氧，
具备了量产销售条件。

据估算，该公司每天可以生产液态
工业氧30吨。目前，他们正在与液态工
业氧使用企业进行接洽。“虽然液态工
业氧销售收入不会太多，但这是我们拓
展制氢产业链的一个积极尝试，可以

‘反哺’制氢。”赵辉说，公司正积极推进
产能扩充工作，制氢产能预计年内将提
升至 10 吨/日，满足北京冬奥会用氢需
求。全部生产过程实现了无碳排放，符
合碳达峰、碳中和的脱碳发展理念，助
力张家口“绿色办奥”。

“从今年12月的冬奥测试活动到明年的冬
奥会，这里将为5万台次冬奥保障车辆提供所
需绿电。”10月12日，站在崇礼南客运枢纽南侧
的一个小院里，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
市崇礼区供电分公司副经理王帅自豪地说。

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是崇礼多能互补微电
网示范工程所在地。该工程以柔性变电站为能
量管理枢纽，构建了一个涵盖光伏、储能、新能
源汽车等多能互补的交直流微电网，并实现“源
网荷储”智能化互动，可为崇礼南客运枢纽等提
供低碳和高可靠性供电。该工程于去年8月开
工建设，今年4月完成首次发电，5月21日正式
开始运行。

“通俗些说，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本
地生产的绿电服务冬奥、服务崇礼。”王帅说，崇
礼多能互补微电网示范工程的发电站是一山之
隔的王子沟光伏电站，那里产生的不稳定光伏
电力输送到柔性变电站后，就可以通过设备转
变成稳定的优质电力。

位于小院里的柔性变电站，包含2个10千
伏交流端口、1个750伏直流端口和1个380伏
交流端口，是崇礼多能互补微电网示范工程的
核心。王帅说：“这个柔性变电站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浓缩’了大电网的多个功能，实现多种能
源互为补充，每天可送电1万余千瓦时。”

“核心里的核心，是变电站里的换流阀。”国
家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海
军告诉记者，换流阀可以对光伏发出的直流电、
用电设备的交流电等不同形式的电压和电流进
行高效变化，并以灵活可控即插即用方式接受
和分配电能，对多种能源在变电站内进行“无
缝”切换。

经过柔性变电站“驯服”，光伏电力就变成
了“柔顺”的优质绿电。柔性变电站采用微电网
系统控制与模式切换技术，保证切换过程中母
线电压稳定，做到供电“零闪动、零感知”。同
时，采用微电网故障隔离与恢复技术，将微电网
分为多个功能区，故障期间保障负荷供电不间
断，故障恢复后可迅速投入工作。

从柔性变电站中产生的优质绿电，被送往
崇礼南客运枢纽的充电桩。从今年12月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保障
车辆将陆续投用，其中一部分车辆为充电汽车。如今，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张家口市崇礼区供电分公司正为崇礼多能互补微电网示范工程做全
方位“体检”，确保该工程以良好状态进入冬奥保障工作阶段。

王帅说，崇礼多能互补微电网示范工程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友
好接入电网提供了样本解决方案，冬奥会结束后，将继续为崇礼南客运枢
纽提供电力供应，充电式私家车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优质绿电的充电服务。

编制各项志愿者工作方案，完
善优化志愿者服务流线、点位，详
细了解各志愿者使用业务领域工
作性质和对志愿者素质能力需求，
做好志愿者岗位适配工作……9
月15日，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
群志愿者副经理、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志愿者经理商万军来说，又是琐
碎而忙碌的一天。

自今年初进驻崇礼集中办公
以来，这基本是商万军的工作常
态。他表示：“冬奥盛会，国家大
事，能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我要
竭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今年 51 岁的商万军，是河北
北方学院公共体育部党总支副书
记。由于长期从事学生管理工作
和丰富的志愿者工作经历，经过推
荐选拔，2020年11月，他正式成为
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志愿者
副经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志愿者
经理。

冬奥场馆志愿者工作头绪多、
要求高，志愿者来源单位不同，服
务业务领域广泛，且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循。如何把场馆群近四百名
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充分调动大家
的积极性？

商万军多方查阅资料，主动
学习奥运志愿者相关知识，把储
备志愿者组织起来，建立了储备
志愿者交流群，经常与大家进行
业务交流探讨，进一步激发志愿
者主人翁意识。

今年2月，张家口赛区迎来了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
动。在充分了解志愿者兴趣、特长
的同时，商万军走访场馆运行团队
各业务领域，发放《业务领域对志
愿者评价表》《志愿者对管理团队
意见征求表》，深入了解各业务领
域和工作岗位对志愿者素质能力
的需求，做到心中有数，为确保人
岗相适奠定了基础。

为给志愿者营造温馨的服务
环境，他制定志愿者每日到岗迎
送制度，并以身作则，每天坚持第
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岗，从早晨
6:30到场馆迎接首班到岗志愿者，
最晚到晚上11时多送走末班志愿
者才离开。

他还与其他志愿者管理团队
成员一起，通过室外铁梯爬上海
拔 1749 米的裁判塔平台，看望值
班志愿者；利用就餐时间跟志愿
者聊天，嘘寒问暖，鼓励他们热情
服务……

在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的
指导和我省志愿者来源高校的共
同努力下，商万军带领团队成员，
陆续起草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志愿者共同倡议》《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志愿者誓词》，编制了《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志愿者管理运行手册》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志愿者手
册》。他们编制的《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志愿者场馆
和岗位培训实施方案》，受到北京
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高度赞扬并要
求其他场馆学习借鉴。

为了激发志愿者工作热情，他
们还组织开展了志愿者星级评定，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南看台位置
开辟了志愿者之家，设置了荣誉墙、
微笑脸等，志愿者工作有声有色。

最近，商万军计划建设线上志
愿者之家，通过公众号、工作群、
H5、APP等，帮助志愿者及时了解
志愿者业务领域工作情况，展示志
愿者风采，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虽然离家不远，商万军却经常
忙得半个多月也回不了家。“冬奥
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必须争分夺
秒。”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做好志愿
者领域相关工作，期待赛时更好地
服务冬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和志
愿服务精神。

带有雪花造型的分类垃圾箱，印
有雪山、雪道和长城图案的井盖，以崇
礼山地形状和肌理为蓝本、将雪道及
城市标志等元素融为一体的阻车石，
具备公交车到站预报、多媒体音视频
播放、天气预报、视频监控等功能的智
能公交站牌……

近段时间，无论是行走在街头巷尾，
还是乘坐公共汽车，崇礼居民和游客都
能惊喜地发现，城区内垃圾桶、阻车石、
鲜花箱、井盖、公交站牌等城市家具悄然
变了样，更彰显冬奥元素，更具崇礼特
色。“真漂亮！”“有特色！”人们纷纷点赞，
或拍照转发朋友圈。

据了解，所谓城市家具，泛指遍布城
市街道的诸多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在优
化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一座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

为提升城市整体风貌和品位，今年
以来，崇礼大力推进城市家具综合提升
工作，从城市定位出发，按照“可享用、可
亲近”的设置原则，兼顾观赏与使用功
能，全面推进公交站牌、井盖、广告牌匾、
垃圾箱、拦车石、鲜花箱等城市家具的有
机更新和升级换代。

“这些崇礼城市家具，分为公交站
牌、垃圾箱、阻车石等15项内容，以‘精
致城市、品质崇礼’为目标，参考了诸多
与崇礼山形地貌条件相似的国外知名滑
雪小镇的设计。目前，相关工作基本完
成。”崇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献民介
绍说。

崇礼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
责垃圾箱的投放。“这些垃圾箱箱身结构
为防腐木加金属，上面印有崇礼城市标
志和极具城市特色的雪样花纹，整体设
计大方整洁。”该局环卫股科员肖姗告诉
记者，此次他们投放的是四分类垃圾箱，
共计225组，已全部投放完毕。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崇礼此次投放
的木质公交站牌和

垃圾箱体的颜色一致。原来，为保证城
市家具整体风格的统一，这些木质公交
站牌和垃圾箱体均采用了当地树种白
桦树和落叶松等原木的颜色，以凸显崇
礼的自然原色。

崇礼区此次对所有公交站牌进行
了集中更换，并根据周边环境和整体
景观设计需求，分别安装电子站牌和
木质站牌两种。木质站牌共安装 28
块，材质采用不锈钢烤漆和高端防腐
实木，设计上提取长城文化及山地脉
络的崇礼地理符号，彰显崇礼的独特
文化；电子公交站牌共安装了40块，具
备公交车到站预报、多媒体音视频播
放、天气预报、视频监控等功能，将科
技便利融入城市生活。

在很多城市，阻车石要么是个大圆
球，要么是简单的柱状结构。崇礼新更
换的阻车石别具特色：形状是不规则的
多面体，代表着崇礼的山地形状，上面
还雕有滑雪道以及城市标志，宛如一件
艺术品；材质上，则采用崇礼当地的花
岗岩作为原料。

“阻车石多高合适，我们费了很多
心思，因为如果太低，车辆驾驶员不容
易注意到，太高了又显得太突兀。经
过反复试验调整，最终将其高度确定
为 45 厘米。”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崇礼项目总工王杰介绍，阻车石
摆放时，他们既考虑了阻挡车辆的功
能，也兼顾了轮椅、婴幼儿推车等通行
的需要。

该公司负责崇礼阻车石、井盖和
城市花箱的投放安置工作，今年5月初
开始施工，目前所有工程均已完工。
在规划、投放过程中，他们结合崇礼区
城市家具设计理念，在检查井井盖、阻
车石和城市花箱上精心融入冬奥元
素、崇礼特色。

据介绍，此次崇礼投用的井盖是
五防重型井盖，即防响、防跳、防盗、
防掉落、防位移，在外形上则将雪山、

雪道、长城和城市标志等通过浮雕表
现出来，让平淡无奇的井盖增添了艺
术气息。城市花箱设计则秉承了与电
子公交站牌、城市路灯风格一致的原
则，以简洁造型和城市标志的有机结
合，彰显城市品位与内涵。在摆花的
量上，用的是最大摆花量，凸显的是植
物本身，花箱只作为一个美观简洁的
载体。

简约大气、新颖美观的城市家具一
经投放，迅速成为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
景线。肖姗说，接下来，他们将全面聚
焦实现“标准精细化、监管专业化、保障
常态化”的城市家具综合保洁管理体
系，指导各保洁单位将隔离护栏、分类
垃圾桶等道路可视范围内的城市家具
逐步纳入日常保洁范围，不断提升现代
化城市治理水平。

①崇礼街头的站牌和花箱。

②崇礼街头的新垃圾箱。

③崇礼街头的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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