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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太阳能热风发电技术及其应用
陈义胜１，２７杨燕１，魏毅立２，杨靖辉１，田艳荣１
（１．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包头０１４０１０；２．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能源
发电研究所，包头０１４０１０）
摘要：通过对内蒙古乌海金沙湾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太阳能资源的分析，说明了太阳能热风
发电站在该地区建设具有可行性。介绍了鸟海金沙沙漠太阳能热风发电实验电站的建设情况。
此项目对于新能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商业化太阳能热风发电站的建设，弥补多年太
阳能热风电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的空缺，推动太阳能热风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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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对发展以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越来越重视【ｌ’２｜，太阳能发电技术
得以迅速发展，各种新技术也迅速应用到太阳能发电系统中。太阳能热风发电技术是一种大规
模利用太阳能的无污染可再生能源应用新技术，是解决目前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有效途
径之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把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作为重点研究技术
之一【２１。但是由于工艺、材料、部件及相关技术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家相关政策及研发导向重
视程度不够，研发经费不足，使热风发电项目的研发相对滞后。
中国太阳能资源丰富，三分之二以上国土具有开展太阳能发电较好的资源条件，但是太
阳能资源密度低，要想利用太阳能发电来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解决能源危机，只有占用大量
的土地资源。由此可见，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不仅需要良好的光照资源，还需要广阔的土地资
源。所以利用巨大的荒漠资源发展太阳能并网发电成了专家们的共识。
内蒙古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也具有大面积的沙摸、荒滩可供开发利用。为此，在内蒙
古乌海金沙湾地区兴建了一座２００ ｋＷ的太阳能热风实验示范电站。

１太阳能热气流发电原理
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的构想是在１９７８年由德国Ｊ．Ｓｃｈｌａｉｃｈ教授首先提出的【３Ｊ。太阳能热气流
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能集热棚、导流塔囱和涡轮发电机组三部分组成（见图１）。集热棚用钢支架
支撑，其上铺盖玻璃、薄膜等透明材料，形成一个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集热棚四周与地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ｌｌ～２４
作者简介：陈义胜（１９６０一），男（汉），教授，ｚｑｙａｎｇｙａｎ０２２＠１６３．ｃｏｒｎ
基金项目：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奖励资金（２００７１９１４）；内蒙古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

万方数据

２０１０年

能源研究与信息

１１８

第２６卷

留有一定的间隙，集热棚下是用土壤、砂、石等材料做成的蓄热层［４】。大约９０％的太阳可见光
以短波辐射并透过透明的集热棚，被棚内蓄热介质吸收，将能量存储于蓄热介质内。与此同时，
蓄热介质向上发射长波辐射，而集热棚的透明介质能够很好地阻隔地面发出的长波辐射，形成
温室效应，实现与集热棚内空气换热。空气被加热，密度减小，小于外界环境同高度处的空气
密度，再加上棚中央的高耸的塔囱从而产生了系统抽力，因此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强烈的上
升气流推动安装在塔囱底部的涡轮机旋转而带动发电机发电。
整个系统将太阳能收集存储起来转化为空气流动所需的动能（机械能）再转换为电能，因
此，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系统是一个有效捕集和贮存太阳能的系统。

，十

二盎：Ｎ

ｔ ｆ
集热棚

ｔ ｆ

产ｒ Ｌ

／

／

：：多～太：：一
图１
Ｆｉｇ．１

太阳能热气流发电不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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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乌海地区地理环境和太阳能资源
２．１地理环境
本太阳能热风发电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金沙湾沙漠。乌海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西南部，东经１０６．３６０至１０７．０５０、北纬３９．１５。至３９．５２。之间，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西部，
乌兰布和沙漠的东南边缘。东邻鄂尔多斯市、西连阿拉善盟，北与巴彦淖尔市接壤，南与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ｌｌＪ匪比邻。金沙湾生态旅游区位于乌海市政府所在地海勃湾城区北１０ ｋｍ，机场
７

东３ ｋｍ，占地面积２．０ｘ１０ ｍ２，与１１０国道、机场路、京藏高速公路相连。奔腾不息的黄河水
像一条彩带紧系在它的胸前。其间有县级公路相通，场址区域大部分为沙漠，表面植被稀疏，
地势平坦稍有起伏，平均海拔高度为ｌ

４００ ｍ。

乌海市属于温带半干旱与干旱地带的大陆性气候，大陆度为７０，干燥度接近４，年平均
气温９。Ｃ以上，极端最热与极端最冷的温差达７２。Ｃ，年平均降水量接近１７０ ｍｌｎ，６５％－－－７０％的
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蒸发量在３

５００

ｍｍ左右，是降水量的２１倍，年平均风速在３．１￣４．８ ｍ．ｓ～。

根据太阳能热风发电站的特点，该地区适合建造太阳能热风发电站。
２．２太阳能资源
据太阳能热气流发电站较近的气象站是乌海气象站，其采集到的气象资料如表ｌ～３所示。
由表１可看出，乌海市曾出现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０．２。Ｃ，极端最低气温一３６．６。Ｃ。可见一年
内温度变化范围之大，而且在同一日内的温差也能达到１０℃以上。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乌海市年日照时数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中可见，乌海市年日照时数大
于３

０００

ｈ，太阳能资源和当地的日照时数关系密切，曰照时数越多说明当地太阳能资源越丰

富。该区处于太阳能资源储量一类地区和二类地区之间。因此乌海市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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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乌海市年平均气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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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近十年乌海市年日照时数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ｅｃ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ｉ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乌海最高气温统计表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ｉ ｆｒｏｍ １ 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０５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乌海市最高气温统计结果见表３。从表中可见，近十年来乌海沙漠区最高气
温达４０．２＂Ｃ，出现在７月份。通常７月份是乌海市温度最高的月份，也是太阳辐射最强的月份。
图２是各月份太阳辐射强度和月平均气温的变化。该地区太阳辐射照度最高可达６００ Ｗ．ｍ～。
资料数据表明，乌海市属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寒夏热。降雨量少，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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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昼夜温差大，最高气温４０．２＂Ｃ，最低气温一３６．６＂Ｃ，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期１５６－１６５

ｄ。

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３ ０００ｈ以上，太阳能资源丰富，尤其是沙漠地区日照时间长，太
阳能辐射强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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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各月份太阳辐射强度和月平均气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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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金沙湾地区建造太阳能热风发电站的优势条件

３

能量密度低、日照波动大是太阳辐射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在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太阳能
时难以逾越的障碍。乌海金沙湾对于建设太阳能热风发电站具有独特的优势：
（１）能源充足，日照时间长。
（２）沙漠资源丰富，所需的蓄热介质沙子可就地解决。
（４）施工方法和建筑材料均可在当地获得，建筑材料只需玻璃、水泥和钢材等。
（５）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
（６）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区，全年多风少雨，有利于提高
气流速度。
因此，乌海金沙湾沙漠地区沙漠适合建造太阳能热风发电站。

４太阳能热风发电示范电站技术的应用
目前乌海金沙湾地区正在投建一座２００ ｋＷ太阳能热风发电站。其工程规划装机容量为
２７．５

ＭＷ，总共占沙漠２．７８ｘ１０４ ｍ２，总投资１３．８亿。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建设２００ ｋＷ太阳能热风发电示范项目，占沙漠４．０ｘ１０４ ｍ２，投资１ ０００万元；
第二期工程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建设２．２ ＭＷ太阳能热风发电系统，占沙漠２．２ｘ１０５ｍ２，
投资１．１亿元；第三期工程２０１２年１月一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建设２５．１ ＭＷ太阳能热风发电系统，
占沙漠２．５ｌｘｌ０４ ｍ２，投资１２．６亿元。
该２００ ｋｗ太阳能热风发电站的集热棚呈椭圆状布置，其面积为６

１７０

ｍ２、集热棚出Ｅ１面

积为２５１．４ ｍ２，塔囱高度为５３ ｍ，塔囱直径为１８ ｍ。以当地沙子为吸热和储能材料，在巨大
太阳能集热棚的中央建造竖直塔筒，塔筒底部设有热风通道，内部安装涡轮发电机组，太阳能
集热棚透明盖板采用钢化玻璃。该系统还结合风力发电。当有风时，打开迎风门，自动调节进
风量，风力提高了涡轮机的驱动力，可直接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同时发电。
乌海金沙沙漠太阳能热风发电示范电站将成为世界首家沙漠太阳能热风发电示范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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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站的建设不仅开辟了太阳能发电的新途径，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该太阳能热风发电站只占用沙漠和荒地，不需征用有限的耕地，不会同粮食和果蔬
生产发生冲突。
（２）该发电项目将大片的沙漠覆盖，是减少沙尘的有效方法，有利于防沙治沙工作推进，
改良气候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效益。
（３）底部隔水设计，可减少沙漠蒸发量，雨水收集系统可灌溉，绿化部分沙漠，加速提
高当地空气质量。
（４）太阳能热风发电站运行时无需水，排出的是清洁空气，不会产生任何污染，环保性
能好，能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涉及的规模越大，社会效益越显著。
所以，此项目的研发对于新能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缓解能源危
机，为替代常规能源发电开辟道路；促进改善沙漠生态环境，减少政府用于沙漠治理的费用，
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实现商业化太阳能热风发电站的建设，弥补多年太阳能热风发
电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的空缺，推动太阳能热风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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