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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能源项目简介                                                         

西扬巴兰杜瓦太阳能发电站项目 

 

项目号: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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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由斯里兰卡政府电力部领导的锡兰电力委员会

（CEB）主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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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能源概述 

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该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斯里兰卡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预计需求将继续增长。

目前，斯里兰卡的能源需求是由几种能源满足的，这些能源包括本地非化石燃料和进口化石燃料。该国大部分能

源需求都通过生物质，一种本地燃料来源以及进口化石燃料（例如石油和煤炭）来满足。其余部分则由其他本地

资源组成，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 

认识到这一需求，斯里兰卡在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RE）的份额有所增加，2014 年，该国实现了其至少使用可

再生能源发电 10％的目标。随后，在 2015 年，化石燃料对电力结构的贡献下降了，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和大型

水电的贡献也有所增加。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斯里兰卡作为气候脆弱论坛的一部分参加了在摩洛哥马

拉喀什举行的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并承诺在 2050 年之前仅将可再生能源用于发电。斯里

兰卡实现了 98％的电网连通性，年总电力需求约为 14150GWh（141.5 亿度）。根据 2018-2037 年 GoSL 的长期发

电扩展计划（LTGEP），斯里兰卡的电力需求预计到 2037年将以 5.6％的年增长率增长，并将需要对该行业进行高

水平的投资。根据容量预测，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计显示，到 2020 年，至少需要动员至少 27.3 亿美元的电力资

本投资，到 2026 年需要动员 54.6 亿美元，到 2026 年需要动员 105.3 亿美元。 2037.估计的资本需求包括发电，输

电和配电以及需求方管理的投资需求。斯里兰卡历来主要依靠政府融资来资助能源行业的投资。 2016 年，电力和

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占 GDP 的 0.3％。 

当前，电力部门中有相当多的私营部门参与。 2015 年和 2016 年数据的比较显示，私营部门对电力部门的参与有所

增加，包括独立电力生产商（IPP）发电量增长 23.4％，承担的装机容量增长 17.04％。 独立电力生产商（IPP）能

够动员国际资金，但主要是在政府的直接/间接担保/赔偿形式的支持下。 

大多数大型独立电力生产商（IPP）已按照自建，拥有，运营和转让（Build-Own-Operate-Transfer BOOT）的模式

来实施。在能源部门发展中使用环境管理法规一直得到良好实践，特别是在初期资本投资阶段。然而，环境影响

评估（EIA）后的监测很薄弱，这在整个 EIA 过程中都是如此，与部门无关。还存在与水力发电的环境流量有关的

问题，以及由于缺乏新水电站的选址而导致的问题是评估沿江流域的累积影响，对环境流量的评估不佳以及确保

环境流量得到维持。 

新的政府发电政策涉及对该国发电计划的重大改变。当前，电力需求是从锡兰供电局（CEB）和私人电力生产商产

生的水力，煤炭和火力中获得的。 

 

火力发电非常昂贵，每单位 25 到 35 卢比。主要水力发电价格为 6 卢比，而煤炭发电价格为 17.50 卢比以上。火力

发电厂的额外费用是该国外汇的主要负担。高昂的发电成本导致 2018 年 CEB 损失了 Rs 304 亿卢比，成为最大的

亏损者，最终由市民承担，导致斯里兰卡成为东南亚的电费最高的国家。 

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为经济繁荣提供优质，可靠，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能源，因为国家全国

电气化比率在 2018 年 10 月达到 99.6％。为满足改善电气化服务计划的需要，容量从 4,043 兆瓦增加到 2025 年达到

6900 兆瓦，以最大程度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输电网络的强度。 到 2025 年将把 601 公里的 220 千伏输电线增加

到 1300 公里，以及 2310 公里的 130 千伏的输电线增加到 3,000 公里。同时到 2025 年将系统的技术和商业损失从

10％降低到 9％。 通过鼓励在当地生产电气设备，将国家的电力系统转变为智能电网 

 

大力发展屋顶太阳能 

将可再生能源产能从 2016 年的 32％提高到 2050 年达到碳中和（100％）的状态，这是-太阳能计划 I（Soorya Bala 

Sangramaya I）。这个计划是 从 1,000,000 个太阳能屋顶产生 1,000 兆瓦的能源目标。 

 一一年内有 7,000 位用户将 100 兆瓦接入国家电网 

 74 个宗教场所与国家电网相连 

 10 个村庄的 5,000 个低收入家庭用作太阳能屋顶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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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变为可再生能源 

到 2021 年，在 Mannar 地区增加 100 兆瓦的风能，并通过在 Mannar，Poonareyn 和 Monaragal 地区执行风能和太阳

能项目来增加 800 兆瓦的太阳能，并鼓励屋顶太阳能系统以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可用性： 

 家庭和小型企业的对低成本能源的需求会鼓励私营部门和私人企业家来建立再生能源发电站 

   可再生能源项目鼓励高效的能源产生计划 

    通过引入新的政策和法规，利用工业废物来最大程度地利用建筑业的能源                                                                                                                                                                                                                      

国家整体能源包括水力，热能，煤炭和替代性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一个国家的整体能源结构的一部分。它

将确保该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所需的低成本能源。我们预计，到 2030 年，本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总投资的 40％。我

们还预计，到 2030 年，水能和可再生能源将共同占总体能源结构的 80％。以下提及的是政府在电力和能源领域计

划的项目： 

 实现能源安全和自给自足将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和战略目标之一，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我们具有满足未来

需求的足够能力。 

 我们还将加快对在地质调查的三个区域中识别出的天然气的勘探，以确保该国人民在未来三年中能够获得

收益。 

 位于科隆纳瓦的已有 40 年历史的炼油厂将进行现代化改造，亭可马里的储油罐也将进行改建和开发，以

便可用于该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当前计划，我们将采取行动，通过在 2020 年之前安装 Broadland 水电站，在 2021 年之前安装 Uma 

Oya，在 2023 年之前安装 Moragolla，在 2024 年之前安装 Talapitigala 和 Seethwaka，为国家电网增加 230

兆瓦的电力。 

 将立即采取行动将 Kelanitissa 工厂转变为天然气涡轮厂，并在 2023 年之前对在 Kerawalapitiya 和

Hambantota 的两家工厂实施类似的措施。作为环保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明年将位于科伦坡地区周围的

以燃料为动力的工厂转换为天然气涡轮机工厂。  

 我们将开发一个智能电网，以确保从所有发电厂获得最大的效率和利用率。 

政府计划太阳能 

 到 2021 年，我们将在 Mannar 增加 100 兆瓦的风能。此外，我们希望通过与包括 Mannar，Pooneryn 和

Monaragala 在内的全国潜在地区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来执行风能和太阳能项目，为国家电网增加 800

兆瓦的太阳能。 

 将鼓励使用屋顶太阳能系统，以便家庭和小型企业可以使用低成本能源。这个计划将在未来五年内完成。

此类投资的总成本将通过低/优惠利率的银行贷款获得。政府还将引入一种新方法，将多余的发电量释放给

国家电网，以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  

 我们将消除所有障碍，并鼓励对建立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有兴趣的私营部门和企业家来参与艰

涩，政府将提供援助。 

 我们还将在每个城市引入使用工业废物的高效能源发电计划。 

 我们将出台新的政策和法规，以确保建筑部门有效利用能源。 

 当该国人民选出 Gotabaya Rajapaksa 为总统时，他们还接受了他提交的有关该国未来发展的详细政策计

划。 

理想的气候 

 根据气象部的数据，由于我国位于北纬 5°55'至 9°51'和东经 79°42'至 81°53'之间的热带地区，该岛的气候可

能被称为热带。斯里兰卡几乎没一天没有阳光，这使该国成为生产太阳能的理想之地，斯里兰卡拥有丰富

的太阳能资源。 

 根据锡兰电力委员会（CEB）的数据，该国的太阳能资源图表明该国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均存在较高的

太阳能资源潜力 

  “包括山区在内的其他地区的资源潜力主要具有气候和地理特征“。 CEB 在其计划中指出，对可用资源的

开发需要考虑竞争的土地用途以及传输和分配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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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亚行对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评估，该国年平均全球水平辐照度（GHI）为每平方米每天 4.5 至

6.0 千瓦时（kWh / m2 /天）。 

 在阳光充足的白天，仅太阳能就足以满足该国的需求。预计总存储需求为 15,000 兆瓦。太阳能发电的技术

资源潜力估计为 6,000 兆瓦。 

 锡兰供电局（CEB）的《长期发电扩展计划》认为，斯里兰卡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将比风能迅速增长，并且

在预计的发展过程中，其能源贡献将在规划期内稳定增长。 

 根据印度博帕尔毛拉纳·阿扎德国家技术研究所能源中心关于太阳能发电的题为“南亚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论

文，斯里兰卡有每天生产 5 千瓦时太阳能的潜力。然而，斯里兰卡尚未有效利用其 100％的阳光资源。 

 

西扬巴兰杜瓦太阳能发电站项目 

 

西扬巴兰杜瓦太阳能园区将按照自建运营（BOO）模式在 20 年内建成 100 兆瓦的电厂，并建设从西扬巴兰杜瓦到

Monaragala 的输电基础设施。该项目拥有供电局保证回购 20 年计划（PPA）。计划由作为输电许可证的锡兰电力

委员会通过私营部门的投资进行国际招标。此外，锡兰电力局还需要扩大从 Medagama 到 Ampara 的输电线路，以

从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绿色电力开发和能源效率改善投资计划第二部分的节余中获得财务援助。 2016 年 12 月

20 日，斯里兰卡政府获准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它包括建造变电站和相关基础设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发

电机和变压器以及铺设传输线。已经得出的结论是，与早期的 10 兆瓦风力发电厂不同，单个 100 兆瓦发电厂将允

许以最低的成本购买电力。 

 

因此，该计划的总范围将分为两部分： 

第一期-太阳能发电站和应在园区内建设的其他设施。 

第二期-传输基础设施（从 Siyambalanduwa 到 Monaragala 电网变电站 25 公里的 132 KV 输电线路，为此目的必须

对 Monaragala 电网变电站进行升级，并在同一位置建造一个新的电网变电站。） 

在 Siyambalanduwa 太阳能发电厂的计划中中，以下活动已经实施完成- 

 可行性研究已完成 

 确定并保留了必要的土地 

 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斯里兰卡可持续能源管理局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的宪报上宣布相关区域为项目开发区域 

 已从西亚姆巴兰度瓦太阳能公园的野生动物部，灌溉部和莫纳拉加拉地区协调委员会获得批准 

 获得了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技术援助，以对西扬巴兰杜瓦太阳能发电厂的开发进行实施方法和财务分

析，因此已提交了这方面的报告。 

 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在对项目进行分析时，会考虑项目的能力，发展机会（一揽子计划），项目融资的提

供，能源公园的管理以及财务收益，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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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成本为 1.7 亿美元的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变电站的建设 

2. 装太阳能电池板 

3. 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安装 

4. 铺设传输线 

5.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斯里兰卡的其他电力项目 

汉班托塔的 Buruthakanda 太阳能发电站是斯里兰卡第一座商业

太阳能电站，于 2012 年建成，第一阶段发电 737 千瓦，第二阶

段发电 500 千瓦。该工厂由斯里兰卡可持续能源管理局拥有和

运营。 

斯里兰卡其他的太阳能项目                                                                                                  

斯里兰卡太阳能分布图                                                                            

                                                                                                                                                        Siyamabalanduwa marked in 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