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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豫特高压实现
华中四省受电全覆盖

本报讯 9 月 1 日，西北、西南地区
清洁能源首次通过±800 千伏青海-河南
特高压直流工程送入湖南电网。至此，青
豫特高压实现华中四省受电全覆盖。

据了解，青豫特高压是华中电网消
纳区外清洁能源的重要通道 。 国网华
中分部紧密跟踪青豫特高压调试投产
情况 ，多措并举 ，提高跨区直流通道
利用率 ，满足华中地区持续增长的清
洁能源用电需求 。

国网华中分部全力实施 “多省多
能打捆 、 多省共享通道 、 电网统筹协
调”交易新机制。 7-8 月，西南水电、西
北新能源电力通过青豫特高压打捆送
华中电量 12.6 亿千瓦时 ，消纳范围扩
大至华中四省。

据了解 ， 国网华中分部积极参与
编制青豫特高压交易组织要点 ， 确定
青豫特高压交易组织原则 ， 为提高跨
区直流通道利用率打下坚实基础 ；发
挥华中电网柔性交易平台作用 ， 发挥
分部在省间电能互济方面的协调作
用 ， 持续丰富交易品种 ， 开展抽蓄交
易 、发电权交易 ，优化交易曲线 ，充分
利用跨区通道和省间通道空间 ， 满足
市场主体多元化用能需求。 （姜曼）

江阴供电创新技术
助推轨道交通建设

本报讯 9 月 4 日上午 ， 国网江苏
江阴市供电公司采取 10 千伏不停电
立杆 、搭头作业及工厂化装配技术 ，在
10 千伏君北线煤栈支线为锡澄轨道交
通 S1 线江阴外滩站建设工地新上一
台 630 千伏安临时基建箱变 。 在不停
电的同时 ， 原先从土建到电气施工要
耗时 10 天的工程 ，此次仅用 4 个小时
完成。

据了解 ，锡澄轨道 S1 线连接无锡
和江阴 ，全长 30.4 公里 ，在江阴境内
建有 9 座车站 ， 与无锡地铁 1 号线贯
通运营。 7 月 31 日， 该工程获施工许
可证后，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作为起止
点 ， 江阴外滩站和江阴客运汽车站率
先进入全面土建施工 ， 全线预计 2024
年 4 月 1 日建成通车 。 通车后将快速
沟通无锡主城区和江阴市区 ， 增强江
湖联动，促进锡澄一体化发展。 江阴市
供电公司在服务锡澄轨道交通 S1 线
建设中 ，积极主动与建设方 、施工方沟
通 ，了解其用电需求 ，并大量应用带电
作业 、工厂化装配等创新技术 ，加快接
电时间。

此次锡澄轨道交通 S1 线江阴段
建设共涉及施工用电点 36 个 ，需新上
临时基建箱变 43 台 ， 合计容量 38680
千伏安。 （奚艳）

张掖供电用“激光炮”
清除线路异物隐患

本报讯 9 月 7 日 ， 国网甘肃张掖
供电公司获悉清六线 090 号小号侧 15
米处导线上相被风筝缠绕后 ， 迅速行
动 ， 利用电网异物远程清除器 （俗称
“激光炮”）开展消缺工作。

期间 ，张掖供电公司人员按照消
除器操作流程依次开展现场布置选
点 、设备架设调试等步骤 ，利用摄像
投影技术对异物进行瞄准锁定并开
启激光 ，激光开启后 ，距离 “激光炮 ”
20 余米处的异物开始燃烧并脱落 ，在
不伤及导线的情况下 ， 实现远程 、可
控 、非接触式作业 ，解决了异物消除
难的问题 。 （马鹏飞 赵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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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国网蒙东
建设分公司近日透露，该公司加快推进锡
林郭勒盟“新能源汇集”特高压配套工程
（锡林郭勒盟“五站五线”工程），其中，“五
站”全部进入电气安装阶段，“五线”也全
部进入架线阶段， 全部工程预计 10 月末
投运。 据了解，这是内蒙古加快补强北电
南送大通道的一个缩影。 同时，1000 千伏
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全线贯
通，正加快开展其他项目建设 ，内蒙古电
力外送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内蒙古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力资源，是
我国陆上风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 据测算，
内蒙古风能可开发量超过 1.5 亿千瓦，约占
全国陆上风能可开发总量的 50％以上。

此前，由于电源装机发展迅速、区内供
需不匹配、外送通道不足，无法满足风电装
机快速增长的消纳需求， 国家能源局在叫
停“三北”风电建设的同时，加快推动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2 条重点输电通道建
设， 其中从内蒙古送出的特高压通道有 5
条，分别是 2016 年投运的 1000 千伏锡盟-

山东、 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2017
年投运的±800 千伏锡盟-泰州特高压直流
工程，2018 年投运的±800 千伏扎鲁特-青
州特高压直流工程，2019 年投运的±800 千
伏上海庙-山东特高压直流工程。 此外，
1000 千伏锡盟-胜利特高压交流也于 2017
年投运。 至此，内蒙古已投运“三交三直”特
高压工程，全部由国网蒙东电力运维。 内蒙
古电力外送能力达 7000 万千瓦，其中，“三
交三直”特高压输电容量 4400 万千瓦。

2018 年，当地风电红色预警转为橙色
预警，风电开发迎来转机，国家能源局集中
批复了内蒙古一批特高压配套风电基地，
核准并推进 5 大基地建设， 分别是鄂尔多
斯、乌兰察布、锡盟、通辽及兴安盟，开发规
模共 20.8 吉瓦，规划 2021 年并网。 这五大
基地均是以外送消纳为主， 消纳地区集中
在华北华东电力负荷高、 能源需求较大的
地区。 为此， 各发电集团加快配套电源建
设，同时，电网企业也加快配套电网建设。

据了解 ， 内蒙古电网分为两个独立
的电网 ， 其中蒙西区域 8 个盟市电网由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
供电范围为呼和浩特市 、 包头市 、 乌海
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乌兰察布
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即蒙西电网 ，
与华北电网联网运行 。 蒙东区域由国网
蒙东电力建设运营，供电范围为赤峰市 、
通辽市 、兴安盟 、呼伦贝尔市四盟市 ，即
蒙东电网，与东北电网联网运行。

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相关人士介绍，
锡林郭勒盟“五站五线”工程为锡盟-山东
特高压交流工程、 锡盟-泰州特高压直流
工程的配套电网工程， 将新建 5 座 500 千
伏变电站、 变电容量 800 万千伏安， 新建
500 千伏输电线路 1149.599 公里， 为锡林
郭勒盟境内正在建设的 36 个风电场共
700 万千瓦装机提供外送通道。

不仅是锡盟两条外送特高压配套电
源、配套电网在补强，其他特高压工程也在
补强。 如今年 6 月底金城-龙凤输电工程投
运，标志着扎鲁特-青州特高压直流配套工
程全部建成投运， 其送电能力由 560 万千
瓦提高至 650 万千瓦；上海庙-山东特高压
直流 4 个煤电项目———山东能源内蒙古盛
鲁电厂 2×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空冷机组燃
煤发电项目、 国电双维上海庙电厂 2×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空冷机组燃煤发电项目、
华能长城上海庙电厂 2×100 万千瓦超超临
界空冷机组燃煤发电项目和神华国能上海
庙电厂 2×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空冷机组燃
煤发电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9 月 6 日， 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
程全线贯通，该工程年底投运后 ，将加强
蒙西-天津南、 榆横-潍坊特高压交流两
个横向送电通道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提高
蒙西、山西等能源基地送电可靠性 ，并使
内蒙古电力外送能力提升至 7900 万千
瓦，其中，特高压外送能力将达 5300 万千
瓦，均为全国第一。

唐山供电
开学季上门送安全

本报讯 近日，国网冀北电力唐山
“钢铁之魂” 共产党员服务队丰润分队
王官营供电所队员来到供区内的王官
营中心小学，给同学们送来了安全用电
课。队员们通过生动活泼的用电安全动
画片、宣传幻灯片、现场演练等方式，向
学生们深入浅出地讲解安全用电、绿色
用电、节约用电知识。

据了解 ，进入开学季以来 ，按照
唐山供电公司党委的统一部署 ，唐
山 “钢铁之魂 ”共产党员服务队所属
23 支分队和 707 名队员分别对供区
学校开展送安全系列活动 ，查找 、消
除中小学校内部及周边线路设备安
全隐患 ， 把供电安全送到校园每一
个角落 。 （董珊 赵双双）

峄城供电中心
安全宣讲进校园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国网山东枣
庄供电公司峄城供电中心针对学生安
全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安
全用电进校园活动， 通过开展安全宣
讲，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册，增强学生安
全用电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全力
为学生们安心学习打造一个良好的用
电环境。

同时 ，该中心组织人员对学校用
电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 排查安全隐
患 ，更换存在问题的用电线路 、插座
和照明灯具等 ，确保学校用电设备健
康运行。 （刘西华）

山东电科院升级
全省带电检测系统

本报讯 日前，为切实提升全省带
电检测工作质量，掌控全省带电检测工
作，国网山东电科院完成了带电检测系
统测点台账升级及 FLIR 红外热像仪
功能改造。

据了解 ，2018 年底 ，山东省带电
检测工作启动标准化作业模式 ，经
过近两年的推广应用 ， 逐渐暴露出
设备测点台账维护复杂 、 测点名称
不规范 、 测点修改导致历史数据无
法纵向关联等问题 。 为此 ，该院技术
骨干从检测源头出发 ，逐项 （检测项
目 ）逐类 （变电设备 ）梳理了 120 余
万个检测点台账存在的问题 ， 经多
方调研 ，编制了 《变电带电检测标准
化 作 业 管 理 系 统 测 点 台 账 管 理 要
求 》，明确了测点台账的生成 、维护 、
修改 、审核 、停用等全流程 ，并完成
了系统功能升级 。 （林颖 张劲）

思茅供电
开展暴雨特巡

本报讯 入汛以来，云南省普洱市
思茅区由于连日降雨， 局部降水量剧
增，造成局部内涝，电力稳定供应受到
影响。 对此，南方电网云南普洱思茅供
电局紧急开展特巡、应急抢修 76 起，全
力把暴雨对供电的影响降到最低。

期间，思茅供电局组成了由 28 名
人员组成的抢修队，仅用 15 分钟就完
成集结；为消除安全隐患，在 2 分钟内
就能完成停电操作。 （吴楠 吉翔）

景东供电提前部署
应对暴雨突发情况

本报讯 连日暴雨导致云南普洱
景东自然灾害预警不断 ，同时导致文
龙镇村庄 、干道及多处电力设施不同
程度受损， 当地 20 余个台变 、700 余
户低压居民客户用电受到影响。 南方
电网云南普洱景东供电局提前预判 ，
准备好应对突发情况的人员和物资 ，
加快抢修。

据了解，当洪水涌入文龙老街小组
时，文龙供电所和安定配电管理所立即
成立应急小组， 开展救灾抢修工作，以
最快速度完成该片区的紧急停电。水退
后，又快速复电。 （吴金萍）

张家口市万全区供电
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本报讯 9 月 6 日 ，国网冀北电力
张家口市万全区供电分公司宣平堡
供电所在辖区开展了电力设施保护
宣传 。 在活动现场 ，该公司人员发放
保护电力设施宣传材料 ，并向群众介
绍了常见的电力设施及部分电力违
规行为。

近年来， 宣平堡乡各村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 广大群众电力安全知识缺
乏，安全意识淡薄，直接在电力设施保
护区中进行违章作业的事情时有发
生。为此，该公司通过增设电力设施保
护区“禁放风筝”“禁止栽种高杆植物”
“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警示标志
及警示牌， 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用电
注意事项。 (刘慧娟)

内蒙古补强北电南送大通道
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后，内蒙古特高压外送能力将达 5300万千瓦，全国第一

消缺除患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小学陆续开学，合肥供电公司忠旗服务队与百座社会联络站、
社会媒体等多方联合，进校园开展安全用电、“开学第一课”系列讲座，提供安全用电检
查等延伸服务，构筑校园安全网。 图为服务队为庆平希望学校的学生们授课。 李岩/摄

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 安安全全进进校校园园

�� 近近日日，，锡锡林林郭郭勒勒盟盟蓝蓝旗旗 550000 千千伏伏线线路路工工程程开开展展铁铁塔塔安安装装作作业业。。 陈陈熙熙伦伦//摄摄

新技术·新市场

华中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正在不断完
善。 早在今年 5 月，华中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正式运行时，只有湖北明确储能设施可
以独立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华中电力辅助
服务。 4 个月后，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
印发的《华中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
理实施细则》和《华中区域发电厂并网运
行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两个细则”）
指出，储能是一种服务 ，并将储能纳入到
发电厂范畴。

在业内人士看来 ， 虽然两个细则正
式实施要到 2020 年 11 月 1 日 ， 但已从
政策层面明确了鼓励建设储能 ， 给予储
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身份 ， 再加上有
服务补偿 “加持 ”，未来华中电化学储能
发展趋势向好 ， 电力辅助服务调峰调频
也将更灵活。

明确储能是服务

按照两个细则所称 ，“本细则所称发

电厂包括火力发电厂（含燃煤电厂 、燃气
电厂、燃油电厂、生物质电站 ）、水力发电
厂、风力发电场、光伏电站、电化学储能电
站等电厂。 ”同时，细则还指出，电力调度
机构对并网发电厂非计划停运情况进行
统计和考核。配有已投运的规模化储能装
置（兆瓦级及以上）的风电场、光伏电站 ，
以风电场、光伏电站上网出口为脱网容量
的考核点。

“两个细则向行业传导出的方向是，储
能在未来将和电源、电网同等重要、同步发
展，意味着未来储能市场空间巨大。 ”上海
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李彩
球表示，储能和电源、电网一样纳入电网管
理范围，表明储能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
服务，且是必不可少的服务。

两个细则均把“储能服务”摆在突出重
要的位置， 规定了有偿辅助服务类型为自
动发电控制、一次调频、有偿调峰、旋转备
用、有偿无功调节、自动电压控制、黑启动。

细则除明确一次调频辅助服务纳入到有偿
辅助服务外，还明确并网发电机组（含 30
兆瓦及以上的风电场、30 兆瓦及以上集中
式光伏电站）必须具备一次调频功能。

据了解， 一次调频按并网发电机组调
频实际贡献电量进行补偿， 其中大扰动补
偿价格为 600 元/兆瓦时，模拟扰动补偿价
格为 450 元/兆瓦时。

将按效果付费

“两个细则最大的亮点是 ，储能作为
发电厂的独立主体身份得到认定。 ”一位
不愿具名储能行业专家表示，尤其是实行
按效果付费机制 ， 有了储能价值衡量机
制，解决了当前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机制不
合理的问题。 换言之， 发电企业出钱、出
力、无合理补偿的问题或将在华中区域得
到解决。

另据业内人士测算， 两个细则有利于
火储联合调频项目开展。 以火电机组装机

60 万千瓦配 18 兆瓦/9 兆瓦时储能系统为
例，日均可获得收益 7 万元以上；不考虑税
收等财务成本及运行维护成本等， 该项目
静态回收期 2.16 年。

此外 ，两个细则规定执行 5 年 ，相比
其他区域，华中区域将是非常稳定的一个
市场。

仍缺乏商业模式

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对记者直言 ：“华
中区域内电化学储能是否能快速发展不
好说，但按照目前储能成本 ，从投资交付
角度建设储能，形势不容乐观。 ”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缺
乏商业模式的情况下 ， 虽然政策利好不
断，但距离储能行业繁荣仍需一个发展过
程，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甚至电网公司都出
台过一系列支持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但
基本是宏观层面上的指引，像两个细则具
体到操作层面的政策偏少。

储能纳入华中电网管理范畴
一次调频、黑启动等纳入有偿辅助服务

■本报记者 苏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