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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块链产业化规模化进程提速

能源行业大有可为 国网技术走在前列
■本报记者 王旭辉

10 月 24 日，由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国网金融科技集团 ）联合 20 余家中
央企业共同发起的中央企业区块链合作
创新平台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 国网电商
公司为创新平台理事长单位 ， 中兵北斗
应用研究有限公司等 20 家单位为副理
事长单位 ，国网区块链科技 （北京 ）有限
公司为秘书长单位。

据了解 ，创新平台将以突破区块链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推动 “区块链+ ”多
元化赋能 、 培育区块链产业新业态 、构
建区块链行业标准体系 、探索区块链应
用技术引导和规范为重点建设内容 ，将
依托中央企业资源优势和强大影响力 ，
引领创新区块链产业发展新模式 ，加速
我国区块链产业化 、规模化进程 ，助力
我国抢占区块链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
定权 。

■■ 央企区块链取得建设性成果

“区块链构建了新型的社会信任机
制，带动社会协作方式深入变革 ，它的核
心能力在于全产业链连接 ， 天然适用于
多方协作、业务链条长 、信任成本高的场
景 ，将在促进数据共享 、优化业务流程 、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 、建设可信
体系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国网电商公
司董事长闫华锋在中央企业区块链合作
创新平台成立大会上介绍。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第十
八次集体学习， 强调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
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
用。 这意味着国家从战略层面开始推动区
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 随后以中央企业为
代表的相关企业纷纷开始研究、 布局区块
链。尤其今年以来，区块链行业迎来前所未
有的繁荣发展态势， 中央企业大举进军区
块链行业，取得建设性成果。

其中 ，在核心技术攻关方面 ，以国家
电网、 航天科工为代表的 17 家中央企业
在各行业领域布局区块链专利，专利申请
数量达 675 件；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中
央企业发起成立多个区块链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开展区块链国际、国内标准制定，
致力于抢占区块链行业规则制定权；在应
用场景创新方面，以中国电子、中国中车、
国网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在多个行业领域
建设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加速推动区块
链科技创新成果赋能实体经济。

事实证明 ， 在中央企业的大力推动

下 ， 区块链实现从技
术 研 究 到 落 地 应 用 ，
并步入向实脱虚的发
展轨迹 ， 其技术先进
性不断被验证 、 技术
价值不断被挖掘。

■■ 创新平台将整合
技术、人才等优势

但同时，我国区块
链发展面临着产业松
散 、合力不足 、重复建
设等现状，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区块链规模化
和产业化进程。 同时，
数字经济发展亟需破
解信任传导差、数据共
享难、协同效率低等难题，又对区块链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必
须加强顶层设计，突出统筹引领，整合优势
资源。因此，实现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成为
中央企业攀登我国区块链产业化发展高地
的下一个目标。

闫华锋指出 ：“创新平台旨在整合央
企技术、人才、场景等资源优势，强化前瞻
性发展布局， 推动底层关键技术创新，构
建产业融合生态， 加快推进规模化发展，
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助力金融科
技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作为创新平台理事长单位，国网电商
公司倡议：加强融合应用，提升创新能力，
把握区块链产业融合发展重大机遇，打造
创新平台新优势，创新应用模式 ，释放企
业竞争新动能，助推区块链产业创新和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协同发展 ，增强
竞争力，建立健全区块链共建共享共用机
制，加快技术、平台、标准协同发展 ，大力
推动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国家区块
链全球竞争力；加强平台建设 ，提升影响
力，坚持开门办平台的理念 ，吸纳更多创
新主体，聚拢更多优秀人才 ，不断扩大平
台规模。

■■ 在能源行业具备天然发展优势

今年 4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
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
后国家发改委将区块链纳入 “新基建 ”。
“区块链不仅本身是‘新基建 ’，还能赋能
5G、大数据等其他‘新基建’。 ”国网区块
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监玄佳兴指出。

其中，区块链+5G，可以协助 5G 解决
底层通信协议的部分短板，如隐私、安全、
信任等问题 ；区块链+大数据 ，可以保障
数据的采集权、拥有权、使用权，解决数据
共享的痛点问题； 区块链+人工智能，构
建分布式智能，在整体上由单点效率提升
向协同式多点效率提升方向改进 ； 区块
链+物联网， 为物联网提供信任机制，保
证所有权、交易等记录的可信性 、可靠性
及透明性。

目前我国能源转型发展提速， 正加快
应用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使能源生产、运
行、消费更智能安全。 同时，能源行业产业
链长，出现诸多发展问题，如在运营层，微
网管理、综合能源管理、需求侧管理、供应
链管理等领域的信任传导差； 在数据层，
数据安全、分析、共享等数据融通困难；在
实体层，微电网、分布式能源、电动汽车、增
量配网、综合能源等规模场景庞大。

因此，区块链在能源行业具备天然的
发展优势，基于区块链的技术特征 ，可以
解决能源互联网规模场景庞大、互联链条
复杂、数据融通困难、信任传导差等发展
难题，为能源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 、
交易、溯源各环节提供信任基础。

■■ 最大能源区块链“国网链”落地实践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科技
部原副部长陈小娅在中央企业区块链合
作创新平台成立大会上表示，区块链技术
作为数字时代的“信任机器”，是数字化赋
能、 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
撑。以国网为代表的中央企业紧抓科技创

新“牛鼻子”，改善科技创新的新生态 ，加
强创新主体不断向跨界创新融合，加速创
新活力不断突破地理与组织边界，为推动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制高点作出了贡献。

据了解 ，为专业专注研究 、建设区块
链，国网电商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
北京揭牌成立国网区块链科技 （北京）有
限公司，开启了构建以“区块链+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区块链行业生态
建设之路。 截至目前，该公司基于自主研
发的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平台，依托司法
信用“天平链”、能源电力“国网链”“央企
联盟链”三大区块链基础设施 ，完成区块
链在新能源云、电力交易、优质服务、综合
能源等业务场景应用的融合。

其中，“国网链” 是国内最大的能源区
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创造性提出“一主两侧
多从”的主体架构。 “分为主链、数据侧链、
交易侧链、网省从链、堆栈从链五部分，将
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能源电力领域规模化、
生态化发展。 ”玄佳兴表示。 “国网链”可横
向贯通各省电力公司数据共享， 实现电网
系统内部有机联动， 支撑电网服务数字化
升级， 纵向实现自下而上数据 “全链条存
证，各节点共享”，服务于电网总部统筹决
策和高效调度。截至目前，“国网链”已在国
网北京、青海、辽宁等多个省电力公司部署
应用，在共享储能、电力交易等 25 个具体
业务场景落地实践，上链数据超 1 亿条。

迎峰度冬

临汾供电
加快“煤改电”

本报讯 国网山西临汾供电公司日
前透露，今年该公司“煤改电”项目共 24
项 ， 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273.819 千米、配变 236 台，供热面积 285
万平方米，惠及洪洞、古县、翼城等 8 个
县(区)24231 户居民。

“各县的‘煤改电’工程都在紧张有
序地开展中，通过‘挨村挨户’的线路改
造 ，统一了低压电线架设标准 ，确保了
居民在使用大功率电器时更安全，村民
日后也不必再为电路老化带不动高功
率电器而担忧了。 ”临汾供电公司配网
办相关人士表示。 截至目前 ，临汾供电
公司已完成整体工程进度的 91.2% ，
工程正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保障采
暖季到来时居民可以按 时 用 上 稳 定
安全的清洁电能 。 （崔菁 陈爱红）

唐山市丰南区供电
贴心服务供暖企业

本报讯 随着气温降低， 冬季供暖
工作即将开始，国网冀北电力唐山市丰
南区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形成
专项服务队， 深入辖区各供暖企业，对
用电线路 、设备开展安全检查 ，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主动提供技术支
持和服务， 协助供暖企业进行整改，并
向企业员工讲解冬季安全用电注意事
项 ，指导制定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提高
应对突发故障的能力，确保供暖企业电
力设备“零缺陷”运行。

下一步，该公司还将建立健全供暖
期线路设备定期巡查机制，密切关注用
电负荷变化情况，并认真了解供暖企业
的供用电方案和用电诉求，对热力公司
提出的意见建议谨慎采纳， 推动供暖、
供电水平再上新台阶，护航广大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 （崔笑笑 裴金金）

张家口万全供电
用大数据监测供暖线路

本报讯 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近
日出现大风天气 ，气温一路走低 ，为确
保居民取暖用电 ，10 月 26 日 ， 国网冀
北电力张家口市万全区供电公司提前
谋划 ，采取多种措施 ，加强电供暖线路
监测。

据了解 ， 该公司承担辖区 7 座 35
千伏变电站 、38 条涉及电供暖线路的
负荷监控任务。 为精准监测线路动态，
该公司提前梳理电供暖线路信息 ，将
涉及电供暖线路的线路名称 、 供暖容
量 、户数 、电源追溯 、供电路径及 2019
年度冬最大负荷等各项参数进行详细
统计 、精准分析 ，为实现 24 小时实时
监控线路负荷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
确保电供暖线路平稳运行。

下一步， 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电供
暖线路设备的巡视、 维护及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提前制定事故预案，全力确保电
供暖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刘慧娟)

西安市临潼区供电
提前完成“煤改电”

本报讯 截至 10 月 27 日，国网陕西
省西安市临潼区供电公 司 全 面 完 成
2020 年“煤改电”工程，提前 15 天完成北
田、何寨、西泉等 5 个街道办 20 余个村
组“煤改电”任务。据统计，该公司共投资
437.38 万元， 新架变压器 20 台 7600 千
伏安， 更换变压器 3 台 1200 千伏安，新
架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3.945 千米、10 千
伏电缆线路 0.065 千米， 新架及改造 0.4
千伏线路 3.913 千米， 惠及 8 个村 3730
户客户温暖过冬。

据了解， 该公司人员从 9 月开始进
入工地，专人主动对接政府 ，积极协调
解决影响项目实施的各种问题 ， 紧盯
“煤改电”工程推进时间表和路线图。 下
一步，临潼区供电公司将结合数字化县
公司建设， 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度冬期间
的负荷等数据，全力做好“煤改电”用户
的优质服务工作。 (潘世策）

怀来供电党员服务队
护航用户电采暖

本报讯 “今年天气冷的早，我们得
抓紧把辖区‘煤改电’用户走完，把设备
都检查一遍，不能耽误居民采暖。 ”10 月
24 日，国网冀北电力怀来县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一边帮用户排查用电隐患，一
边交流。

怀 来 县 今 年 将 新 增 电 采 暖 用 户
5293 户，为让广大“煤改电”用户能顺利
用上清洁 、便利的电采暖 ，怀来县供电
公司充分发挥党员服务队的作用，为每
户农村电采暖用户“建档立卡”，详细记
录用户信息，并组织服务队提前检查设
备、消除隐患，保障广大居民按期采暖。
在供暖季，党员服务队还将定期走访用
户 ，询问电采暖设备运行情况 ，检查用
电安全 ，并主动提供政策指导 、技术咨
询、上门受理申请、全程业务代办等“陪
伴式”增值服务。 （张松）

“新基建”

山东初步建成首个
“5G+供电服务”示范区

本报讯 日前，随着国网山东枣庄供
电公司市中供电中心营业厅自助服务终
端升级为 5G 版本 ， 标志着山东首个
“5G+供电服务”示范区初步建成。

据了解， 枣庄供电公司利用 5G 高
速率和高可靠技术 ，将物联网 、大数据
和边缘计算等新型数字技术和电力营
销业务深度融合 ， 以市中供电中心营
业厅为试点 ，全面提升自助交费 、自助
电子发票打印 、 自助办理用电业务等
日常业务办理效率 ， 在自助服务设备
上开通远程视频服务，实时为客户提供
远程指导。 （鞠同心 屈改娟）

白银供电开展首次
配网不停电旁路作业

本报讯 10 月 23 日 ， 国网甘肃白
银供电公司城区带电作业班在道北变
121 凤凰街二线黄茂井支线 10 号杆完
成带负荷更换柱上开关和高压隔离开
关作业 ， 实现白银地区首次配网不停
电旁路作业。

今年以来，白银供电公司大力探索
和拓展带电作业方式和类型，作业区域
已由白银城区全面延伸至各县公司，作
业类型拓展至第一、二、三类全部 23 项
作业项目。 截至 10 月底，该公司今年共
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 1123 次， 减少停
电时户数 41385.23 时·户 ， 多供电量
357.31 万千瓦时。 （张红平 韩君孝）

武威供电首次开展
GIS设备 X射线诊断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国网甘肃武威
供电公司特邀省电科院 X 射线数字成
像检测专家， 对 330 千伏柏林变电站超
声波和特高频检测异常 GIS 气室进行
“把脉确诊”，助力电网设备安全度冬。

据悉，X 射线数字成像检测技术是
一种快速成像的无损检测技术，近几年
来主要用于电网 GIS 设备内部缺陷诊
断，对断路器、刀闸、母线连接等易出现
故障的关键部位进行检测，是对 GIS 设
备检测方法的有力补充。 (张斌武)

创新

能源区块链公共服务综合体示意图。 国网电商公司供图

■通讯员 李云亮 傅鹏 卫小鹏

10 月 27 日， 山西出现大范围降温天
气 ， 在最北端的大同市 ， 今年新改的
13438 户“煤改电”用户已于 10 月 1 日采
暖季当天如期用上电热设备，而在最南端
的运城市，电网员工正迎风斗寒加班加点
奋战，确保 11 月 15 日采暖季开始前完成
全部“煤改电”任务。

据了解 ，自 2016 年开展 “煤改电 ”以
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有关规定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要
求，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碧水蓝
天，用真情和汗水呵护群众温暖度冬。

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今年的‘煤改电’户数最多，各单位要
集中全力打好攻坚战， 给政府工作和群众
生活以最大力度的支持。 ”近 3 个月来，在
相关会议和场合， 国网山西电力有关负责
人都会一遍遍地这样强调。

2016-2019 年采暖季， 该公司 4 年累
计投资 34.4 亿元，完成 “煤改电 ”40.03 万
户，完成采暖电量 18.92 亿千瓦时，相当于
在能源终端消费环节替代散煤消耗 106.0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88.86 万吨，减排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碳粉尘约 60.12 万吨，
有效改善大气环境， 提升居民健康 “获得
感”和电力获得指数。 2020 年，国网山西电
力共接到全省 11 市“煤改电”任务 312658
户，占过去 4 年来总改造量的 78.1%，占 5
年来总改造量 71.3 万户的 43.8%。

“‘煤改电’用户越多，电网企业的电费
损失就越大，投入也越多。 2016-2019 年采
暖季，国网山西电力累计在‘煤改电’方面
贴补电费约 3.595 亿元。 ”山西省相关部门
人员表示，“2020 年改造完成后，贴补的电
费会更多。 ”

实施方案越来越细

为圆满完成“煤改电”工作，国网山西
电力从实施方案抓起， 力求措施制订得越

来越细，为节省投资、加快进度、保证安全
和工期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中， 运城供电公司围绕效率效益，
做到差异规划、精准投资，提出“优先直接
或零散接入到网架强、 容量足的地区，优
先将资金投入到亟待改造的区域”两个原
则，使今年每户投资同比减少 3760 元；对
全年配网检修、技改、新建等工程优先安
排在上半年，使“煤改电”工程较去年提前
45 天开工。 长治供电公司对进度落后里
程碑计划的县区公司及施工单位进行约
谈， 督促施工进度 ； 积极开展带电作业
160 余次，破解工程实施过程中变台接火
停电困难等问题，保证工期不受影响。

晋城供电公司对以往“煤改电”用户采
暖季的实际用电负荷大小进行重新核定，
将原来户均按 8 千瓦负荷设计调至户均 5
千瓦， 同时将原来双进线双表计量改为单
进线单表计量 ， 使户均投资由去年的
17000 元下降至 4600 元。

“据测算，2020 年全省‘煤改电 ’户均
投资 3869.7 元，仅为过去 4 年户均投资的
45.03%。”国网山西电力营销部市场处处长
武志宏介绍。

改造效果越来越好

由于国网山西电力几年来不断总结经

验，改进方法，群众对“煤改电”的评价越来
越高，“煤改电” 工作正显现出越来越好的
效果。

长治市壶关县集店乡三家村村主任
王孝忠说：“2019 年， 三家村 476 户村民
全部完成 ‘煤改电 ’后 ，村民们不再烧煤
取暖， 每家每天的生活垃圾由 3、4 桶锐
减到不到半桶 ， 村里几乎看不到垃圾清
运车散落的炉渣，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人
们的精气神也变了样 ， 更加注重环保与
健康了。 ”

刚完成改造的晋城市泽州县 下 村
镇东山村村民牛广英说 ：“改造期间 ，泽
州供电公司负责人袁军多次到现场检
查 ，让我们对供电公司工作提意见 。 他
对安装电暖设备的厂家人员也检查到
位 ，看他们的电线是否达标 ，穿墙线路
是否套有 PVC 管 ， 切实帮助我们把好
安全关 。 ”

运城市盐湖区汤里村今年完成 “煤
改电”1027 户。 起初，部分房屋居住面积
较大的群众因对“煤改电 ”电价政策缺乏
了解，表现出不满情绪 ，运城供电公司人
员就耐心做解释，直至村民理解。

守护蓝天，送去温暖，国网山西电力用
心开展的“煤改电”工作如一股暖流，洁净
了家园，送去了温暖，赢得了民心。

真情暖冬更暖心
———国网山西电力“煤改电”侧记

泽泽州州县县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员员工工冒冒雨雨在在下下村村镇镇
东东山山村村加加快快““煤煤改改电电””施施工工。。 宋宋昱昱//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