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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经研院获多项
英国国际创新发明奖

本报讯 近日，国网甘肃经研院导
电混凝土在季冻区输变电工程中的应
用研究等多项成果荣获首届英国国际
创新发明技术奖 IBIX2020 金奖， 同时
还获得多项杰出创新奖（IEA）。

据了解， 此次评奖由英国发明创新
协会（ABII）举办，是世界上公认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发明奖项之一， 侧重于机器
人、信息技术、工程应用、生物技术、医疗
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来自 35 个国家
和地区的 700 多个项目参加了评选，从
项目的创造性、创新性、概念原创性、研
发潜力、商业化可行性、为本领域和社会
带来的价值六方面进行考量和打分。

智能混凝土应用及研究是由国网
甘肃经研院牵头， 与中国科学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东南大学、同济
大学等联合开展的科研项目， 主要围
绕输变电工程接地、损伤探测、不均匀
沉降问题，从材料应用、施工工法、自
动化监测等不同方面， 系统性地突破
常规手段进行工程技术应用， 实现工
程基础无损监测及检测方法升级。

据介绍， 该院自主研发的智能混
凝土技术既有结构材料特点， 又具有
导电性，可以作为结构材料使用，可使
用范围跨越能源、公路交通、材料等多
行业领域。 （王仕俊 曹喆）

福建电力 10项成果
获省科技进步奖

本报讯 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近日透露，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系
统共有 10 项优秀科技成果荣获 2019 年
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7 项。

国网福建电科院牵头研发的《规模
化电池储能系统运行控制关键技术及
工程应用》 项目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厦门供电公司牵头研发
的 《支撑分布式能源高效利用的主动
配电网运行控制关键技术开发及应
用》 和国网福建建设公司牵头研发的
《高耸杆塔及其基础关键技术与工程
应用》 项目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莆田供电公司牵头研发的《多
物理场影响下宽频高量程光学互感器
实用化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宁
德供电公司牵头研发的 《无新线通信
射频分量融合关键技术及其综合应
用》项目等获三等奖。 （林梅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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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华中电力交换能力持续增长

近日，南昌-长沙、荆门-武汉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相继获核准，至此，
目前我国有“3 交 3 直”特高压工程在建
（核准）， 再加上刚投运的青海-河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特高压南阳
变电站三期扩建工程投运， 标志着受业
界关注的华中“日”字型特高压交流环网
终于有了新进展， 华北华中电力交换能
力也将持续增长。

南阳变电站三期投运
加强华中华北电网联络

交流方面， 除上述 2 项刚核准的工程
外， 还有驻马店-南阳 1000 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即将投运。 2020年 12月 20日，随着
1000 千伏豫阳 I 线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
驻马店-南阳工程特高压南阳变电站三
期扩建工程投运。至此，作为联络华中、华
北两大电网的中间站，南阳变电站不仅是
世界上最大的特高压交流站，还将是世界

上在运的设备技术水平最先进、电压等级
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之一。

同时，世界首条 1000 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
交流工程在南阳变电站也有落点， 实现
南北互济。即在夏季丰水季节，该工程可
将西南、华中富余水电送到华北电网，缓
解山东等地的缺电状况；在冬季枯水期，
可将山西等华北地区煤电送到华中电
网。 随着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世界首条
清洁能源输送大通道———青海-河南工
程全面投运， 将把西北部的清洁能源通
过驻马店-南阳、 晋东南-南阳-荆门工
程输送到华北、华中地区，在更大范围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

雅中-江西、陕北-湖北工程
将在年中带电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特高压直流工
程有白鹤滩-江苏、雅中-江西、陕北-湖

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近日相继
获得重要进展。

其中，作为白鹤滩-江苏工程的送端
站，布拖换流站全面开建。该站由送江苏
（一期外送）、浙江（二期外送）两个±800
千伏直流换流站及 500 千伏变电站三站
合一同址布置、分期建设。站区总占地面
积 62.0094 公 顷 ， 围 墙 内 占 地 面 积
39.5592 公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占地面
积最大、土石方量最多、地质条件最差的
换流变电站。目前，该站前期工程四通一
平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 1 月底前完工。
当下， 施工团队已开始为布拖换流站的
主体工程做前期准备， 主体工程将于 1
月中旬开工，主要包括土建工程主体、电
气安装等内容，计划于 10 月底完工。

雅中-江西工程四川段、 江西段相
继贯通。 其中，雅中-江西工程四川段
线路全部位于凉山州，由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建设管理， 共 3 个施工标段，铁
塔 437 基； 雅中-江西工程共 641 基铁
塔，线路长度 320 千米。 同时，雅中-江
西工程特高压南昌换流站开始安装换
流变压器 ， 该站共将投运换流变压器
28 台。 目前，各方建设人员正加快开展
后续工作，保障工程今年 5 月带电。

此外， 陕北-湖北工程湖北段也全
线贯通 ，该段线路全长 142 公里 ，新建
铁塔 282 基，途径随州 、孝感 、黄冈 、武
汉 ， 工程送端连接陕北能源基地和西
北 750 千伏交流电网 ， 受端接入湖北
负荷中心和华中 500 千伏交流电网 。
工程送端陕北换流站也开始安装换流
变压器 ， 共将安装 28 台换流变压器 ，
包括 12 台高端换流变压器、12 台低端
换流变压器和 4 台备用换流变压器 ，
计划分批次发运，为工程今年 5 月底实
现带电奠定坚实的基础。

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提速
电网运行将更灵活

按照相关规划，雅中-江西工程将向

湖南省输送 400 万千瓦容量， 这需要借
助特高压交流网络。 据了解，根据 2018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
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
通知》，驻马店-南阳、驻马店-武汉、武
汉-荆门、 武汉-南昌、 南昌-长沙、南
阳-荆门-长沙等特高压交流工程将与
在运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
工程形成覆盖南阳、驻马店、武汉、荆门、
南昌、长沙的“日”字形华中特高压交流
环网。

在建驻马店-南阳工程和刚核准的南
昌-长沙、荆门-武汉工程（即“日”字型环
网三横）分别是青海-河南、雅中-江西、陕
北-湖北工程的配套工程。 此外， 还有南
阳-荆门-长沙、驻马店-武汉、武汉-南昌
工程待核准。

其实 ， 根据国网 2020 年初编制的
《2020 年特高压和跨省 500 千伏及以上交
直流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 （以下简称
“《2020 年工作计划》”），上述特高压交流
工程和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工程原计划在 2020 年内获批复。 但事
实上， 由于受核准所需支持性文件多、前
期工作协调难度大、工程部分路径环保审
批难度大等因素影响，该计划大大落后于
实际情况。

多位业界人士表示，近期，湖南、江
西、 浙江等省相继发布有序用电或限电
通知，其主要原因是电力需求快速增长，
凸显了我国电力供需的区域和结构不
均衡，同时，这倒逼电网建设进一步提
速，南昌-长沙、荆门-武汉工程接连核
准，正是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建设提速
的重要体现。国网总经理辛保安近日在
该公司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也表
示，要统筹优化电网结构，加大重点工程
前期工作力度， 加快建设华中特高压骨
干网架。

可以预见的是，“十四五”期间，华北、
华中特高压交流网架及电网支撑能力将
逐步加强，特高压交直流电网运行方式更
加灵活，输电能力将不断提升。

新基建

天水供电生产
指挥中心揭牌上线

本报讯 1 月 6 日， 国网甘肃天
水供电公司生产指挥中心揭牌并上
线运行。

“输电无人机班汇报： 无人机运
行状态良好，画面传输无恙。 ”在实时
演示功能汇报过程中，由该公司秦州
运维站、输电无人机班、清水县供电
公司生产指挥中心现场汇报展示工
作动态及电网运行情况。 通过系统传
输数据和研判分析，现场传输信号完
整流畅，数据分析状态良好。

据了解， 该生产指挥中心依托
运检智能分析决策系统的 “大云物
移”等信息化技术，打破信息孤岛困
局，融合运检专业多源系统数据，通
过设备状态全景化、 数据分析自动
化等手段， 支撑电网设备的实时感
知、在线监测、科学预警、智能诊断
和运检资源优化整合， 为主网运检
管理工作提供全面多维度的数据支
撑， 达到提升设备状态管控力和运
检管理穿透力的目标， 形成更为有
力、更为准确的研判结果，更好地服
务电网安全生产。

生产指挥中心建设是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 2021 年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点项目， 该中心的定位和功能
将在电力系统安全生产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将在系统中明确生产指挥
职能定位， 把好科学研判、 信息采
集、任务下发的关键点。 下一步，天
水供电公司将持续依托物联网、云
计算等现代科技， 打造更加坚强有
力的电网架构。 （陈江华）

创新

无无人人机机立立体体巡巡检检保保安安全全

近日 ，国网山
东 宁 津 县 供 电 公
司 组 织 输 电 运 维
人 员 利 用 无 人 机
对 辖 区 多 条 线 路
进行全方位 、多角
度巡检 ，全面消除
线路安全隐患 ，确
保 电 网 安 全 稳 定
运行。 刘静/摄

本报讯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日前
透露，截至 2020 年底，青海电网总装机
规模达 4030 万千瓦， 其中新能源装机
2445 万千瓦，占比超过全网总装机规模
的 60%，达 60.7%，光伏超过水电成为省
内第一大电源。同时，随着新能源装机规
模扩大， 青海电网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
达 3638 万千瓦，占比超九成。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被誉为“三
江之源”“中华水塔”，水、风、光等清洁
能源资源蕴藏丰富， 发展清洁能源优势
突出。 在贯彻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的新
发展理念下， 青海大力建设国家清洁能
源示范省，打造海西、海南两个千万千瓦
级可再生能源基地。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世界首个清洁
能源远距离输送大通道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全面建成投运，以
及相关配套新能源输变电工程相继建设
投运，有力支撑了青海能源支柱产业、绿
色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 据统计，2020
年， 青海电网新增并网新能源场站 87

座，装机容量 861 万千瓦，青海两个千万
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全面建成。

同时，新能源装机规模增加，也让青
海清洁能源发电量在 2020 年达到 847
亿千瓦时， 其中新能源发电量达 249 亿
千瓦时。 从环保角度看，847 亿千瓦时清
洁电量相当于替代原煤 3811 万吨，促进
减排二氧化碳 6268 万吨，节能减排效果
显著。

近期，受经济增长和极寒天气叠加
影响，青海电网负荷水平快速增长。 据
统计 ，自进入 2020 年 11 月以来 ，青海
电网最大用电负荷 19 次创新高、 日用
电量 17 次刷新纪录，分别达 1044 万千
瓦 、2.346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48%、10.23%。

一方面省内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另
一方面新能源单日发电量也再次创新
高。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 29 日，
青海新能源日发电量再创历史新高，达
1.205 亿千瓦时， 其中光伏发电量 0.531
亿千瓦时，风电发电量 0.674 亿千瓦时，

比 2020 年 12 月 2 日省内单日新能源发
电量首次破亿千瓦时的历史极值 1.02
亿千瓦时，增发 0.185 亿千瓦时，首次超
过全网日用电量的 50%，达到 51.4%。

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方
保民说，新能源出力增加，促进了省内消
纳，对电力稳供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与青
海电网持续加大建设力度， 带动新能源
产业发展密不可分。 2020 年， 国网青海
电力在保障电网安全和可靠供电的同
时， 全力服务青海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 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电力供应 “稳定
器”和“压舱石”作用。

进入“十四五”，国网青海电力将围
绕服务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走
符合国情、省情的能源转型道路 ，以电
网发展、技术创新引领清洁能源基地建
设，不断提升青海能源资源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化的能力，努力使青海成为国家
重要的新型能源产业基地，让青海的清
洁能源更广泛惠及中东部地区，推动能
源清洁低碳转型。 （王宏霞）

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九成
光伏超过水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晋城供电建立微信群
推进网格化管理

本报讯 近日， 为进一步拓宽供
电服务与用户之间沟通的桥梁，增加
用户对供电服务的支持与理解，最大
化让用户享受到快捷、方便的用电服
务，国网山西晋城供电公司所属各县
公司供电所利用“互联网+”新思维，
以网格化管理方式， 将服务区域分
片，建立供电服务微信群，并对特殊
用户建档立卡。

该公司台区经理利用微信平台
即时发布区域内的停电信息、线路抢
修、供电服务信息、电价政策及安全
用电、节电常识等信息，并在微信群
中接受用户用电问题咨询。 新的一
年，该公司将继续细化、延伸微信平
台的用电服务，缩小与用户之间信息
交互传递的距离，为用户开通用电绿
色通道，打造电力贴心服务，提升供
电优质服务水平。 （贺斌 王佳宁）

武威电网年供电量
首次突破60亿度

本报讯 国网甘肃武威供电公
司电力调度中心日前透露，2020 年
武威电网供电量首次突破 60 亿千
瓦时大关，达 60.77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2.39%， 成为甘肃省全年供电
量增长最多的市公司。

2020 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峻形势， 武威供电公司把履行社
会责任、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
为各项工作的主线， 不断调研经营
区大客户企业生产情况， 探讨需求
侧服务， 协调解决企业存在的生产
困难， 使得天祝工业园区高载能企
业 4 月份开始渐进复工复产， 社会
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同时，武威供电
公司积极落实供电保障， 提供优质
的供电服务， 为武威伊利液态奶项
目、兰张三四线乌鞘岭 35 千伏临时
开关站用电等重要项目提供可靠的
电力保障。 （王彩秀）

吉安县供电
年关走访支招大客户

本报讯 进入寒冬，又近年关，大
客户企业用电负荷迅猛增长。 为保障
企业度冬用电需求、 用电安全和节
能发展， 国网江西吉安县供电公司
主动对接，组织 12 支共产党员服务
队深入园区、 矿山， 走访大客户企
业，了解企业生产现状、用电需求及
用电困难。

期间， 该公司向企业介绍电网
供用电形势、国家最新用电政策、供
电服务新举措及农网迎峰度冬建设
改造情况；征询企业对用电业务、能
效服务、安全用电、有序用电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 同时，深入企业生产
一线和配电室，“把脉”用电安全，重
点检查企业自备电源、应急预案、变
电设备、配电设施及电气闭锁装置、
安全工器具等， 对发现的隐患和缺
陷制定整改对策和措施， 并及时帮
助整改。 （彭学军）

■本报记者 王旭辉

�� 雅雅中中--江江西西±±880000 千千伏伏特特高高
压压直直流流工工程程江江西西段段最最后后一一档档导导
线线在在抚抚州州市市崇崇仁仁县县河河上上镇镇完完成成
展展放放。。 赵赵康康康康//摄摄

“3直”特高压获阶段性进展，华中特高压环网部分工程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