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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电
能质量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会议指出，
此次成立的电能质量专委会将推进能源
安全和能源保障，借助行业平台优势，与
会员单位共同研讨电能质量管理发展的
目标和思路， 共同促进能源电力的高质
量发展。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当前我国对电能
质量已有较为完善的认知， 电能质量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 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及终
端电能替代为我国电能质量管理提出了新
的要求， 仍需各方共同推动电能质量相关
标准体系的完善。

■■电能质量管理成果丰硕

与会人士指出， 电能质量管理工作是
支撑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保障。 我国电能质量管理工作起步
较早，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展了电能质
量管理相关工作。1984 年，原水利电力部颁
布了《电力系统谐波暂行规定》，提出加强
对电网谐波的监视和管理；1998 年，原电力
工业部颁布了 《电网电能质量技术监督管
理规定》，电能质量管理工作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

“电能既是一种经济实用，清洁方便且
容易传输、控制和转换的能源形式，又是一
种由电厂发电，电网向用户供电，用户取用
消耗，发、供、用三方共同保证质量的特殊
产品。 如今，电能作为走进市场的商品，与
其他商品一样，无疑也应讲求质量。 ”华北
电力大学教授肖湘宁提出。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司长苑舜
指出，经过 40 余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电能

质量管理工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目前我
国电能质量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电能质量
技术装备水平快速发展， 一大批电网调度
自动化、在线监测、无功优化、新型调频与
调压等先进电力装备不断革新。2021 年，我
国城市地区综合电压合格率超过 99.91%，
城市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 均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 ”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目前，国家电网公
司经营区域覆盖 26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供电服务人口超过 11 亿人。 南方电网
公司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
和港澳地区提供电力供应服务保障， 供电
面积 100 万平方公里，供电人口 2.54 亿人，
供电客户 1.07 亿户， 公司统调最高负荷
2.16 亿千瓦。

■■“老专业”面临新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新型电
力系统构建等目标要求的提出， 电能质量
管理作为电力行业的传统“老专业”，也面
临着新挑战。

苑舜指出，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和电
力系统的“去中心化”，要求能源电力就地
取“材”、就近消纳，使得新型电力系统面
临电压和频率调节支撑能力弱、源荷功率
波动性大、配电网电能质量指标越线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造成
影响。

“电力系统的双高特征进一步凸显，传
统转动惯量比例降低， 这些因素加剧了谐

波干扰、 电压波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等问
题， 对持续保持高水平的供用电电能质量
提出了严峻考验。 ”国家电网公司副主任陈
刚进一步指出。

终端用能电能替代也给电能质量管理
带来全新挑战。 我国正推动全社会用能方
式转型，到 2025 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
重预计将达到 30%。 “越来越多的高精尖用
电设备对电能质量非常敏感，‘获得电力’
已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
中电联秘书长郝英杰说。

而在苑舜看来， 电气化设备的大量应
用，将显著改变电网的频率阻抗特性、负荷
的功率调节特性， 给电网的电能质量带来
的“污染”也将愈加严重，影响电力系统的
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我国当前的电能质量标准化
与实际工作要求不相适应，大部分电能质
量相关标准都是 10 年之前制定的。 而且
指标监测覆盖范围有限， 向低压延伸不
够，数据传输的准确性与分析应用不能满
足实际管理需求， 电能质量监测智能化、
网络化、信息化水平仍有待提升。 ”郝英杰
分析。

■■多方电能质量防治“污染”责权待厘清

“在新型电力系统环境下，为适应不同
类型新能源发电的接入、 各种电气化负荷
的电力汲取、大量电力电子变换器的应用，
次谐波频率—超高次谐波从不同连接点注
入电网， 使得原有的单一纯正频率系统成

为宽带频率分量的叠加系统， 处理不当就
会影响电网设备正常工作， 制约新能源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清洁高效利用。 ”肖
湘宁指出。

对此，他建议，应充分保证电力系统以
50Hz 交流电力为主导的电压和电流质量
水平，适应和容纳其他频率分量的存在，并
尽可能减小和削弱非工频成分。 “间谐波频
率的不确定性、 非周期性是研究的薄弱环
节，应引起充分重视。 ”

苑舜认为，目前多方电能质量防治“污
染” 责权不清。 “电能质量问题来源于源、
网、荷各个环节，问题的解决与管理工作也
需要各环节共同参与， 共同推动电能质量
相关的标准制定、问题治理、指标监测、水
平评价等工作开展。 ”

与会专家均认为，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
电能质量管理工作需要不断健全管理体
系，围绕电能质量指标多样化、限值精细化
和合理化要求， 开展现有电能质量系列国
家标准的适应性分析， 推动电能质量相关
标准的制修订，构建反映发电、供电企业和
用户电能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

肖湘宁还建议，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下，
更要保证电能质量。 “电力产品交易中，评
定电能质量水平等级、 还原电力的商品属
性与市场化关联关系， 需研究拓展电力生
产过程和体系的多维度需求， 逐步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资格。 电价要与合理补偿
成本挂钩， 电能的商品属性与优质供电管
理要落实。 ”

本报讯 1 月 3 日，浙江省发改委再次向
社会公开征求《浙江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意
见，截止时间为 1 月 11 日。

其中， 在零售用户绑定关系失效处理方
面，《征求意见稿》指出，零售用户与售电公
司的绑定关系到期或解除后，未及时建立新
的绑定关系，视为退出市场，后续可按月重
新入市。

在外来电中长期合约方面，《征求意见
稿》指出，以跨省区煤电作为外来电入市试
点，参与浙江省内合约市场，现货市场继续
保持外来电作为市场交易的边界条件。 跨省
区煤电入市根据国家计划或政府协议确定
的基数，按照“点-网-点”和“保量竞价”模式
形成交易，并经电网企业校核，纳入跨省区
联络线计划。同时，实行电网保底措施。现阶
段，考虑到电力保供需要，经浙江省发改委、
浙江省能源局和浙江能源监管办授权，由电
网企业代理锁定基数电量，交易方式参照浙
江省中长期交易规则执行。

《征求意见稿》明确，售电公司批发市场
电能电费，包括应参与现货电能量市场的零
售用户对应电量的电能电费和其他零售用
户对应电量的电能电费两部分。 应参与现
货电能量市场的零售用户对应参与现货电
能量市场机组，其电能电费按照批发市场用
户的方式结算。 其他零售用户对应未参与
现货电能量市场机组和参与现货交易的市
场化机组；其对应未参与现货电能量市场机
组的电量，根据中长期电力交易基本规则和
相关工作方案等进行结算；其对应参与现货
电能量市场机组的电量，按照现货市场平均

价格结算。
《征求意见稿》明确，独立辅助服务提供

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按规则参与电力
市场交易，签订和履行市场交易合同，按时
完成资金结算；获得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
网接入服务；服从省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
度， 按调度指令和合同约定提供辅助服务；
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获得市场交易和输
配电服务等相关信息，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权利和义务。

在价格机制方面，《征求意见稿》明确，
现货电能量市场采用单一制电量电价，市
场主体基于绝对电能价格进行市场交易。
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通过集中优化竞争的
方式， 形成分时节点电价。 交易期间国家
调整政府定价的， 现货电能量市场价格不
作调整。

对于发电侧电能量价格机制， 现货市场
运营期间，参与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机组采用
节点电价。 未参与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机组电
能量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挂牌交易、竞争性
招标等中长期方式确定。 电能量市场价格包
括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排放电价。 外来电
中，执行保量保价优先发电电源部分非市场
化电量价格执行政府主管部门核定的上网
电价或政府间协议，其余部分电量的电能量
价格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确定。

对于用户用电价格机制， 工商业用户用
电价格由电能量交易价格、 输配电价格、辅
助服务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构成。 批
发市场用户电能量交易价格为负荷中心统
一电价 （除发电机组所在节点之外其余
220kV 节点）。 零售用户电能量交易价格，为

零售合同约定的电能量交易价格。
对于分时电价政策衔接，已参与电力现

货市场，或中长期交易合同曲线的分时电价
峰谷比例不低于现行分时电价政策要求的
工商业用户， 按市场形成的分时电价执行。
未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中长期交易合同未申
报用电曲线，以及申报用电曲线的分时电价
峰谷比例低于现行分时电价政策要求的工
商业用户，用户用电价格按照现行分时电价
政策规定的分时电价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
执行。

对于辅助服务价格机制， 辅助服务市场
与现货电能量市场联合优化出清， 确定调频
等市场化辅助服务价格。 非市场化辅助服务
价格仍参照华东区域“两个细则”及其补充规
定执行。

对于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输配
电价（含线损及交叉补贴）由市场化电力用户
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标准和实际用电量
结算。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由市场化电力用户
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和实际用电量结算， 由电
网企业代收代缴。

事实上，2022 年 5 月 11 日，浙江省发改
委曾发布通知， 表示为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并结合该省电力
现货市场五次结算运行实际， 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协同浙江电力交易中心代拟了
《浙江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1日—2022年 5月 19日。

（宗合）

新能源成西北地区第一大电源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 30 日，随着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多个光伏电站

具备投运条件和并入主网，我国西北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1.57 亿千瓦，装
机比例提升至 45%，标志着西北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已超过煤电装机，成为
本地区第一大电源。

国家电网副总工程师王国春说，西北地域广阔，新能源资源条件好，发展
潜力大。 2002 年以来，西北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了近 10 倍，相当于建成
7 座三峡电站。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西北地区已累计送出超 3000 亿千瓦时的绿电，助力
中东部地区碳减排超 2 亿吨。 国家电网华东分部交易处处长吴敏说：“近 3 年
来， 我们从西北购入新能源电量逐年提升，2022年共购入绿电 280亿千瓦时，
有效促进了华东区域绿色能源消费，充分体现了绿色能源的环境价值。 ”

王国春说， 未来将持续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 预计
“十四五”末，西北地区新能源规模将突破 3亿千瓦。 （刘彤）

我国首个全息数字电网在江苏建成
本报讯 1 月 5 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国内首个全息

数字电网在江苏建成，通过融合北斗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
面提升电网智慧运检水平，推动我国电力系统加速转型升级。

据介绍， 该虚拟电网覆盖 10 万公里架空输电线路、28 万基输电杆塔及
相关地形地貌等数据，是国内首次对亿千瓦级负荷大电网进行三维立体还原
和数字化全景呈现，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平均每一基杆塔设有超 20 个无人机巡检点位，通过航迹自动规划、一
键自主飞行、遇险自动规避等功能，可实现全自动巡检作业。 ”项目实施单位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海波说，全息数字电网相当于给整个
江苏电网装上“千里眼”，能让巡检人员足不出户便掌握现场工况，完成每一
基杆塔巡检仅需约 6 分钟，效率比传统人工巡检提高近 6 倍。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设备部副主任吴强介绍， 在该数字电网下，通
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精确识别， 可及时发现指甲盖大小的螺帽裂纹等缺陷。
同时，数字电网可高度仿真并预测台风、覆冰等极端情况下的电网运行环境，
为细化防灾减灾、灾后恢复预案措施提供参考。 （何磊静）

全球最大煤制天然气单体项目达产
本报讯 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煤化工”)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消息称，当日 12 时 38 分 58 秒，该公司 2022 年煤制天然气
产量达 20 亿立方米，自建成投产以来首次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产量。 据悉，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煤制天然气单体项目。

“2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一座 600万人口城市一年的民用气量。 ”新天煤
化工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毅说，目前该公司生产的天然气主要通过“西气东输”管
线送达中国经济大省浙江，按达产量计算，约占该省年用气量的 11%左右。

据新天煤化工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煤制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生产
新途径，主要通过加压气化、洗涤净化、合成等步骤将煤制成天然气，实现对
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目前，全世界已投产的工业级煤制天然气装置较
少，中国的煤制天然气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王皖）

全国首个油气开采伴生地热发电项目成功投运
本报讯 2022 年12 月 30 日， 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设计制造的全国首个

油气开采伴生地热发电项目在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气矿 X210 井
成功投运，源源不断将地热资源转化为绿色电能，标志着东方电气在地热发
电领域取得新突破。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气矿 X210 井日均产气田水 600 方，井底
温度 140℃，是中国最强气田排水井。 此次新建地热有机工质朗肯循环发电
机组基于东方电气有机工质朗肯循环技术进行设计开发，装机规模 80 千瓦，
是全国首个油气开采伴生地热资源发电项目， 投运后全年可发电 40 万千瓦
时，减少碳排放超过 340 吨。

据介绍，该机组采用沸点低的有机工质，实现了地热低温水热能高效利
用；采用电磁轴承透平一体机结构，结构紧凑；采用双层整体撬装设计，实现
了整体运输、高效安装。

东方电气自 2018 年启动有机工质朗肯循环技术研究， 致力于解决装备
制造企业如何对大量低品位余热进行有效利用的难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
已具备 80-20000 千瓦各种功率等级有机工质朗肯循环机组设计制造能力
和发电装置成套设计能力，用途覆盖地热、化工余热、烟气余热、水泥窑余热、
燃机余热、太阳能光热等多个领域，能实现中低温余热（特别是 100℃以下余
热）的有效利用。 （董方）

新新能能源源规规模模大大扩扩充充 ““老老专专业业””面面临临新新挑挑战战

电电能能质质量量管管理理责责权权待待厘厘清清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晓晓冉冉

浙浙江江电电力力现现货货市市场场基基本本规规则则再再征征意意见见

资资讯讯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有着 80 多年的采煤历史。 由于长期开采，留下大量煤矸石，占用大量土地，同时造成自
燃，污染大气和地下水。近年来，当地大力开展煤矸石综合利用，将废弃的煤矸石变废为宝，回收再利用，用于发
电和制造建材等，在增加煤矸石附加值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图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鱼田堡煤矿矸子山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工地的情景。 人民图片

重重庆庆：：煤煤矸矸石石变变废废为为宝宝 实实现现经经济济生生态态双双赢赢

核心阅读：

“目前我国电能质量管理体系日趋完善，电能质量
技术装备水平快速发展，一大批电网调度自动化、在线
监测、无功优化、新型调频与调压等先进电力装备不断
革新。 2021 年， 我国城市地区综合电压合格率超过
99.91%，城市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均为历史最高
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