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随着春运临近，银兰高铁中兰段试运行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国网白银供电公司全面做好属地供电保障和优质
服务工作，为这条西北铁路大动脉提供坚强电能支撑。 图为 2022 年 12 月 28 日国网白银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郭炜、顾庆春对银兰高铁中兰段白银南站供电设备做通车前最后一次特巡检查。 乔卫明/图文

为为高高铁铁通通车车当当好好电电力力卫卫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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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县域“两率一户”指标全面达到国家标准

南网新电力集团推进配电自动化建设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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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诚 周莉莉

配电自动化有效覆盖率从 0%提升至
66%、 农村电网自愈覆盖率实现零突破、户
均配变容量大幅提升 60%以上……南方电
网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新电力
集团”）成立以来，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
司党委的统筹部署下，按照“一张网”科学
规划电网发展蓝图， 大力推动电网规划投
资项目落地，迅速补齐电网薄弱历史欠账，
加快配电自动化建设，其 40 个县域“两率
一户”指标全面达到国家标准，停电时间缩
短、 人员操作安全风险降低、 工作效率提
高，配网和设备运行质量大幅提升，加快向
构建现代化农村电网加速迈进。

■■配电自动化投资超过 19 亿元

“新电力集团成立前，配电自动化有效
覆盖率基本为零！ ”新电力集团规划投资部
经理唐慧珍说，原地方管辖的 40 个县域为
数不多的存量配电自动化开关设备， 由于
缺乏统一技术标准以及配置不合理等原
因，只能充当普通开关使用。

为加快提升新电力县域配电自动化实
用化水平，新电力集团以打造“安全、可靠、
绿色、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农村电网为原
则，以广西电网“十四五”配电自动化有效
覆盖提升专项规划为指引， 全面分析新电
力县域配电自动化覆盖现状以及存在问
题，制定符合新电力自身的发展规划。

“一直以来，我们严格按照南方电网公
司统一规划原则、技术标准，制定新电力区

域配电自动化规划， 对配电自动化开关布
点、一次设备和终端配置、保护配合等都提
出了明确要求。 ”广西电网公司规划中心配
电自动化工程师谭晓虹介绍， 根据规划，
2023 年新电力区域配电自动化建设将达到
全区同一水平， 同时实现架空线路配电自
动化有效覆盖率 100%的目标。

为此， 广西电网公司规划等专业部门
组织新电力集团、地市供电局，开展年度配
电自动化有效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分析，梳

理出网架和自动化布点典型问题清单，并
制定配电自动化项目前期、 投资和建设等
相应计划。

“公司研究细化“一所一册”规划，根据
新电力区域电网特点， 制定差异化投资策
略。 ”广西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甘
涌泉说， 在推动加快新电力区域配电自动
化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克服了 40 个区域网
架薄弱、实施难度大、管理和技术水平参差
不齐等困难和挑战， 全力向着新电力集团

“每年重点突破，三年显著提升，五年迎头
赶上”的发展目标加速迈进。

“十四五”期间，新电力集团区域规划
建设配电自动化项目 4589 个， 总投资 32
亿元。近三年来，新电力配电自动化建设稳
步推进， 已完成配电自动化项目前期工作
4039 项，形成储备项目投资 28 亿元，下达
投资计划超 19 亿元。

■■智能配电助力产业发展

为切实解决配电自动化“建而未投，投
而未用，用而无效”的问题，优化配电自动
化管理机制，提升配电自动化实用化水平。
广西电网公司出台加快配电自动化覆盖及
提升实用化水平专项方案， 成立了以总经
理为组长，规划、建设、生产等各相关职能
部门为成员的专项工作组，协调联动规划、
建设、生技、调度等专业，以目标和问题为
导向， 解决项目规划前期、 自动化设备调
试、验收和主站接入，以及配电自动化运维
管理各环节的“难点”、“堵点”等问题。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新电力县域配电
自动化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2021 年全面完
成新电力区域存量配电自动化终端 100%
调试，并接入属地供电局配电自动化主站；
2022 年制定配电自动化增量设备管控专项
方案，明确省地县各级管控职责，确保新增
配电自动化设备接入率 100%。

接入梧州供电局配电自动化主站后，
蒙山县供电有了新体验。 南方电网广西新
电力集团蒙山供电局党总支书记黄亚民
说， 目前蒙山供电的配电自动化有效覆盖

率由原来的零基础提升到现在的 94%，客
户平均停电时间较新电力成立前下降了
66%,配电自动化有效覆盖率大幅提升起到
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坚定了加快建设现代
化农村电网的信心。

“这两年停电时间减少了，供电比以前
稳定多了。 村里的农产品生产用电得到保
证，产量有了提高，五黑鸡养殖基地年收入
还能达到 6 万多元呢， 村民们感受到了充
足电力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自从蒙山
供电局开展线路自动化改造后， 回龙村的
年停电小时数由原来的 76 小时，减少到 12
小时，供电可靠性有了明显提升，回龙村村
委书记罗洁婷对此深有感触。

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集团凌云供电公
司的线路投入自愈模式走在了新电力县级
企业的前面，2022 年有 31 回公用线路投入
自愈模式， 配网自愈覆盖率实现零突破，提
升至 53%。 线路投入自愈模式后，该区域电
网故障隔离及快速复电时间由原来的 75 分
钟下降到了 5分钟。“我们的客户服务水平、
供电可靠性因此有了质的飞跃！ ”凌云县供
电公司配电线路自动化班肖国京对高质量、
高标准的配电自动化建设成果感到惊叹。

动力十足的电能也推动着凌云县茶产
业的蓬勃发展。 “自从进行了智能电网建
设，我们这里没有停过电，而且用电服务比
以前好太多了， 电能质量完全可以满足茶
叶加工需求。 现在我们茶叶制作实现了自
动化，大幅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和产量，2022
年助力我们的茶叶产值突破 1800 万元。 ”
凌云县正道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阳长标高
兴地说。

本报讯 “采集的点云数据经过建模后，能够直观地看
到配电线路通道走廊内的任何物体， 可以精确计算出导线
与地面、建筑物、树木等目标物之间的距离，进行通道隐患
分析。 ”2022 年 12 月 29 日，国网兰州供电公司在全省首次
开展配电网点云数据扫描和三维建模工作， 该公司无人机
巡检员乌斌正应用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 沿着配电线路走
廊进行扫描、建模成像。

据悉，配电网“零、散、小”和“点多面广”的天然特性，日
常人工巡检工作极其繁重，而且存在视野盲区大、巡检质效
低、受制于辖区复杂地形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更好地掌握配
网设备及线路运行状态，提高工作效率，寻求一种更高效科
学的巡检方式成为必然选择。 无人机巡检是电网智能运检
的重要一环，国网兰州供电公司配网中心在 2022 年冬训月
期间，积极筹划安排专业技术拓展，加快数字化班组建设转
型， 开始无人机巡检配电线路试点应用。 无人机便携易操
作，灵活起降又不受地形限制，利用高清成像设备、数据云
台系统，通过搜集点云数据、构建三维建模、规划航飞轨迹，
能够轻松实现电气线路全方位观测、 精细化自主巡检等功
能，从而更加高效地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近日， 国网兰州供电公司以党支部联建主题党日活动
为契机，组织无人机巡检技术骨干，以“线上课堂+实践课
堂” 的方式就无人机如何应用于配电网巡检进行深入技术
交流，根据配电线路运维管理的实际诉求，论证市区、郊区
等不同区域实现配电线路无人机巡检的可行性。同时，根据
配电网特点，制定配电线路无人机巡检方案，统筹谋划配电
专业无人机选型、点云数据采集策略、配网航线规划路径等
具体环节。

“以前需要人工巡视 1 小时的线路，如今利用无人机只
需要不到 20 分钟就可以完成，而且还能观测到一些平时难

以发现的隐患，巡视效率是大幅提升了。”在 110 千伏安宁变 115 电校线点云采集现
场，乌斌一边熟练操控着遥控器，一边紧盯着屏幕画面说道。整条线路完全飞行用时
约 30 分钟，飞行结束后，飞手将利用点云扫描、参数化建模等技术手段，建立配电线
路三维模型及标准自主巡检航线，为配电线路无人机自主巡检夯实基础。

配电网点云数据采集试点的成功，标志着配电专业应用无人机自主巡检迈出坚
实一步。下一步，该公司将组织航线规划技术骨干，探索配电线路精细化航线规划并
开展自主巡检，研究点云数据辅助配网工程验收，“由点及面”推进无人机巡检技术
在配网专业中常态化应用，着力降低配电网作业门槛与巡检强度，加速推进配网运
维模式转型。 （李小东 韩吉利）

线路自动化改造后，供电可靠性有了明显提升，蒙山县回龙村的“五黑鸡”养殖项目
获得了有力的电力保障。 马华斌/摄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 30 日，青海贵南哇让抽水蓄能电
站获得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 标志着项目前
期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即将迈入施工阶段。

哇让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批复的青海省第一座
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也是国
家电网公司在青海投资建设的首座抽水蓄能电站， 由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承建。

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过马营镇境内， 距离西
宁市电力负荷中心和海南可再生能源基地较近， 设计库容
2085 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海拔 2912 米，总装机容量 280
万千瓦，设计多年平均年发电量为 33.6 亿千瓦时，总投资
159 亿元，预计可增加社会投资近 400 亿元。 将在满足青海
省电力增长需求、改善电能质量、维护电网稳定运行、促进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具
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是一种特殊的电源，利用电力负
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库， 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
下水库发电的水电站。 通过调峰、填谷运行，在优化电源结
构、 促进新能源消纳利用以及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方
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哇让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运后，将主要承担青海电
网的储能、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还可配合新能源外
送基地、大型水电、特高压交直流电网协调运行。

电站全部机组投运后， 预计每年可增加新能源发电利用小时数 62.2 小
时，促进新能源消纳电量 64.1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火电燃煤 181.8 万吨，按
标准煤价格 1200 元/吨计算，每年可节约燃料费 21.82 亿元，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

下一步，国网青海电力将以哇让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获得核准为契机，加快
推进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如期建成投运，为青海建设国家
清洁能源示范省，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发挥应有作用。 （王宏霞 王国栋 许德操）

■赵宪忱 戴永平

南网超高压输电公司曲靖局 （以下简
称“曲靖局”）坚决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
个转变”要求，根据所辖设备途径区域的主
要灾害特点和历年防冰抗冰实战经验，因
地制宜持续提升防冰抗冰能力。 5 年来，先
后解决了国内首条同塔双回直流输电工
程———±500 千伏牛从直流融冰感应电压
高 、 世界首条±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
路———楚穗直流中重冰区不具备融冰功能
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显著提升了电网防冰
抗冰能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作出了应有贡献。

●想尽一切办法
打造南网线路融冰样板

牛从直流牛寨侧接地极线路全长为
247 公里， 其中， 中重冰区线路长度高达
78％。 线路途经区域大部分区段处于“两微”
地形， 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11 摄氏度，
覆冰之后将严重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
电力可靠供应。

针对如何使直流接地极线路消除 “方
式融冰”带来的电网安全风险，摆脱对“方
式融冰”依赖这一技术难题，曲靖局充分发
扬斗争精神，以问题、结果为导向，经反复
论证，2017 年 11 月， 通过牛寨站增加融冰
管母等系统改造， 实现了南网首个直流接
地极线路具备直流融冰功能。 该工程的建
成， 为后续网内接地极线路融冰工程的建
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花小钱办大事
创新采用“借电融冰”

据了解，楚穗直流自 2009 年投运以来，
每年覆冰期间， 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覆冰，
最大覆冰比值达 2.4 倍，线路覆冰后造成设
备多处受损。 但因线路设计年代久，不具备
融冰功能。

面对楚穗直流投运 12 年无融冰手段历
史难题，如何取得融冰电流成了融冰改造的
关键。 曲靖局各级人员主动思考，打破传统
思维， 创造性提出通过组立联络塔 “借用”
220 千伏鲁罗 I 线输送融冰电流，2021 年 11
月，实现对楚穗直流“借电融冰”，自此，世界
首条±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不再怕冻。
该改造方案相较在站点新增融冰装置的常
规改造方式，直接节约成本约 3500 万元。

●解决世界难题
提升电网抵御冰冻能力

牛从直流是世界上首个±500 千伏同塔

双回直流工程，工程设计仅考虑了双回四极
同停融冰方式。 为应对严峻的保供形势，
2021 年初，曲靖局首次尝试一回运行、一回
融冰，感应电压最高达 164 千伏，无法开展
融冰作业。

面对牛从直流需双回同停融冰制约保
供的这一技术难题，曲靖局充分发扬雷厉风
行、严勤细实工作作风，克服零理论基础、零
工程经验的困难， 逐个攻克技术难题，于
2022 年 11 月圆满完成科技成果攻关及应
用。该难题的解决对提升电网抵御冰冻灾害
能力、做好极端气候下电力保供应、提高融
冰操作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 曲靖局将继续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改革精神，结合生产
指挥中心建设，逐步实现两站融冰装置集中
监控、自动接线装置“一键顺控”等功能，全
面加强融冰能力建设，最大程度减少冰灾对
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影响，为公
司新一轮跨越式大发展贡献力量，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作出应有贡献。

青
海
贵
南
哇
让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项
目
获
得
核
准

南南网网超超高高压压输输电电公公司司曲曲靖靖局局：：

破破解解融融冰冰技技术术难难题题 提提升升电电网网抗抗冰冰能能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