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电力天路”的

青藏联网工程，截至1月 20

日，已安全运行 3783天，双

向累计送电 145亿千瓦时，

减排二氧化碳 1186 万吨，

最大输送功率600兆瓦。

145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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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在 2022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

局发布了今年能源工作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加快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推进东中南部地区风

电光伏就近开发消纳，积极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

开发和“三北”地区风电光伏基地化开发等。1

月 21 日，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

目（CRESP）办公室获悉，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

化发展二期项目（以下简称 CRESP二期项目）取

得新成效。根据专家测算，通过实施 CRESP 二

期项目，每年可增加风电发电量 1024吉瓦时，替

代煤炭消费 3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916

万吨，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风电和光伏发电经济性
显著提高

CRESP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与世界银行

（WB）、全球环境基金（GEF）共同实施的国际合

作项目，目标是支持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

实施，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式，促进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可持续发展。

CRESP 二期项目于 2014 年启动到 2021 年

完成，共使用 GEF赠款 2728万美元，支持了可再

生能源政策研究、并网消纳、技术进步、试点示

范、能力建设五大类共 146项活动。在项目实施

期间，我国煤电与风电成本差额降为 1.1分/千瓦

时，煤电与光伏发电成本差额降为 4.3 分/千瓦

时，风电和光伏发电经济性显著提高，推动了我

国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规模化发展。

CRESP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在支持国家

可再生能源规划、政策、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面，

CRESP 二期项目支持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十三

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研究，为国家制定和发布

“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研究

成果获得国家能源局软课题研究成果一等奖。

在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制度方面，CRESP

二期项目支持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机制研究、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实施细则及配套机制研

究，帮助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保障机制”政策。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能源变革的关键路

径，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

方法。但在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升之时，消纳

却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CRESP二期项目重点

支持了大规模陆上风电基地规划布局优化研究、

哈密能源基地协调运行机制研究、西北地区新能

源与电网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其中，大规模陆上

风电基地规划布局优化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内蒙古

和青海等地的风电基地建设；西北地区新能源与

电网协调发展规划研究的分析方法也在国家电网

系统推广，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消纳。

促进海上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的技术进步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说：“‘大国重器’必

须也只能由自己来掌握。”2022 年，国家能源局

将加快推进能源科技创新，重点推动燃气轮机、

核电、可再生能源等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力争绿

色低碳前沿技术取得突破。

2021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规模位居世界首

位，各地也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上海1月11日公

布了3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竞配方案，山东实现

首批海上风电60万千瓦示范项目全容量并网，青

岛即墨区正在打造海上风电产业全链条。

CRESP二期项目也把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

进步作为工作重点，特别是在海上风电方面，系

统支持了促进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其中包括支持编制《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

求》《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及维护》等 5项海

上风电机组国家标准，开展了海上风电基础设

计、海上风电升压站等三项工程标准的国际对标

工作，支持研究并提出了适合我国海上风电场建

设和发展的海上风电直流汇入电网系统的规划

设计与评估方法、关键设备技术等规范；支持建

设国家海上风电机组检测中心，为我国海上风电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新能源

处副处长孔涛在 2021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上

表示：“国家能源局一直支持太阳能热发电行业

的发展，将继续支持在资源优质区域，通过与风

电、光伏发电基地一体化建设的方式，建设一定

规模的光热发电项目，充分发挥光热发电的调节

作用和系统支撑能力，保障光热发电产业能够持

续发展。”

“在促进太阳能热发电发展上，CRESP二期

项目支持国际一流技术专家团队对相关机构进行

系统的太阳能热发电工程设计培训，同时支持浙

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西北电力设计院、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等单位对光热发电站设计优化系

统以及关键部件高温集热器、集热管和控制系统

进行研究开发，为太阳能热发电产业高速发展增

加动力。”上述CRESP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国际合作项目实施取得成效

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步伐加快

新华社讯（记者雷肖霄）记者 1月 15日从中国石油长庆油田了解到，

作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地，长庆油田日产天然气攀上 1.5亿立方米

以上水平，占冬供高峰期全国每天使用天然气总量的七分之一，相当于可

保障 3亿个三口之家日常做饭用气需求。

长庆油田是首都北京主力气源地，承担着保障京津冀与陕甘宁蒙晋

区域 40多个大城市近 4亿人的民生用气。2021年生产天然气达到 465.43

亿立方米，占国内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 23%。

为保障北京冬奥会安全平稳用气和民生需求，长庆油田克服工作区

域疫情管控重重困难和挑战，8000余名气田员工坚持值守，线上指挥、智

能操控，现场坚守，五大天然气主产区 2.4万余口气井开足马力提产增供，

日产气量从 1.4亿立方米提升到 1.5亿立方米以上。

2021 年，长庆油田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全年探明天然气储量

3174 亿立方米；相继建成了苏里格气田、榆林气田储气库。同时，2021

年开工建设的米脂—榆林输气管道按期投产，将来自米脂、神木气田

的天然气接入陕京管道，长庆油田向北京方向日供天然气上升到 8500

万立方米。

我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基地

日产天然气突破1.5亿立方米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莫延兰 张海燕 记者朱彤）截至 1月 18日，中国

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油田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地处准噶尔

盆地的 10亿吨级大油区——新疆油田公司玛湖油区，自 2017年规模开发

以来，已累计新建产能 641.9万吨，累计产油 811.3万吨。

玛湖油区 2021 年产油达到 264.8 万吨，较上一年增长 42.2 万吨。

2021年 11月，玛湖油区日产突破 8500吨，已具备年产 300万吨能力，展现

出该油区勘探开发的巨大前景。玛湖油区是新疆油田公司历经多年勘探

攻关，在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中心区发现的 10 亿吨级砾岩油区，其埋藏

的环烷基原油属于原油中的稀缺资源。

2021 年，多项新技术的运用助力玛湖油区产量跑出“玛湖速度”。

新疆油田开发公司第三项目部经理于景锋说：“砾岩油藏开发在国内

尚属首创，勘探开发难度极大。多年来，新疆油田通过不断的科技突

破，创新性地提出了创建砾岩满凹沉积模式，丰富了陆相湖盆沉积学

理论；首创碱湖烃源岩双峰式高效生油模式，发展了陆相生油理论；创

立凹陷区源上砾岩大面积成藏模式，发展了岩性油气藏理论；攻克低

渗砾岩勘探三项技术瓶颈，实现了高效勘探与效益建产，一次又一次

刷新了‘玛湖速度’。”

据悉，按照发展规划，玛湖油区 2025年原油产量将达到 500万吨并稳

产 6年，将有效助力新疆油田建设 2000万吨现代化大油气田。

玛湖油区累产超800万吨

展现巨大勘探开发前景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 通讯员吴维桥）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青海电科院）调相机仿真实验室（以下简称实

验室）挂牌成立。实验室摆放着±800 千伏特高压青豫直流送端和受端

换流站沙盘模型、青豫直流工程换流站调相机 1∶10仿真机模型及仿真运

营监控平台。未来实验室取得的科研成果将为青豫直流特高压工程稳定

运行、青海清洁能源输送提供坚强技术支撑。

据了解，青海境内有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海拔最高的集中

式和分布式调相机群，该实验室是集科研、培训、监控、故障诊断分析等综

合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专业实验室，可在功能上实现支撑调相机精益化运

维，确保电网安全稳供，保障机组安全、可靠运行水平；模拟现场事故再

现，开展诊断分析评估，制定反事故对策；针对核心控制系统开展优化研

究，提升机组智控水平；利用全景可视化数学模型，模拟全站设备深度联

控；开展调相机仿真实训、提升运维人员技术能力。

实验室依托清洁柔性送端电网建设，以平抑新能源发电“间歇性、随

机性、波动性、低惯量、弱支撑”特性，实施电网特高压直流支撑的集中式

和分布式同步调相机为主要研究方向，实行“小机构、大平台、强团队、开

放合作”的新模式，旨在打造一支知网情、善创新、稳电网的技术专家团

队，在新能源安全可靠输电方面提供技术保障。

青海电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电科院将以科研平台为依托，强

化关键技术攻关，围绕调相机、抽水蓄能等旋转机械安全稳定运行，形

成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

青海调相机群

有了新型专业实验室支撑
截至 1月 20日，被誉为“电力天路”的青藏联

网工程已安全运行 3783天，双向累计送电 145亿

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1186万吨，最大输送功率

600兆瓦。

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的青藏联网工程，全长2500多公里。作为首条进

入西藏的“电力天路”，10年前投运的这一工程，彻

底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运行和西藏缺电的历史，

为雪域儿女送去光明与希望。青藏联网工程也创

下多个“之最”——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高寒地

区建设规模最大、技术突破最困难的输变电工程。

1 月 19 日，唐古拉山口海拔 4800 米的雁石

坪地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以下简

称青海电力检修公司）“电力天路”运维班工作负

责人任亮和徒弟马晓斌正在惯例巡视青藏联网

工程±400 千伏柴拉直流输电线路。他们巡视

检查的对象，是一根根植入高原冻土中的导热

棒。10 年间，“电力天路”运维班的日常工作之

一，就是对导热棒运行有效性进行监测分析，形

成冻土区域铁塔测量数据库。

青藏联网工程途经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

冻土及季节性冻土地带 565公里，冻土区域共有

铁 塔 1110 基 ，占 柴 拉 直 流 输 电 铁 塔 总 量 的

79.6%。而冬季冻胀、夏季融沉的冻土，成为威胁

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的最大隐患。

“为攻克冻土监测这一难题，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在沿线铁塔地基下方安装了 6980 根导热

棒监测冻土，以使铁塔冻土基础一直处于冻结的

稳定状态。最大程度降低冻胀、融沉对基础稳定

性的影响，进而保障了‘电力天路’的整体稳定。

每年除了进行 3次冻土监测外，还利用北斗卫星

进行热棒和铁塔倾斜及基础稳定性远程在线监

测，完成了铁塔倾斜及基础稳定性的评估。”青海

电力检修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郭培恒向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

在“电力天路”柴拉直流线路年度检修现场，

郭培恒说：“10 年间，我们持续开展冻土基础监

测和稳定性研究，形成了冻土区域铁塔测量数据

库，并对导热棒的运行有效性进行研究和分析，

确保其有效将地下的热量单向传导给空气，使冻

土持续保持稳定。长期的观测数据表明，目前工

程沿线冻土基础保持稳定，线路运行安全稳定。”

“冻土层稳定是保障线路安全最重要的指

标，而这方面几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从起初逐

步摸索到如今建立完善科学的监测手段，我们在

这方面做出了先行探索。”“电力天路”运维班班

长王国鑫介绍。

破解冻土难题，6980根导热棒“显身手”

青海省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高地，保障青海

清洁能源消纳，是青藏联网工程“能源大动脉”的

另一重要技术内容。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青藏联网工程±400 千

伏柴达木换流站 2台调相机结束 168小时性能指

标检验和考核，正式投入运行。青海电力检修公

司柴达木换流站站长李志玮介绍，调相机工程系

统的投运，加大了青藏联网工程清洁能源输送的

安全稳定系数，提高了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可有

效解决青海海西地区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引起的

电网电压支撑薄弱问题，为青藏联网工程柴拉直

流输电系统送端换流站提供了有力的动态无功

支撑，实现了青海、西藏两地清洁能源在更大范

围内的优化配置。

青藏联网工程建成后，青海海西电网由 330

千伏升级到了 750千伏，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

输出通道之一。青海海西电网结构进一步增强，

这也间接带动了一批重大循环经济项目在青海

加大安全系数，让清洁能源“跑”得更稳

1月 20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柴

达木换流变电站的监测屏上，显示着青藏联网工

程输送电量情况。“冬季工程主要负责外送西藏

水电，夏季功率反转，青藏联网工程再从甘肃等

地向西藏送电。”李志玮介绍，目前工程送入西藏

的电量达 89.07亿千瓦时、西藏外送电量达 56.59

亿千瓦时。不仅为西藏送去源源不断的电能，也

助力西藏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2011 年 12 月 9 日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

日子，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偏远地区

群众的关爱。”西藏那曲市安多县玛曲乡要格村

村民东智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青藏两地百姓的心

声。2011 年青藏联网工程投运前，东智是一名

骑马放牧的牧民。“电力天路”投运后，他把酥油

变成商品，成为村里第一个受益于大网电发家致

富的人。

青藏联网工程投运后，西藏百姓告别了牛粪

取暖、酥油点灯的历史，“电力天路”的建成也间

接带动了青海西部地区工业产业规模化、集聚化

发展。走进位于青海格尔木的青海西豫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几条生产线同步生产，自动化称重、

取样化验、入仓配料、底吹炉熔炼、成品铸型……

一批批高纯度的精铅出炉后将运往全国各地。

“2021 年，公司生产规模进一步增加，我们

还新建了制氧站，前不久刚刚完成主变增容，最

大负荷达到 2 万千瓦。稳定、充足的电力，对企

业生产很重要，很多生产环节都实现了自动化。

电铅车间机器人捞渣取代了人工，整个车间工人

由 145 人减少到 110 人，产量增加到 350 吨，生产

成本降低了，公司也逐步扭亏为盈。”青海西豫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进林感慨万千。

“电力天路”这条连接青海和西藏的“能源大

动脉”，不仅为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

变迁，也带动了青海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送“光明福祉”，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安全运行十年安全运行十年
““电力天路电力天路””点亮雪域高原点亮雪域高原

要金山银山，更要守住绿水青山。在民生发

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电力天路”利用多种技术手

段实现了对沿线生态的科学管护和监测。

1 月 18 日，一架四旋翼型无人机顶着 6 米每

秒的风速腾空而起，在海拔4500米的玉珠峰地区

开展输电线路巡视。青藏联网工程穿越高寒荒

漠、高原草甸、沼泽湿地、高寒灌丛等不同生态系

统，沿线分布着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

点生态区域。建设期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采

用骡马驮运、草皮移植等方式保护生态，目前通

道及杆塔基础周围植被均已自然恢复。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运维检修部

副主任郭培恒介绍，为降低运维巡检对脆弱生态

的影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创新采用“无人

机+直升机+人工巡视”立体巡视手段，不仅提升

了线路运维水平，也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多种技术手段，呵护绿水青山

海西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青藏联网工程线路经过的青海海西地区，

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是青海省重点开发建

设的两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基地之一。如今，

这里已催生出了“世界上太阳能光伏装机最集

中地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电站群、世界上同

一地区短期内最大光伏发电安装量、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光伏并网系统工程、世界范围内首个

实现百万千瓦级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五项世界

之最，成就了青海光伏发电产业的蓬勃发展，

带动促进了柴达木盆地和青海光伏发电产业

发展。

在海拔在海拔 45004500米的玉珠峰下米的玉珠峰下，，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专业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专业
人员在人员在±±400400千伏柴拉直流输电线路上检查输电线路导线千伏柴拉直流输电线路上检查输电线路导线。。 朱毅然朱毅然摄摄

开发建设中的玛湖油田 张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