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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霍鑫 陈均 刘伯康

夏日炎炎，人们悠闲地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夜幕
降临，万家灯火照亮中原大地的角角落落——这都要
归功于河南电网一刻也不停歇地输送着电力能源。而
电力调度员的工作职责就是不分昼夜、时刻守护电网
的安全稳定运行。

9月 21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调度大
厅内，显示大屏幕上网架结构图饱满细密、整齐有序，
清脆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今年的河南电网迎峰度夏
工作刚刚结束，但电力调度员们却又迎来更加繁重的
秋季检修停电操作任务，工作量大大增加。

不止停电操作，还有电网设备异常处理、事故处
理、潮流调整等等工作。这天上午，当值的调控值班长
刘伯康和同事们已经接打了近 150个电话，而刚刚得
到轮休的上一值值班长陈均已经是满身疲惫。

陈均与电力调度工作打了近20年交道，刘伯康从
事调度工作也已有 10多年。“我们采用 5班 3倒工作
制，每班时间为8小时，调控大厅里一年到头都有我们
伏案工作的身影，从不间断。因为，电网运行的综合协
调与安全保障工作一刻也不能疏忽。”陈均说。

从改革开放之初，电力调度员的工作任务就是调
整电网频率、电压，对各种电网设备进行停送电操作和
处理电网事故，接收并报送各类报表等。“这些工作看
起来就不简单，比如我们常常要实时调整电网发供电
的平衡，处理各类事故，这些涉及多个电气专业的知识
和多个部门的专业人员，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后
果。”刘伯康介绍。

40年前，河南省电源和电网建设还处于长期不能满足
用电增长需求的阶段，河南电网长期缺电，电能质量偏低，
网架结构也比较薄弱。“当时，做好电力调度工作也非易
事，因为我们拥有的调度自动化系统落后，自动化程度
低，并缺乏必要的电网分析应用工具，这些都制约着我们
调度员发挥岗位职能，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网对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支撑作用。”陈均说。

本世纪初开始，河南电网规模迅速增长，主网最高
电压等级也从 220千伏升级到 500千伏。“随之而来的
是电力调度员工作量不断增大，提升工作效率势在必
行。终于，在2003年，我们上线了实时调度系统，省调
的调度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刘伯康说。

刘伯康比较关注新系统的告警功能。他还记得
2016年 8月的一天，220千伏唐河变电站跳闸后，调控
系统第一时间弹出跳闸信息，当值调度员迅速处置，及
时调整电网潮流保证现有系统正常运行。同时，通知
相关人员现场查明保护动作情况，一次送电成功，迅速
恢复了电网结构。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工作的开展，2013
年至 2016年，省调调度由单一电网调度转化为调控一
体化模式，管辖范围由单一的 220千伏电压等级扩大
到220千伏和500千伏两个电压等级。

“调度自动化系统（EMS）随之升级换代，比如电力
调度员能够利用 Open3000系统（一种调度自动化系
统，具有数据采集与监视等作用）的相关功能定性、定量
分析电网潮流，为一些复杂电网操作和事故处理提供了
有力技术支持。而以往，调度员只能凭个人经验进行这
项工作，难以满足不断提升的工作需求。”陈均介绍。

当前，河南电网已迈入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的新阶
段，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能力更加强大、作用更加突
出。“中原崛起、绿色河南建设所需能源在电网中涌动，
其中也有我们的一份坚守与努力。”刘伯康说。

尽管如此，河南电网处于华中—华北联网的枢纽通
道上，大电网交直流混联电网的特性复杂，难于把控，特
高压交直流系统一旦发生事故，处理难度很大。“对此，
我们积极加强大电网交直流混联电网的特性研究、学习
和培训，针对性地采取相关事故预案编制、反事故演习
等措施，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陈均说。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霍鑫 曾立华 和欢

9月 7日清晨，东方刚刚泛红，老蔡和同事就出发
了。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巡视位于黄河南岸的500千伏
惠中线，确保输电线路所辖区域供电安全可靠。

老蔡名叫蔡振山，中等个头，身板厚实，笑容温
和。他从事输电线路巡视以及相关工作超过30年，目
前是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运维检修公司七工区运
行一班班长。送变电运检公司负责河南省500千伏及
以上电压等级线路的运行维护工作。

“宝贝”与时俱进 见证电网发展

抵达巡线起点157号铁塔，老蔡在草丛中找到一片
比较平坦的地方，铺好一块4米见方的帆布垫。大家将
一件件巡线装备从车里搬出来，整齐地摆放在地面上：
无人机、单筒望远镜、测距仪、测温仪、工兵铲、小钢锯等
一应俱全，更不用说常规的巡线挎包、记录本之类。

“开路、测距、测温、拍照、传数据，做好巡线工作可
离不开这些‘宝贝’。”据老蔡介绍，30多年前，巡线工身
上挎个帆布小包，左手一把铁锹、右手一把木工锯就出
门了。望远镜为老式双筒的，但也是每个工区才有一
只。

“没有望远镜倒也影响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河南省线路电压等级大多在 220千伏以下，导线对地
距离20米左右，肉眼也能满足工作需要。但铁锹近一
人高，木工锯半个人那么大，走在路上再也腾不出手做
其他事情。”老蔡无奈地笑着说。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能需求的快速增长，
2008年前后，河南电网实现重大升级。此时，全省主
网以 500千伏线路为主，导线对地距离达到 100米左
右，超出人眼观测范围。同时，城乡建设飞速发展，各
类高层建筑、巨型广告牌等在线路走廊内纷纷涌现，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老蔡的工作难度逐渐加大，幸好他的“宝贝”也在与
时俱进，同他一起迎接新的挑战。“10年前，我们用上了
可以单手使用的小钢锯和工兵铲，砍、削、掘、锯样样出
色，另一只手也可以解放出来做观测和记录。望远镜从
大变小，精度从低到高，不仅做到了人手一只，每两三年
还能更新一次。”老蔡说，“能看清还不够，后来我们淘汰
了操作繁琐、不便携带的经纬仪，配备了手持测距仪，对
于及时发现线路下方超高物隐患提供了重要帮助。”

近年来，全省 50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从
2008年的 6000多公里增加到10000公里以上，±800
千伏哈密—郑州特高压直流、1000千伏长治—南阳特
高压交流等线路相继加入，河南电网主网架结构、质
量、密度等实现进一步飞跃。

山川、沟壑、河流上方的线路越来越多，巡线路上

的地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而且，老蔡所在的送变电
运检公司七工区负责环郑州、开封主网的运维工作，这
片区域常年存在城镇拆迁、物流运输、交通建设等活
动，线路比较容易遭受外力破坏。

创新工作模式 守护坚强电网

随着“嗡嗡”声，一架四旋翼无人机腾空而起，飞向
铁塔。地面操作人员手上的显示器中，各个挂节点的
细节清晰可见，一目了然。对焦、拍照，一气呵成，加装
了红外镜头的无人机更是可以为线路近距离测温。

据了解，从两年前开始应用无人机巡线至今，送变
电公司已经拥有 200多名无人机操作手，每个工区都
有至少 5台无人机。每次巡线携带 20块备用电池，续
航即可满足一天的工作需要。此外，他们还探索并实
践了“无人机精细化巡检”工作模式，为状态化巡视与
检修提供数据支撑，有效提高运维工作质量。

“停电检修前飞一遍，可以发现易忽略的缺陷，提
高检修质量；检修完成后飞一遍，可以抽查工作成效；
恶劣天气后到特殊地段飞一遍，可以检查存在的隐
患。”从老蔡的无人机使用心得，可以看出他对这件新

“宝贝”十分青睐。
“除了无人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巡线工具是智能

巡检仪。”老蔡指了指脖子上挂着的手机模样的设备，
“它具有记录运动轨迹、显示所处位置缺陷、实时输入
新缺陷信息等功能，后台与输电运检数据监控中心相
连。每名巡线人员都配备一台。”

线路电压等级越来越高，对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老蔡感慨说，原来线路巡视工作只是现场管控缺
陷和事后上报缺陷信息，现在已经发展为事前全面管
控外破环境隐患。对此，他们将继续把创新工作模式
与探索使用先进工器具结合起来，努力做好每一次巡
线工作，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与可靠供电。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王丹

“小时候，一到晚上，村里一片漆黑，家里只有一盏
煤油灯，光小得可怜，经常被风吹灭，手电筒都算很稀
有的家用电器了。”回忆起1978年前农村照明的状况，
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岳家村村民岳三宝频频摇头。

如今，我省农村电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轮
农网改造升级，让村民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
飞跃。城乡用电同网同价，降低了农民负担，实现了粮
食高产，振兴了乡村经济。管理体制理顺，供电服务提
升，让农民充满获得感和幸福感。40年来，河南电力为
新农村建设和助推美丽河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电网越来越强

1978年年底，河南农网规模只相当于现在的十
分之一，乡（镇）通电率仅有 80%，村通电率只有
65%，大部分农民还无电可用。

为改变用电现状，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共开展了
三轮农网升级改造。1998年，第一次农网建设与改造
工程启动，农网“两改一同价”工作拉开序幕。2010
年，第二次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启动，旨在满足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用电需求。2016年，以缩
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推进农业现代化、拉动农村消费
升级为目标，我省启动了第三次农网改造升级工作。

经升级改造，河南农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
1978年实现“县县通电”到1990年“乡乡通电”，再到
1997年“村村通电”，最后 2005年“户户通电”，以及
2017年“村村通动力电”和平原地区“井井通电”。村
民实现了从“没有电”到“用上电”，从“总断电”到“偶
尔断电”，最后到“敞开用电”的转变。

2016年，随着农电管理体制的逐步理顺，国网河
南电力累计投资388.4亿元，新建（改造）35千伏及以
上输电线路 2959千米，变电站 256座、变电容量 821
万千伏安；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18.2万千米、配电变
压器 10.4万台；新建（改造）低压线路 14.3万千米；为
2356万户居民更换智能电表。

河南农村供电质量显著提高，装备水平和电气
化水平也大幅提升。“目前，全省 264万户农村‘低电
压’用户全部消除，38万眼机井全部通电，6869个中

心村完成电网改造，6492 个贫困村通了动力电，40
个县完成电网脱贫项目，90个乡消除‘一乡无站’问
题。”省电力公司配网办负责人介绍。自此，河南农
民真正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跨越。

乡村越来越美

1997年，河南农村才通上电，各方面设施还不齐
全，村里几乎全是土路。农民收入单一，灌溉困难，生
活拮据。随着 1998 年全国“两改一同价”工作的开
展，加之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的扎实基础，我省
取消了一切不合理加价，并下达最高限价。随后在

2000年至 2002年实施统一销售电价和城乡同网同
价，2006年至 2008年实现了县域各类用电同网同价
和一般工商业城乡同价。2015年，全省城乡各类用
电最终全部实现同网同价。

优惠的电价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用电负担，也加
速了乡村经济的振兴。2016年，夏邑县骆集乡胜利
东村贫困户吕当先抓住几次调价契机，开办了杨木加
工坊。年收入从不足2000元，到现在的2.4万元。仅
一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同时，为减轻灌溉压力，国网河南电力陆续开展了
“井井通电”工程，于2017年年底实现平原机井通电全覆
盖。从此，浇地只需一人一卡，每年每亩比柴油灌溉省60
元，仅此一项全省农民每年可省11.4亿元。这也为河南
多年蝉联粮食高产排行榜提供了保障。

如今，广大乡村早已改变了落后的模样，干净整
洁的柏油路，整齐划一的小洋楼，高标准建设的电力
设施，河南农村正在全国新农村建设“快车道”上实现
着弯道超车。

生活越来越好

1978年前，农村用电乱收费、乱涨价、乱摊派和
人情电、关系电、权利电现象时有发生。电工甚至存
在“电霸”作风。1990年到 1997年间，农电管理体制
虽经历了几次探索，却仍未改善用电秩序，农民用电
负担依然沉重。

1998年，河南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农村电力体制改
革，实行了电量、电价、电费“三公开”，销售、抄表、收费、
服务“四到户”和电价、票据、抄表、核算、考核“五统一”
管理，基本建立了规范有序的农村供用电秩序。进入20
世纪，国网河南电力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建设服务
窗口，规范业务流程，公布服务承诺，开通“95598”客户
服务电话，客户满意率逐年提高。

近几年，我省农电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互联网+、智
能缴费、营配调融合、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等服务措施的
稳步实施，让农民真正体会到了优质供电服务给生活
带来的幸福感。“不用出门就能交电费，一个电话就解
决用电难题。40年前这些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天竟全
实现了！”对于多年来河南电力发生的变化，栾川县栾
川乡朝阳村村民王老汉如此感慨。

老调度员的新体验

升级农网“电”亮农民新生活
——改革开放40年河南农网发展纪实

巡线工老蔡的“宝贝”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代小龙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河南电网最大负荷达到
6364万千瓦，比去年最大负荷增加了579万千瓦，相当
于增加了一个洛阳市的负荷总量。尽管如此，我省电
网仍保持了安全稳定运行，没有出现限电情况。”9月
24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人说。

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军。改革开放40年
来，省电力公司始终坚持立足河南、融入河南，不断推
动河南电网升级跨越，充分发挥电网的能源基础支撑
平台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家电网公司和省委省
政府一系列政策支持下，2014年至 2017年，河南电
网发展总投入达1225亿元，年均投资规模保持在300
亿元以上。如今，河南电网在全国率先迈入特高压混
联新时代，基本建成 500千伏“鼎”字形骨干网架，所
有市实现 220千伏环网供电，全部县域实现 110千伏
双电源供电，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动力十足”。

骨干网架越来越强

1970年，我省建成第一条220千伏线路——平顶
山至丹江输电线路，河南电网进入 220 千伏发展阶
段。但是到1978年，河南电网最高电压等级仍为220
千伏，其覆盖范围仅有安阳、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南
阳等少数地市，即使是作为河南电网主网架的110千
伏电网，也没有覆盖到全省各地市，商丘和信阳地区
电网均孤网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电网进入了“换
挡提速”新阶段。1981年连接豫鄂两省电网的500千
伏平武线（平顶山—武汉）建成投产，河南电网最高电
压等级上升到500千伏，并由此进入超高压电网发展
时代。斗转星移，当时间来到2018年 4月 28日，河南
500千伏电网发展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当日 9时 35
分，随着我省第 40座 500千伏变电站——鹤壁朝歌
变电站顺利投运，河南 18个省辖市实现 500千伏变
电站全覆盖。

“从地图上看，现在我省的500千伏网架结构就如
同一个‘鼎’字，稳稳地支撑在中原大地，构成了全省四
通八达的电力‘高速路网’，每天源源不断地为全省输送
电能。”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河南电网主网架完成了从110
千伏到 220千伏再到 500千伏的两次历史性升级跨
越，如今的河南电网拥有 35 千伏以上变电站 2904
座、变电容量2.86亿千伏安，整体供电能力超过6400
万千瓦，总体规模居中部六省之首。

伴随着电网快速发展，2016年度夏期间，我省首次
实现主网供电无“卡口”。“夏天是我省电网每年负荷最
高的时期，度夏用电无‘卡口’，意味着我省局部地区电
网供电紧张的短板基本补齐，电网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
能力显著增强。”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负责人解释说。

能源结构越来越“绿”

河南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在相当长的时期我省煤
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都在80%以上。然而，我
省煤炭储量却仅占全国的 2.4%，同时，煤炭的大量消
耗也造成我省空气环境一度恶劣。推动能源结构转
型，对保障我省能源安全、改善我省环境质量都具有
重要意义。

如何推动我省能源结构转型？省电力公司的答
案是——发展特高压、推动“外电入豫”。

2009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支持下，
我国首条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示范线路——±1000
千伏长南特高压交流工程纵贯河南全境。2014
年，±800千伏天中特高压直流工程正式建成投运，
至此，河南电网在全国率先跨入了特高压交直流混
联运行的新阶段。

特高压相当于电网中的“高铁”，可以将能源基地
的能源以电流的形式快速输送到负荷中心。以±800
千伏天中特高压直流工程为例，通过该线路，我省每
年可以购入新疆的电量 5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 10
座 100万千瓦火电厂每年的发电量。

据统计，自投运至今年8月底，我省通过两条特高压
线路已购入电量1257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578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537万吨，释放了环境容量。

为了让我省能源结构越来越“绿”，在加快特高压

工程发展的同时，省电力公司还大力加强智能配电网
建设，深入开展电网适应性研究，加快推动我省风电、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并网步伐。如今，我省作为全国
为数不多的全额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省份，累计
并网风电 326万千瓦、光伏 957万千瓦，再加上生物
质能，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283万千瓦，超越水电成为
我省第二大电源。

供电保障越来越好

“随着配电网自动化、物联网等系统建成投用，我
们配网现在能够及时自动检测出故障并进行相应的
纠正操作，实现了故障自愈。通俗地说，就是电网可
以在‘生病’时进行‘自我治愈’，对我们来说是减轻了
工作量，对广大群众来说就是减少了停电时间。”9月
21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负责人一边指着
该公司的配网生产抢修指挥平台，一边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之初，我省骨干电网薄弱，作为直接通
往千家万户的配电网同样十分脆弱。彼时，频繁停
电、“低电压”是广大城乡居民共同的记忆。但如今，
随着国网河南电力不断加强城乡配电网资金投入，不
仅配电网设备线路质量显著增强，而且信息化、自动
化水平大幅提升，城乡电网供电可靠性迈上了新台
阶。据统计，截至今年 8月底，我省城网供电可靠率
达99.9533%，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8189%。

“以前这个工厂肯定开不了，因为它对供电质量
要求特别高，电压一不稳定生产就会出问题。”9月 12
日，河南省业丰实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宋华勇告诉记
者。该公司主要从事杏鲍菇的培育、研究与生产，全
部使用电动制料、喷水，温度依靠空调调温。该公司
建厂之初，当地供电公司派专人提前了解其生产状况
和用电需求，在较短时间内为其安装了一台500千伏
安变压器。目前该公司年产值达2000多万。

随着电网快速发展，无论对企业还是普通居民来
说，“无电可用”已成为历史，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
的电力需求成为省电力公司新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落实“放管服”要求，简化业
扩报装流程，推动电力市场直接交易，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助推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全省统调
机组超低排放，全力做好“煤改电”地区配套供电保
障，积极服务环境治理；精心制定电网脱贫专项方案，
全力助推我省脱贫……如今，无论是服务经济发展还
是助力空气质量改善，无论是服务转型发展还是助力
国企改革，无论是服务乡村振兴还是助力百城提质，
省电力公司总是争当排头兵。该公司先后获得“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全省环境治理先进单位”

“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战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目标赋予新使命。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加快建设中部领先的城乡电网，为我省
决胜全面小康、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提供
更加坚强可靠的能源支撑。

中原崛起动力足
——改革开放40年河南电网发展纪实

新旧对比看变化

原来线路巡视工
作只是现场管
控缺陷和事后
上 报 缺 陷 信
息，现在已经
发展为事前全
面管控外破环
境隐患。

基本建成 500千伏“鼎”字
形骨干网架，所有市实现
220千伏环网供电，全部县
域实现110千伏双电源供电

500
千伏

亲历者说

中 原 崛 起 、绿
色 河 南 建 设
所 需 能 源 在
电网中涌动，
其中也有我们
的一份坚守与
努力。

目前，全省264万户农村“低电
压”用户全部消除，38万眼机
井全部通电，6869个中心村
完成电网改造，6492 个贫困
村通了动力电，40个县完成电

网脱贫项目，90个乡消除“一乡无站”问题

河南电网拥有35千伏以上
变电站 2904座、变电容量
2.86亿千伏安，整体供电能
力超过 6400万千瓦，总体
规模居中部六省之首

6400
万千瓦

目前特高压电网累计向河
南送电 1257 亿千瓦时，相
当于减少燃煤 5783万吨、
减 排 二氧化碳 10537 万
吨。累计并网风电 326 万
千瓦、光伏957万千瓦

1257
亿千瓦时

2007年2月21日，商丘市宁陵县通电后喜庆的场面

位于郑州商城路附近的人民变老隧道 位于郑州南三环附近的河南首条无人巡检隧道 韩彦 摄

新建线路在绿色大地上延伸 李琰 摄老的木头线杆线路 张子强 摄

高举共产党员服务队旗帜 王培 摄

264
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