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动设备生产规模 150亿元，
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
过 880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
过 5万个

“青豫直流”
工程途经青海、
甘肃、陕西、河
南 4 省，长达
1563公里

去年 7 月以来，
已有超过 50 亿千
瓦时青海“绿电”
来到河南

工程设计年度满负荷
运行 400亿千瓦时输
送量，相当于替代河南
原煤 1800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2960 万吨、
氮氧化物 9.4万吨

●● ●● ●●

□丁新科

一头连着青藏高原，一头连着中原

腹地，±800 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犹如一条“绿色天路”，源源

不断地将来自高原的清洁能源输送到

河南，以“青海之光”点亮“中原之灯”。

“青豫直流”工程是践行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务实之举，是推

进“西电东送”能源战略和西部大开发

国家战略实施的标志性工程，对于推动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战略、实现大别山革命老区“两个

更好”目标，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均有着重大意义。

从建设到运营，这条意义非凡的电

力天路给我们留下诸多经验与启示：

生态优先，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

该工程年输送清洁电能 400 亿千瓦时，

约占我省年用电量的 12%，相当于每年

替代消耗原煤 1800 万吨，减排氮氧化物

9.4 万吨、二氧化碳 2960 万吨，将有力促

进大气污染防治，推动河南能源转型与

绿色发展。该工程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难题，绿色环保施工，科学节能运营，充

分展现了我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优势互补，坚定走合作共赢之路。

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生态良好，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位于黄

河中下游的河南，人口密集，经济发展

对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由于一次能源资

源匮乏，土地等空间有限，难以完全靠

自身保障电力供应。青电入豫，既能推

动西北地区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加速转

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助力当地群

众脱贫致富，也能更好满足河南乃至华

中地区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造福两

地，进一步推动黄河沿线省市“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携手唱响

“黄河大合唱”。

创新驱动，坚定走转型升级之路。

带动设备生产规模 150 亿元，带动电源

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880 亿元，增加就

业岗位超过 5万个……青电入豫工程释

放出强大的乘数效应。特高压作为世

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

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

端装备制造的发展。比如，许继集团是

“青电入豫”工程换流阀的供应商，该集

团借此机会开展特高压诸多关键技术

攻关。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发力点和突破口，特高压具有很强的先

导效应，必将有力带动新经济发展、产

业链跃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厚植新优

势、增添新动能。

大 鹏 一 日 同 风 起 ，扶 摇 直 上 九 万

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创新活

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持续释放重点项

目示范带动效应，我们定能在“十四五”

续写更多“绿色天路”新传奇。3

□本报记者 宋敏

2020年年底，“青豫直流”工程
双极高端调试工作稳步推进。“能
够承担并完成这些设备的安装调
试，为推进特高压设备国产化贡献
一份力量，我们深感荣幸。”岳志涛
和张洋多日坚守在工作一线，为调
试做好各类保障，打好工程建设最
后一战。

来自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
司的岳志涛是一名 90 后，曾参与
过国内 20 余个变电站工程的建
设。眼下，他是豫南换流变电站电
气 A 包负责人。“阀厅设备安装，
再小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溃堤’的

‘蚁穴’，必须抱着如履薄冰的态
度，确保零缺陷、零失误。”岳志涛
说。

换流站阀厅施工直接关系着
投运目标能否按期实现。面对二
三十米的高空作业、数十人十几个
专业交叉作业等安全难题，岳志涛

从强化“技防”措施出发，组织 6个
施工班组同时作业，无缝衔接，仅
用 50天的时间，完成全站 1300多
千米电缆、光缆敷设及 1.5 万多个
电缆头的制作。

作为国家电网在新时代致力
打造的“升级版”特高压工程，“国
产化”应用，是“青豫直流”工程的
一个鲜明标签。不仅换流阀、二次
设备、1000千伏及 500千伏GIS设
备，阀厅穿墙套管、分接开关等核
心设备也是国内制造，整站主要设
备国产化率在95%以上。

来自国网河南电科院的张洋，
作为特殊试验和技术监督单位现
场负责人，组织本单位的“博士力
量”，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经验优势，
圆满完成国内首台首套±800千伏
国产化高端阀侧套管换流变试验
工作，解决了“特高压套管关键技
术卡脖子”问题，为国产化套管大
规模应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展现了
豫电技术铁军形象。③9

“豫电铁军”展担当

□本报记者 宋敏 青海日报记者 芈峤

从 2018 年 11 月 7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0日，±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以下简称“青豫直流”工程）全面
建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从平均海拔 2920 米到平均海拔不足
100米，通过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 4
省 1563公里长的“银丝”，去年7月“青豫直
流”工程双极低端先行启动送电以来，已有
超过50亿千瓦时的青海“绿电”来到河南。

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输送清洁能源
而建设的特高压工程。其背后不仅是无数
条跨省传送的“银丝”，更是向无数“不可
能”发起的挑战。它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服
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工程，拥有世界上最
先进的特高压建设技术，是我国运用特高
压输电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
一次重大创新。

维度一
特高压释放乘数效应

“截至 2020 年年底，海南藏族自治州
特高压 240万千瓦光伏电站实际
发电量2.07亿千瓦时，165万千瓦
风电实际发电量 2.46亿千瓦时。”

这是“青豫直流”工程投运以
来，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清洁能源的发电量，随
着运行的不断推进，发电
量还将稳步提升。

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是“青豫

直流”工程外送

电量最大的企业，在青海，像其一样能乘坐
这列“绿电”输送“快车”的企业还有 16家。
青海省海南州清洁能源电力外送通道受限
问题终于得到有效解决，众企业享受“绿
电”红利的同时，正在谋划继续在海南州扩
大光伏、风能等新能源发电布局。

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青海之光”点亮
了“中原之灯”。这点点“星光”意味着用电
量约占华中四省 37%的河南，经济发展及
负荷增长需求得到一定满足。

作为“新基建”的重头戏，特高压工程
具有投资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
会效益显著等优势。“带动设备生产规模
150 亿元，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88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过 5万个……”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列举了

“青豫直流”工程的“带货”单。
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工程建设还能带动换流阀、新材料等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以豫南换流变电站为
例，平高集团为其提供GIS组合电器设备，
仅 2020 年合同金额 9.7 亿元，占全年供货
特高压设备合同总额的三分之一。“新基
建”为特高压带来发展机遇，催生其释放乘
数效应。

维度二
绿色能源绿色建

2月 3日，在青海省海南±800千伏换
流站现场，通过噪声监测仪可以看到，“青
豫直流”工程运行期间，站内噪声低于45分
贝。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和清洁能源基地，对生态环保要求极高，为
此，工程现场提出了“绿色能源绿色建”的

“苛刻”要求。
如开展大件运输道路的植被保护，对

沿线进行详细的现场探勘，划定行车范围
和往返路线，不得自行踩道；施工所用砂、
石、水泥等原材料以及施工机械在施工现
场都要和地面隔离，铺设彩条布、草垫和道
木等，防止破坏地表植被和污染环境。

不仅青海端，在河南端也是如此。以
选址为例，豫南换流变电站首次采
用“换流站+变电站”两站合并设计
的方案，真正意义上实现同期同址
合建，不设围墙，同一个建管单位，
后期统一调度、运维，共用进站道
路、站前区、综合楼、主控楼、消防与
生活生产水源等。经计算，合建比
常规分建节约临建占地面积约 26
亩、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大大

提升了环保效果。
作为能源净调入地区，河南对确保能

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的要求越来越
迫切。通过青海清洁能源大规模送入，可
以有效推动河南及华中地区节能减排和生
态环境保护，更加彰显了绿色发展理念。

有人算了一笔账：“青豫直流”工程设
计年度满负荷运行 400亿千瓦时输送量，
相当于替代河南原煤 180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2960万吨、氮氧化物9.4万吨。

维度三
更多清洁能源可靠外送

2020年 12月30日，海南换流站和豫南
换流变电站双极高端同时投运，标志着青藏
高原成功筑起了特高压这座“高峰”，意味着
青海有更多清洁能源可以实现可靠外送。

“我国已全面掌握了特高压直流规划
设计、试验研究、设备研制、工程建设等关
键技术，并可以全面推广应用。随着输送
容量和距离的不断扩大，特高压先进性、可
靠性、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性还将全面提
升。”青海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陆建军说。

“青豫直流”工程全面突破了超高比例
新能源大规模送出、新能源与特高压直流
交互特性等难题，并且在关键技术方面取
得了全面突破，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特高
压直流输电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比如在
世界上首次采用了特高压换流变现场组装
技术，在西宁检修基地成功开展了海南换
流站7台 800千伏换流变现场组装工作，标
志着我国全面攻克了特高压换流变现场大
规模组装技术和高海拔环境下的制造工艺
控制难题。

据介绍，我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了力
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明确了我国能源转型
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

当下，“青豫直流”工程已平稳运行，青
海和河南均享受到了“绿电”红利。我省正
在积极推动“外电入豫”第三通道建设，并
提出实施电力“网源储”优化、促进清洁能
源高效消纳。特高压无疑将在能源资源大
范围优化配置、推动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
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③9

□青海日报记者 芈峤
青海日报通讯员 刘环

2 月 2 日，阳光倾洒在位于青
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草滩上
的海南±800千伏换流站，带着鲜
明建筑风格的换流站与望不见边
际的草滩浑然一体。

这个换流站就是已竣工投产
的青海“绿电”外送大动脉——“青
豫直流”特高压工程的“心脏”。它
背后是让人引以为傲的中国特高
压建设技术：换流阀低压加压试验
全部一次通过；24台换流变充电、
换流阀解锁一次成功；8400 米长
750 千伏 GIS 耐压试验一次性通
过；分系统调试实现“零差错”……

这就不得不提海南±800千伏
换流站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茂
忠。他带领参建人员积极采取创
新施工技术，革新作业手段，大胆
探索高原特高压工程工艺质量提
升的创新之路，不仅啃下了高原特
高压直流电网工程施工难题“硬骨

头”，也为后续同类工程当好了建
设“先行者”。

在该站各区，基础边角平整光
滑，电缆标牌清晰可见，处处体现
精湛的施工工艺。“电网建设者，要
用精品工程说话。”王茂忠经常这
样告诫参建者并自勉，“建设世界
海拔最高的换流站，施工工艺质量
也理应达到业内最高水平。”

GIS设备安装是换流站施工的
关键环节之一。要求洁净，王茂忠
带领参建项目部布置抑沙措施，并
采取设置防风沙全封闭围挡、设备
现场喷淋除尘、厂房内智能除尘等
多项防尘措施，让GIS设备对接环境
洁净度达到百万级；要求安装精度，
王茂忠和施工人员集思广益，采用激
光投线仪等边安装边测量，消除温
差、作业误差导致的安装累计误差，
最终耐压试验一次成功。

困难重重的“青豫直流”特高
压工程顺利投运，青藏高原的电网
建设者，用建起一座精品工程，交
上了满意“答卷”。③8

啃下“硬骨头”当好“先行者”

续写“绿色天路”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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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青豫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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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家从湖南招商引
资来的企业，当初考虑到上蔡县工
业园落户，就是看中了这里的电力
条件：“量身”而设的专用变电站，
大容量变压器，专业团队跟踪服
务，“双回路”供电保障。而“青豫
直流”工程的建成投运，使驻马店
当地的电力主网更加坚强，所谓

“大河涨水小河满”，可能的供电缺
口因为清洁能源的“远道而来”得
到有效补充。“虽然今年冬天上蔡
县遭遇了极寒天气，但得益于供电
保障有力，我们公司生产用电一直
比较平稳。”解忠学说。

电能的高效供应并非一贯有
之。在上蔡县供电公司派驻小岳
寺乡业王村第一书记刘卫臣看来，
最高等级的特高压把清洁能源送
过来、还要留得下，提升外电入豫
消纳水平，让处于电压“神经末梢”
的群众受益。为此，供电公司不断
加大投资力度，在打造绿色安全

“大电网”的同时，与“青豫直流”工
程同期谋划建设，不断升级改造配
网、农网等，让河南电网更加“筋强
骨健”。

业王村村民张永和对此深有

体会。他家位于村子外围，处在村
里架设电线的末端。“以前电压低
都是常事，村头电灯亮，到我们家
就各种带不动，逢冬夏两季用电高
峰还经常停电。”张永和说，村里不
少人家都自备了发电机，以备生产
生活用电之需。

“如今？发电机早就闲置不用
了！”村里改造了电网，电压质量和
供电可靠性显著提高。张永和靠
养猪、养鸡技术，成立了个人养殖
合作社，购置了粉碎机、拌料机等
设备，靠着充足的动力电，在家就
能打饲料，猪舍换气、供水、除粪也
都是用电。“家里装了 4台空调，冷
热都不怕了。”他说。

银丝飞纤送中原。从去年7月
“青豫直流”工程双极低端先行启动
送电，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50亿千
瓦时的青海“绿电”沿着这条“高
速 路 ”，从 青 海 来 到 河
南。无论是马永贵，还是
解忠学、张永和，都是“绿
电入豫”下生产生活环境
改善的一个个受益者的缩
影，特高压工程的实施，必
将惠及更多百姓。③9

银线连青豫“风光”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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