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9日21时23分，湖南电网负荷2970.5万
千瓦，刷新夏季负荷新高。去年，我省夏季最高
用电负荷为2832万千瓦。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预计， 今年迎峰度夏
期间， 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3100万千瓦左
右。

为保障全省用电，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近
年加强祁韶特高压送出线路改造， 不断提升输
电能力。去年迎峰度夏期间，祁韶特高压送电能
力已提升至450万千瓦，“很快将提升至500万千

瓦。”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副处长徐民
介绍，祁韶特高压送来的电，已成为湖南电网电
力供应重要支撑点。从2017年6月23日正式投入
运行，到今年7月29日，祁韶特高压已累计输送
电量超过300亿千瓦时，占全省用电总量的12%；
日最大送电量约1亿千瓦时，占全省电力供应比
例超过20%。

“已超过水电电量成为湖南电力供应的第二
大来源，犹如湖南在祖国大西北建了一个大发电
厂。”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发展部规划处处长潘
力强说， 祁韶特高压在弥补我省用电缺口的同
时，将首先替换排放高、污染大的火电，大幅提升
湖南全省的清洁能源占比。

据介绍， 火电厂每发电1千瓦时需耗煤约
450克。两年多来，祁韶特高压输送的电量如换
算成火电电量，可减少燃煤运输约1360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超2400万吨。

祁韶特高压输送湖南的落地电价远低于湖
南省内平均上网价格。与省内电价平均上网价格
形成的价差收益， 湖南电网全部释放给了用户，
并重点向省内重点优势企业和贫困县用户倾斜。

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 祁韶特高压用
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挂牌电量131.36亿千瓦时，
降低市场交易用户用电成本8.17亿元，平均每千
瓦时降价约6分钱。去年7月、8月，华菱湘钢生产
用电超过2亿千瓦时，因祁韶特高压送电进入电
力交易，华菱湘钢节省用电成本600多万元。

今年，根据省发改委相关要求，祁韶特高压
送电价差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目录电
价，全省用户受惠面进一步扩大。目前，国网湖南
省电力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华中特高压环网建设，
建成后，祁韶特高压的送电能力将提升至800万
千瓦，为我省安全用电提供更加坚强的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从7月下旬开始，湖南持续晴热高温，全省用电进入高峰。
“‘迎峰度夏’问题不大！”8月4日，祁连-韶山±800千

伏直流特高压输电工程（以下简称“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
站党支部书记蒋久松指着监测屏上不断攀升的用电负荷告
诉记者，有了祁韶特高压支撑，今夏三湘用电不用担心了。

线路总长度2383公里的祁韶特高压， 是世界上首个以输
送新能源电力为主的特高压直流工程， 也是我国特高压输电
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正式投运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以“全球输电距离最长‘电线’诞生”为题进行了报道。

从甘肃省祁连出发，经陕西、重庆、湖北等省市，进入湖
南韶山换流站，祁韶特高压将西北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三湘大地，为电力供应吃紧的湖南提供了强大支撑。

缓解“电荒”，甘肃向湖南送电
“空调、WiFi、西瓜。”这是今夏湖南网友总结的最惬意

的度夏方式。
但看似简单的度夏方式， 能在湖南实现并不容易———

“空调、WiFi”都与电密切相关。
湖南缺煤、缺气、无油，水资源开发基本饱和，新能源开

发潜力不足，属一次能源匮乏省份。
这些年全省用电负荷在逐年攀升。而每到用电高峰，电

网常常“力不从心”。
“曾经，一到夏季和冬季用电高峰，为保全省用电，不得

不采取调煤保电、错峰用电、局部限电等办法。”国家电网湖
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发展
部规划处处长潘力强介绍，2011年，湖南“电荒”最为严重。
这一年，全省用电负荷上升；而水库来水偏少，水电出力不
足，加之电煤紧张，全省电力供应十分吃紧，多地不得不错
峰用电、拉闸限电。

潘力强说，这一年夏天用电高峰，连电网系统也要求员
工上班尽量不开空调；长沙市多次在用电高峰发出通知，号
召节约用电，关闭景观灯，空调调到26摄氏度。

“面对电的供需矛盾，湖南一直在寻求破局良策。” 潘
力强介绍，我省曾尝试从湖北“借”电，从贵州调煤等，但都
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有效缓解湖南“电荒”。

湖南省委党校原经济学部主任易可君长期关注“湖南电
荒”。曾以“湖南能源突围”为题撰写调查报告，建议由调煤保电
为引电入湘，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湖南缺电，而远在祖国大西北的甘肃处于“风口”，且日照
充足，“十一五”以来建设了一批风电和太阳能基地，清洁能源
富足，但自身无法全部消纳。因电力外输渠道不畅，弃电严重。

一边清洁能源富足，一边用电紧张，甘肃、湖南牵手，势
在必行。

2011年，经国家发改委统筹协调，湖南省政府和甘肃省
政府签订框架协议，由甘肃向湖南送电。

远距离送电，特高压成为首选
甘肃、湖南相距遥远，以什么方式送电？
“超远距离送电，特高压是最为理想的方式。” 国网湖

南省电力公司特高压办郭滨介绍， 特高压可远距离、 点对
点、大功率送电。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就开始探
索特高压输电技术。

相对而言，我国特高压输电起步较晚。
我国西北、西南电能丰富，但消纳能力有限；而东部、中

部地区用电需求量大，但电能短缺。西电东输，长距离送电，
时不我待。

2004年，我国开始攻关特高压输电技术。
虽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短短几年，我国特高压输电

技术便取得了重大突破。
2009年，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1000千伏交流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
验示范工程通过168小时试运行。

基于此，建设“±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写进了
湖南省政府和甘肃省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中。

但如此远距离、大功率送电，仍需攻克众多技术难关。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大功率送电，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措施最为安全？经过反复
试验，祁韶特高压决定采用新型大容量调相机（用于改善电网
功率因数，维持电网电压水平的装备）来维持电压水平，这是
世界上首次将新型大容量调相机应用到特高压输电工程。

超远距离送电，对导线要求更高。祁韶特高压在世界上
首次采用截面1250平方毫米导线，节省投资7000万元。

线路途经5个省市，跨越长江、黄河，铁塔如何设计最为
经济环保？ 祁韶特高压首次采用导线垂直排列的酒杯型直
线塔，走廊宽度减少58%。

……
作为国内第一个新能源大规模送出工程， 祁韶特高压

全面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装备， 自主创
新及研发项目达5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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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
党支部书记 蒋久松

时间：7月26日
对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在全系统内
抽调业务骨干参与建设。

当时，我在国网湖南检修公司鹅城
换流站工作，因经验丰富，被抽调到韶
山换流站负责生产准备工作。

特高压换流站的建设要求很高，阀
厅内不能出现灰尘，否则，在运行中就
可能导致“停摆”。

建设中，阀厅内不能使用汽、柴油
机械设备，只能采用电动设备，因为汽、
柴油机设备排出的尾气容易产生灰尘。

一天深夜，我发现施工方将一台燃
油叉车开进了阀厅内，立即要求他们停
止施工。

施工方的现场负责人跟我很熟，平
时大家都称兄道弟， 见我叫停了施工，
这位负责人过来求情。

“久松，时间这么紧，电动设备效率
太低，你就让我们用一次吧。”

“一旦产生灰尘，就会导致运行故
障， 谁也负不起责！” 我站在叉车前面
毫不退让，最终，在我的坚持下，这台叉
车开出了阀厅。

说实话，建设施工过程中，偶尔使用
汽、柴油机械设备，若事后除尘到位，也
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祁韶特高压事关三
湘用电安全，不能有丝毫大意。

试运行当天，当从甘肃输送过来的
电能顺利经韶山换流站换流送出时，那
位现场施工负责人走过来跟我紧紧拥
抱在一起， 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久松，
你是对的。”

（奉永成 整理）

讲述人： 祁韶特高压线路工程湘1
标段项目经理 郭达明

时间：7月30日
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湘1标段是线

路入湘后地形最复杂的地段，施工过程
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位于石门县的湘1标段实际地质情
况与勘测报告存在差异，地层中碎石粒
径太大， 在灌注桩基础成孔施工中，采
用循环钻也无法施工。当时，我根据多
年的施工经验， 将循环钻改成冲击钻，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冲击钻
首次用于特高压线路灌注桩基础成孔
施工。

2015年12月， 祁韶特高压湘1标段
全线水位上涨， 在基础成孔施工中，上
涨的水位对钻孔内形成较大压力，经常
出现锤头被卡的情况。通过现场分析和
试验，我们调高泥浆比重，增加水泥稠
度，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锚杆基础施工时，直径120毫米的
锚孔，深度达到6米。由于湘1标段地质情
况复杂，地层结构看不见，加上雨水的浸
蚀，钻孔时经常出现孔口被堵塞的情况。
经反复试验， 我们将常规钻杆换为地探
用的麻花钻杆，一举攻破了难关。

在祁韶特高压湘1标段的施工中，
类似这样的困难一个接一个，但办法总
比困难多，逐一被我们攻克了。

（奉永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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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是指±800千伏及以上的直
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的电压
等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世界上首条特高压输电线路于
1955年在原苏联建成， 后在实际运行
中，降为500千伏的超高压。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意大利
等国电力需求旺盛，开始研究特高压输
电技术。

我国从2004年开始研发特高压输
电技术，目前是世界上全面掌握特高压
输电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开始了大规模
的工程应用。

目前 ， 我国已投运特高压输电线
路14条 ，在建9条 ，电压等级 、输送容
量 、 输送距离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基
本形成了西电东送、 北电南供的特高
压输电网络。

我国特高压还成功实现了 “走出
去”。如，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特高压输电
工程由我国企业总承包， 与高铁一样，
特高压已成为彰显中国自主创新实力
的靓丽名片。

目前，由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负责
运行维护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分别有：祁
韶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国家西电东送
主要通道———±800千伏复奉、锦苏、宾
金三大直流特高压线路位于湖南境内
及贵州境内的线路和铁塔的运行维护
任务。

（奉永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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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从
甘肃省祁连出发， 经陕西、重
庆、湖北等省市，进入湖南韶
山换流站， 将西北的清洁能
源， 源源不断输送到三湘大
地，犹如湖南在祖国大西北建
了一个大发电厂———

� � � �特高压入湘施工。
葛伟 摄

� � � � 2016年11月28日，桃源县
境内特高压入湘跨沅江施工。

葛伟 摄

苦干加巧干，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

湖南在祖国大西北“建”了一个大发电厂

7月底， 记者从长沙驱车1小时来到湘潭县
射埠镇。占地300亩的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坐
落在一个山坳中。

换流站选址处处为民着想， 要尽量避开村
庄和农田，最终选择了这片荒山。

但荒山上的500多座坟墓最为棘手。
“在农村，迁坟是最难做的工作。” 射埠镇

副镇长谭思恩介绍，选址确定后，湘潭县成立拆
迁指挥部，负责地面建筑和坟墓拆迁。

一开始，大家都担心完不成任务，但没想到
村民的觉悟很高。

刘子阳父亲的坟墓就在这片荒山上。 他弟
弟曾极力反对迁坟。

“不能因为我们家的小事，耽误全省发展的
大事。”刘子阳主动请缨做通弟弟工作，将父亲
的坟墓第一个迁出这片荒山。

“2015年5月，祁韶特高压获得国家发改委
正式核准批复，9月拆迁工作全部完成， 正式动
工开建。” 谭思恩笑着说，这应该是国内同类工
程中拆迁速度最快的项目。

不仅拆迁速度快， 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建
设速度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甘博文， 湖南省送变电工程建设的“老师
傅”。他被抽调到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担任工
程土建B包施工项目经理。

“6个月要完成换流站土建工程，接到任务，
我惊呆了。”甘博文说，完成一座超高压换流站

的土建工程，一般需要10个月，何况是特高压换
流站。作为一名经历“电荒”的湖南人，甘博文深
知，湖南等不起。

他硬着头皮接下任务，在施工现场挂出“雨
水多，办法更多；困难大，决心更大”的标语来激
励大家。

尽管工地离他的家只有1小时车程，但施工
期间，甘博文没有回过一次家。凭着这股拼劲，
韶山换流站土建工程提前1个月完工。

石门县， 祁韶特高压入湘后的首个建设标
段，也是入湘后地形最复杂的地段。整个标段所
需1.8万多吨塔材无法借助机械运输，单靠人力，
难以按时完工。为节省时间，该标段项目经理郭
达明从村民家里租来马匹， 采用人推马拉的方
式，按时将塔材运送到位。

难度大，时间紧，除了苦干，还要善于“巧
干”。桃江至宁乡段线路建设的难点，来自其

“邻居”———两条已建成投运的500千伏超高
压线路。布线施工中稍有不慎，就会碰撞到已
投运的高压导线。为避免事故发生，该段线路
建设在世界上首次采用无人机定位布线，不
仅避免了安全生产事故， 架线效率提高了两
倍。

2017年3月， 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提前3
个月完工，2017年6月23日，正式投入运行。从开
工到投运， 不到两年。 在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
中，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获得金奖。

2016年9月1日，国网湖南
电力公司员工在祁韶特高压线
路上放线施工。

罗勇智 摄

祁韶特高压。（本版照片均为
资料图片） 齐滨 摄

2017年5月17日，±800
千伏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

熊富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