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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智能电网三年行动收官

“智”造海南 未来可期

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海南岛灯
光璀璨。源源不断
的电力，通过智能电
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城市里高楼大厦霓
虹闪亮，大街小巷流
光溢彩，勾勒出秀美
的轮廓。

自贸春风劲，奋
楫奔新程。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始
终与海南发展同频
共振，在改革发展浪
潮中不断奔涌向前。

2019 年，海南
高质量完成了提升
电网供电保障和抗
灾能力三年行动计
划，海南电网实现
“脱胎换骨”。随后，
海南省政府和南方
电网紧锣密鼓部署，
再次携手开启海南
智能电网示范省“新
三年”建设。

三年时光，三载
奋进。2021 年，智
能电网三年行动圆
满收官，全面提升了
海南电网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基本建成
了覆盖全省范围内
发、输、配、用全环节
的智能电网综合示
范省，为海南电网全
面融入和服务海南
自贸港建设注入发
展新动能，也为新型
电力系统示范省建
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几年，在先行区建设初期，园
区里只有一条10千伏线路进行供电，
电网网架结构薄弱，一遇到刮风下雨
就有可能跳闸，现在供电局为园区建
设了智能电网，供电能力明显增强。
更重要的是，有故障我们也根本感觉
不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超级医院工程部经理黄世平说。

智能电网，安全可靠是关键。
作为海南首个智能电网示范项

目，博鳌乐城智能电网通过应用智能
分布式馈线自动化技术，依托“全光
纤+5G”通信网络，实现电网故障快
速定位、快速隔离及快速复电，整个
自愈过程不超过2秒钟，保障了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高可靠电
力供应。

目前，投资3438.4万元的博鳌乐
城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区二期建设工
程也正稳步推进中，该项目通过网
架、配电自动化、通信光纤、配电智能

化等方面建设，可实现区域内配电自
动化有效覆盖率达100%，可转供电
率达100%，将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
港重点园区之一的博鳌乐城先行区
供电可靠性。

配电自动化是智能电网建设的重
要标志之一，通过自动化装置和通信
设备，监视供电配电线路运行的状况，
一旦发现供电线路故障，不仅可以快
速隔离故障、精准定位，而且可以大幅
缩小居民停电范围及时长。

近三年，海南电网公司大力推进
配电自动化建设，按差异化建设原则
实现配电自动化覆盖率100%，充分发
挥配电自动化故障隔离和快速复电功
能，全省用户平均停电时间由2018年
的25小时缩短至2021年的10小时。
尤其是推进海口、三亚和重点园区智
能配电网建设，海口、三亚全市户均停
电时间分别降至4小时、2小时以内，
部分园区具备“客户平均停电时间降

至5分钟”的条件。
随着高科技设备助力，以及电

网主网架的日益坚强，海南电网的
综合保障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三年
来，海南电网公司建成海底电缆联网
二回、220千伏洛基至头铺双回线路
等 26项省重点主网工程，形成覆盖
全岛的220千伏“目”字型双环网；同
时，建成了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
重要城市保底电网，实现重要用户供
电线路基本具备抵御50年一遇台风
能力，并配套建设有电网防台风灾害
监测预警系统，大幅提升电网防风抗
灾能力。

此外，海南电网还推广应用架空
输电线路山火监测预警、数字式雷电
定位、设备状态监测评价等多个系统，
输电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大幅提升。

普通市民的感受最直接。“今年遇
上台风天，我们家都没有停过电。”家住
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的市民孙桂花说。

电网更灵活可靠

日前，海口供电局龙华供电所通过
配网抢修系统平台派发了一张抢修工
单，系统派单用时20秒，抢修员接单后
10时02分出发，10时50分恢复送电。

这是海南电网公司通过打造大数
据“共享中心”，建设友好互动的用电
网的生动缩影；而该“共享中心”也为
各项系统协同工作奠定了基础，进一
步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智能配网抢修管理体系有
了智能量测体系加持，可以高效协同、
快速联动，实现系统自动派单准确率
达到98%以上，派单时间由10分钟级
缩短至秒级，强化了全过程监控及管
理，平均到岗时间缩短26%，平均抢修
复电时间缩短 31%，人力资源节省
35%。“通过系统应用，我们还可以让
客户第一时间了解停电复电信息及抢

修全环节流程进度，大幅提高客户服
务体验及客户满意度。”该公司生产设
备部相关负责人说。

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
活的电力需要，就要充分发挥智能电
网的作用，建设友好互动的用电网，让
传统的供电服务开出新花，客户因此
拥有更多获得感。

海南电网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提升客户用电体验，通过打通线上线
下服务通道，构建完善完备、多样互动
的用电服务体系。在线上，海南电网大
力推广“互联网+”电力服务，各类用电
业务可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办理，做到
办电业务居民和小微企业办电“一次都
不跑”；在线下，所有市县办电业务全部
进驻政府政务服务大厅，成为全国首个
全省范围内小微企业实现低压供电的

省份，海口、三亚200千伏安以下、全省
其他地区160千伏安以下小微企业实
现低压供电，通过业扩投资界面延伸，
近三年来，共为客户节约办电成本约9
亿元，营商环境有效提升。

2019年以来，海南电网不断优化
互联网客户服务平台“互联网+”电力服
务，为客户提供跨越微信服务号、支付
宝生活号、网上营业厅、掌上营业厅四
大平台的一体化服务，实现电费查缴、
故障报修、用电新装等功能线上办理，
上线以来，大约有80%的客户选择通过
互联网渠道办理业务。2021年，为了
进一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用电需求，互
联网客户服务平台升级为“南网在线”
智慧营业厅，提供传统服务以外，增加
了电子商城、保险、光伏、电动汽车充电
等增值服务板块。

用电更多样互动

随着输电运维人员轻划屏幕上的
“起飞”键，大型多旋翼无人机腾空跃
起并按照规划好的巡检航线路径移
动，精准定位杆塔巡视拍摄，对输电线
路进行数据采集，图传清晰地显示着
导线、绝缘子和金具运行状况，完成后
自动飞向下一基杆塔，全程无需人员
进行操作即可完成精细化巡视。

这是海南电网公司的飞手在开展
无人机自主巡检工作。

该公司持续推进海口及三亚地区
配电线路无人机自动驾驶，完成约
2200公里10千伏线路三维点云数字
化通道建设、无人机自动驾驶航线规
划，进一步推动了智能巡检常态化，减
轻了输电线路巡检工作强度，大大提
升了工作效率。

调度是控制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
“大脑”。为了让“大脑”更加智慧，海
南电网公司不断推进高效互动调控体
系建设，实现调度运行监控全覆盖；尤
其是2019年建成两套互为主备的省
级配电自动化系统，彻底解决配网“盲
调”问题。

“我们的配网调度实现了一张图，
中压站内的故障可以自动起报障单功
能，故障信息传递至资产系统，平均传
递时间6.4分钟，对比手工传递平均减
少18.7分钟。”海南电网公司调度控制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至2021
年，该公司相继建成多个系统，使电网
调控更加智能高效，系统安全经济运
行水平有效提升。

依托于数字电网平台建设，海南
电网公司实现了电力数据的全面覆
盖、全面贯通和全面共享，并以此为基
础实现了电网的全面感知。平台大力
推进数字化从展示向应用转变，加深
在各业务领域的实用化，积极开展源
网荷互动分析等一批业务场景应用，
推进与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和“12345”
服务平台的对接，全方位支撑电网及
其相关方的数据应用需求。

“除了电网运行数据、智能设备检
测数据、客户用电等，我们还接入了自
贸港建设、扶贫项目等数据，从电网运
行可视化、业务管理可视化、现场设备
可视化入手，面向第三方政府、机关单

位从宏观的角度体现海南电网公司对
自贸港建设的支持工作及11个产业园
区和2个城市圈的电网数据情况等，共
建内外联动的共享开放生态，打造具
有海南特色的数字化转型示范应用。”
海南电网公司数字化部总经理助理姜
文介绍。

此外，海南电网公司大力推动智
能电网、数字电网、智能微网等3个重
点实验室建设，形成“热带智能电网与
海岛微网”联合实验室重点创新平台，
建立完善的热带智能电网装备入网管
控技术标准体系；围绕电力系统规划
与调度运行等8大方向开展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2项科技成果荣获“成果国
际领先”鉴定，1项专利荣获2019年海
南省专利金奖。

海南电网公司还发布了国内首个
热带智能电网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规
划。该标准体系将为海南建设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实支
撑，推动热带智能电网标准国际化布
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
商共建共享标准成果。

运维更智慧高效

2021年2月初，儋州洋浦10千伏瀚
洋线投运。“相较于传统的船用燃油发电，
瀚洋线投运后可为洋浦港码头9个泊位
提供清洁、充足、可靠的电能，预计可分别
减少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悬浮物排放量
97%、96%、96%。”国投洋浦港码头相关
负责人介绍。

海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将全面推动清洁能源岛建设，研究开展碳
达峰、碳中和的能源实施路线，力争在
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2050年前实现碳
中和。

建设智能电网也将有效推动海南省
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改革，增强
电网接入和消纳大型核电、气电以及分
布式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能力。

以电添绿，才能更好守护海南自贸
港的青山绿水和碧海蓝天。海南电网公
司坚决贯彻国家政策，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落实南方电网公司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要求和清洁能源消纳专项行动方
案，系统谋划服务“双碳”目标，推进新型
电力系统示范省建设，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赋能。

2020年6月24日，投资约24亿元
的海南岛首座大型天然气调峰电厂——
海南文昌2×46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
合循环电厂全面投产发电，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约49.02万吨、减排温室气体总量
约131.86万吨，进一步提速海南岛安全、
绿色、集约、高效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的
构建。

近三年，海南电网公司推进建设文
昌气电、万宁气电、洋浦天然气热电联
产、海口美安气电、凯润天然气三联供等
5座共计388万千瓦清洁主力电源，投产
集中式光伏、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电厂
11座共计40.5万千瓦，并配合政府完成
备案光伏项目21个（共194万千瓦），推
进建设电源送出线路工程约300公里。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南全省清洁能
源装机达706万千瓦，较2018年新增218
万千瓦，装机占比由60%提升至70%，年发
电量占比由41%提升至55%，并实现新能
源电力全额消纳；同时，利用联网两回海底
电缆输送能力推动“云电入琼”，2019年至
2021年预计累计消纳云南清洁水电40亿
千瓦时，为南方主网向海南输入清洁能源创
造条件，显著提高海南全岛的供电可靠性。

2019年3月，海南省正式对外发布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0年起全面禁售燃油汽车。

发展清洁能源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
车，离不开完善的充电设施。海南电网公
司对此高度重视，在拓展充换电基础设施
业务方面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加快建设
充换电设施“一张网”，累计投资超1亿
元，建成充电桩端口 1567 个，规模较
2018年增长约2.4倍，实现海口、三亚和
高速沿途市县的重点区域充电桩全覆盖，
实现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平台
接入率100%，较2018年提升40%。

建设智能电网，服务经济民生只有
起步没有终点。

海南自贸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高地，被赋予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的特殊使命。海南电网公司主动适应
新趋势、新发展、新格局，全力奋战下一
个三年，描绘省域新型电力系统新蓝图，
为“十四五”新局注入新动力。
（本版策划/邵良 本版撰文/邵良 朱玉）

能源更绿色低碳

南方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工作人员利用绝缘
涂覆机器人实施作业。 刘昌 摄

10 月 28 日至
29日，以“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服务碳达
峰碳中和”为主题的
博鳌新型电力系统
国际论坛在海南博
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

李志杰 摄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开展无人机巡检。
西海 摄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首座数字孪生变电站
大英山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巡检设备。 莫娟 摄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开展带电作业，提高
供电可靠性。 吴清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