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祁水电厂，您好！ 上游电站当前
坝 上 水 位 88.4200 米 , 坝 下 水 位
76.0400 米,出库流量 742.3900 立方米
/ 秒, 入库流量 618.4200 立方米 / 秒,
发电流量 722.5900 立方米 / 秒,弃水流
量 19.8000 立方米 / 秒,�请注意及时根
据情况调整！”4 月 13 日，湖南永州潇水
流域湘祁电站负责人接收到国网湖南
电力源荷聚合互动响应平台触发的短
信， 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调整生产方式，
最大程度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发
电量。 这是国网永州供电公司运用新开
发的源荷聚合互动响应平台，实现小水
电聚合管理的工作场景。

湖南永州境内水资源丰富， 小水电
站数量众多，但小水电站流域内缺乏有
效的上下游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发电
利用率不高。 国网湖南电力创新开发源
荷聚合互动响应平台落地国网永州供
电公司试点，围绕“精准预报、调洪增
发、精准腾库”目标，为小水电站和聚合
商提供包括水文数据监测、电站运行数
据共享、主动预警等服务，实现小水电

站按照流域梯级聚合、集群管理，提高
水资源总体发电利用效率，实现多方互
利共赢发展。

据悉， 永州潇水流域共有 5 个 110
千伏小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 487 兆瓦，
按照梯级调度排序为双牌电站、南津渡
电站、潇湘电站、祁阳电站、湘祁电站。
今年以来，国网永州供电公司利用源荷
聚合互动响应平台开展聚合管理，实现
了水电同比增发电量 1933.29 万千瓦
时 ， 增 幅 11.08% ，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19274.9 吨、节约标煤 7733.16 吨、减排
二氧化硫 579.98 吨。 依此计算，全年将
为永州地区增加绿色清洁电能 8705 万
千瓦时, 相当于流域内增加了一台 2.4
万千瓦水电机组，为参与聚合的 5 家水
电企业带来约 2610 万元的增发收益。

下阶段， 该公司将开拓小水电智能
运维新兴业务，挖掘流域优化调度的增
发潜能， 推动小水电抽水蓄能改造，推
进小水电增发市场化运作机制，为绿色
低碳湖南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邹湖

国网永州供电公司

探索小水电站聚合管理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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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首次与石化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合作
4月 11日，岳阳综合能源公司与岳阳振

兴中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关于余
热发电节能改造项目的合作协议， 标志国网
岳阳供电公司首次与石化企业开展节能减排
合作。

本项目充分利用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热量和压力， 采用离心式空压机余热回收
器进行余热回收再利用， 一部分为生产过程

提供热水、蒸汽和热量，一部分通过涡轮制冷
发电系统，利用余热产生电能，满足生产自用
需要； 富余情况下还可以为园区和周边企业
提供热水、蒸汽和能源服务。采用生产中排出
的废过氧化氢处理有机废水，以废治废；将氧
化尾气经冷凝、 膨胀制冷后回收其中的芳烃
循环再利用，重新用于工作液的配制，变废为
宝，既环保又经济；同时氧化尾气膨胀制冷机

组具有发电功能，既节能环保又经济划算。
据初步测算，通过实施余热回收、余压

发电节能改造项目，预计可回收余热能源效
率约 2250 千瓦， 每年直接转化发电量为
240 万千瓦时，每年可回收能源总量相当于
1971 万千瓦时电量， 预期两年可以收回成
本。 据保守估计， 每年可以减少煤耗 2575
吨， 减少碳排放 1751吨， 相当于植树造林

17.5 万棵；通过芳烃循环再利用，每年减少
重芳烃等有害废气排放 1232吨。

下一步， 该公司将认真践行“供电 +
能效服务”，服务“五好园区”建设，积极探
索石化行业及高能耗、 高污染企业节能环
保与低碳转型之路， 为千亿级化工产业链
赋能助力， 为石化企业节能减排提供宝贵
的实战经验。 ■李 晔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

“U电工”为客户提供指尖上的服务
4 月 11 日，常德湘惠米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向先生在“U 电工”小程序上成功完成
无功补偿装置改造，这是“U 电工”小程序
在常德市的第一单。“U 电工”的正式应用，

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指尖上的服务”。
当天， 向先生出于对每月电费构成的

疑虑，前来常德公司咨询。 了解到情况后，
该公司第一时间向客户做出了解答， 建议

进行无功补偿装置的改造，并现场推荐使
用“U 电工”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 随后，
“U 电工”改造人员在平台上接到向先生的
“呼叫电工”工单，立刻整装来到现场，进行
改造。 从线上下单到改造完成，全程不到 3
小时，向先生对于本次定制服务十分满意，

“‘U 电工’真是太方便了，下单快捷、响应迅
速，我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好了！ ”

据悉，“U 电工” 小程序的投入使用，将
更好地发挥国家电网平台优势和品牌效应，

规范新兴业务工作流程，比起以往线下签合
同等繁琐方式，这样的模式将会受到更多客
户的青睐。

下一步，该公司将通过组织“U 电工”
小程序培训， 增加操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
操作熟练度，给客户带来更好的下单体验；
同时将结合本年度开展的能效走访、 碳普
查等工作，对“U 电工”小程序进行推广，不
断提升客户用电体验， 助力优化电力营商
环境。 ■杨斯惠

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

全力清障 维护线路安全
为排除隐患， 维护线路运行安全，4 月

14 日， 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设备负责
人头顶烈日，不畏艰辛，及时清理了 500 千
伏艾鹤 I、II 线 001 至 008 号塔竹笋 87 棵。

当前正值竹笋生长旺季，电力线路下方
的竹笋生长迅速，极易触碰到线路，严重威
胁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该公司所辖线路下
方竹笋众多，特别是老旧线路近地点下方竹
笋，若不及时清理，则无法保证树竹对超高

压线路需保持 8.5 米的安全净空距离。 一旦
竹笋生长成竹子触碰到上方的电力线路，则
会造成严重的线路故障。 因此，将线路下方
竹笋清理干净是该公司目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

该公司高度重视竹笋清理工作，提前部
署，精心组织。 认真总结历年来竹笋清理经
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清理方案和计划；要求
提前全面排查和清理所辖线路下的竹笋，并

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班组；明确工作要求
和时间节点， 要求班组相关人员每天在微
信工作群里汇报当日的清理情况， 做到日
跟踪、日管控；要求各班组在砍伐清理竹笋
后，拍照存档清理现场，同时采取现场稽查
的方式检查清理情况；严格执行考核制度，
真正做到竹笋清理不留死角， 切实消除线
路安全隐患。 此外，该公司还安排相关人员
走村入户开展电力线路安全知识宣传 ，向

村民详细说明线路走廊内超高树竹给输电
线路带来的危害，争取获得当地群众对竹
笋清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进一步提
高群众的护线意识。

截至目前 ， 该公司共清理线下竹笋
19000 多棵 ，发放宣传材料 600 余份 。 下
阶段，该公司将继续加大线路砍青扫障力
度，全力确保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

■刘辉军

4月17日，国网嘉禾县供电公司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奔走在田间地头、产业大棚，主动
走访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对嘉禾县普满乡板贝社区逸香烟农合作社烟农育苗设备进行检查，
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图 / 文 潘成慧 周子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