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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姻本报记者 贺春禄 通讯员 杜远远 张雯
近日，全球第一个±800千伏直流输电工

程———云南—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简称
“云广直流”）孤岛运行调试 500万千瓦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面对 500万千瓦负荷瞬间丢失带
来的巨大冲击，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电网”）的主网仍旧岿然不动，这是世界上
第一次开展的±800千伏电压等级孤岛运行满
负荷试验。
采用孤岛运行方式，不仅可有效减少直流

系统故障对主网的影响，而且能提高南方电网
的安全稳定水平。云广直流孤岛调试协调小组
组长、南方电网总工程师许超英对记者表示，
此次直流孤岛试验从方案设计、仿真验证、实
际试验、分析评价、完善改进等均由南方电网
自主完成。

孤岛试验的成功，是近年来南方电网始终
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结出的累累硕果。

“大停电”如影随形

“世界上结构最复杂、联系最紧密、科技含
量最高的电网”———这是南方电网独一无二的
标签，却也是一柄双刃剑。
许超英表示，电网的交直流混合运行、远距

离、大容量输电等都潜伏着巨大的运行风险，这
些风险在云广工程直流双极投产后显得更为突
出，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大面积、大范围的
突发性停电，这一直是全球各大电网挥之不去
的梦魇。

如 2012年 7月底，印度北部与东部地区连
续两次发生大面积的严重停电事故。突如其来
的电力中断导致印度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地
铁、公路交通乃至金融业均遭受巨大影响，直接
影响了逾 6亿人的正常生活。
大面积的停电事故不仅仅发生在印度，许

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以
美国为例，近年来该国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
地均先后发生过大规模停电事故。
在电力的供应已成为决定当前全球经济发

展的关键要素时，如何确保其供应的稳定显然
已成为重中之重。在联网方式之下，云广直流满
负荷运行时双极闭锁始终是当前南方电网的头
号安全威胁。
“电网最怕的就是直流满功率双极闭锁和多

回直流同时闭锁或换相失败，相当于一条或几条

高速公路突然封闭，整个主网架都会动荡甚至崩
溃。”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对记者说，“孤岛运行
方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化解这第一大风险。”

“孤岛”化解风险

孤岛运行方式是指直流系统送端与若干电
厂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孤岛”系统，即与大电网
交流系统不联网、直接通过直流系统将电力送
往受端。孤岛运行可谓南方电网的“稳定器”，其
结构在电网安全方面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采用这一运行方式后，云广直流可以直接
将电力送往广东负荷中心、有效减少直流系统
故障对主网的影响，也是化解±800千伏直流
投运后运行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

许超英指出，研究表明在孤岛运行方式之
下，直流闭锁仅造成主网频率略有降低。“不会
造成主网频率稳定问题，而且也不会造成系统
暂稳或动稳问题，还能使得电网效益倍增。”

根据南方电网的计划安排，2013年西电东

送的电量将达 1303亿千瓦时，目前公司正尽量
挖掘现有通道潜力。南方电网总调方式处处长
黄河告诉记者，由于云广直流采用孤岛运行方
式，可以不占用交流通道裕度，丰水期能增加云
南水电外送 70万至 80万千瓦。

李立浧为记者算了笔经济账：“西电东送能
力提高 70到 80万千瓦，仅在迎峰度夏期间满
负荷运行三个月，一年就多送 17亿千瓦时，明
后两年每年可多送 21亿千瓦时。”
“而且从社会效益来说，吸纳了云南富余的

水电送至广东，可以减少广东火电机组的出力，
也就是减少碳排放，这对于落实国家节能减排
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李立浧说。

自主研发结硕果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早在 2005年规划设
计云广工程时，便提出了送端侧联网和孤岛两
种方式均为正常运行方式，并着手开展直流孤
岛运行方式的研究。

在南方电网科研院系统研究所所长洪潮看
来，南方电网的核心技术不应掌握在外方手里，
“作为中方研究团队，我们要有点骨气！”

他告诉记者，研发骨干团队与南方电网总
调、超高压等单位一同自主研究，完成了修改保
护闭锁逻辑、停用整流站双极闭锁后投旁通对
逻辑以及优化直流双极闭锁后直流低压限流
（VDCL）逻辑等问题的技术攻关。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们

拿出闭锁逻辑修改方案请外方确认，他们都有
顾忌，不愿签字。”洪潮感慨地说，“此次调试的
成功，让我们南网人的自主研发能力得到了充
分的证明。”

据了解，南方电网针对送端孤岛运行方式
先后开展了潮流稳定计算、过电压计算及控制
保护策略研究，在直流孤岛运行方式稳定机理、
稳控措施、过电压特性及抑制措施、机网协调等
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

自 2010年 10月 17日起，云广直流工程孤
岛运行方式现场调试共进行 6个阶段试验，采
取了直流功率从 100万千瓦至 500万千瓦逐步
增加的积极稳妥策略。
“近日举行的试验都非常成功，孤岛系统可

以非常好地抗击故障和扰动，而且能够很快进
入平稳状态，为今后的运行提供了非常好的基
础。”洪潮说。
在许超英看来，孤岛运行的成功标志着南方

电网自主科技创新水平又上了新台阶，这对于我
国电力工业技术与管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长期以来，南方电网始终坚持对研发的巨

额投入。“十一五”期间，南方电网的科研投入累
计达 54.3亿元，从 2006年的 6.52亿元增加至
2010年的 15.76亿元，年均增长 24.7%。“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自主化技术开发与工程实
践”曾被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推荐为 2011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电力行业唯一被推荐
的项目。
许超英表示，孤岛试验成功给业界提供了

很好的实例，今后交直流的运行、交直流之间的
协同以及优势互补将有更多的选择。“但是，试
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直流的深入了解还显不
足，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掌握。”
“我们会尽快将已经确认的直流存在的缺

陷消除，尽快完成试验系统性的总结并试运行，
完善相关运行方案，确保汛期到来前具备孤岛
运行条件。同时，还会将试验结论应用到在建的
糯扎渡、溪洛渡直流建设中去。”许超英说。

新近研究表明，要在 2030年之前实现
全球人口普遍使用现代能源的目标，每年
需投入的资金将在 650亿美元到 860亿美
元。这一研究数据高于以前的预期，但比
目前全球能源系统的投资只高出 3%~4%。

联合国曾宣布，2012 年是“可持续能
源国际年”，作为既定目标将在 2030年普
及现代能源。这项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以
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该研究报告被发表
在 5月 3日的《环境研究快报》上，而且第
一次将全球获得清洁燃料烹调的燃料费
用和炉具都算在政策成本之中。

该研究显示，使用电力和清洁燃料的
炉具做饭，可以改善每年因家庭空气污染
而导致 400万人死亡的传统烹饪方法。研
究人员计算得出，通过普及现代烹饪燃料
可以在 2030年避免 60万至 180万人过早
死亡，并大幅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

国际研究小组估计，如果为所有的农
村家庭提供适度的发电量，每年将需要
21万至 28万千瓦的额外发电量。除中国
外，这一数字低于各国每年新增的发电
量。他们估计，为此在 2030年前将耗资
1800亿美元至 2500亿美元，在未来 20年
还需要有专门的政策和措施加以支持。

为了使超过世界 40%的人口使用清
洁烹饪，需要添加一定政策成本以帮助缓
解过渡期间的压力。这些政策支持包括新
燃料、新灶、改进生物质炉具的成本补贴
等，研究人员估计，未来 20年该费用支出
将为 7500亿美元至 1万亿美元。

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奥地利拉克
森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席·
帕乔里博士说：“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没
有新的政策和努力，在 2030年之前将无
法在烹饪领域普及现代能源，情况甚至有
可能恶化。”

他表示：“所需要的投资从全球的角
度来看规模是比较小的，虽然它需要寻求额外的融
资，但从现有研究数据来源的国家财政状况来看，至
少是有可能实现的。其带来的好处可能是巨大的。我
们的工作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将导致显著的健康效
益。即使所有的人都使用基于液化石油气的烹饪方
式，其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忽略不计———而
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

研究人员使用了两个建模框架，以探索有效的
替代政策与估算成本。为了估算扩大农村电网用电
的总投资，他们将电网延伸、运行、维护额外发电的
电力系统和投资成本等都包括在内。

如果在没有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加快全球电气化，
在 2030年之前将有 4.8亿至 8.1亿人获得电力。但是在
南太平洋农村、亚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仍将有 6亿
至 8.5亿人无法使用电力。 （达文冬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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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全球变暖、自
然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时，思考如何避免透支地
球资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量已成社会共识。而在
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显
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2年，全球知名日
用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
其中国工厂单位产量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比 2011 年
与 2008年分别减少了 9%
与 46%。预计到 2020年，
联合利华还要将产品生命
周期产生的温室气体对环
境的影响减少一半。

正如联合利华全球
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
所说：“在不久的将来，可
持续发展将成为唯一能
被大众认可的企业发展
模式。”

小行动，大不同

作为一个拥有 17.3万
名员工，产品销往全球 190
多个国家的日用消费品公
司，联合利华的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而掌管这艘巨

轮向着可持续方向前进也并非易事。联合利华
是如何在业务发展和可持续行动中平衡前行的
呢？
答案就是：全价值链目标管理体系。
联合利华北亚区战略沟通总监吴亮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说：“从产品原材料采购，到生产
和制造，再到消费者使用，最终被消费者抛弃，
产品的整个生命线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通过对自身“全价值链”的评估，联合利华

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聚焦于水、温室气体、
废弃物、可持续采购等几个领域。除了对生产、
运输等环节把控，联合利华还将可持续发展计
划扩展到对环境影响更为深远的原材料采购
及消费者使用环节，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
对环境的影响。
在这一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工厂中的太

阳能装置正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实
践之一。

2010年，联合利华金山工厂在屋顶上安
装了 500平方米的太阳能系统，用于加热生产
用水。从燃油到太阳能系统的转变帮助企业
每年节省成本超过 2.8万欧元，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166吨。

2011年，该太阳能系统又成功推广至太仓
工厂，400平方米的太阳能系统不仅帮助工厂减
少了蒸汽的使用与近 300吨温室气体排放，更
促进了每年超过 2.3万欧元的成本节约。
而联合利华旗下的百年国际品牌———力

士，在降低产品对环境影响方面所作的举措更
是值得效仿。
联合利华中国市场总监林文威表示，2010

年，力士就推出环保补充装，成为中国国内第
一个推出环保补充装的国际品牌；2011年，力
士又全面升级包装材料弃用 PVC（聚氯乙
烯），使用可降解且对环境无毒的 PET；2013
年，力士全面改进包装设计，降低塑料使用量
近 40%，更承诺自 2015年起全面使用可追踪
的绿色棕榈油。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渗透到全价值链的

目标管理体系，让企业的生产、销售、市场、服
务、采购、技术开发、后勤等各个环节都明确可
持续行动的目标和步骤，使得可持续行动和公
司业务相辅相成。

愿景与挑战并存

一直以来，联合利华可持续发展行动的愿
景就是：“实现业务增长一倍的同时，减少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并提高积极的社会影响。”

2010年 11月，联合利华在全球范围内发布
了《联合利华可持续行动计划》，提出在未来 10
年将实现三大目标：到 2020年帮助超过 10亿
人改善健康卫生状况；使单位产品对环境的不
利影响减少一半；100%农业原材料可持续采购。
联合利华表示，到 2020年，尽管公司的产

品产量会有很大的提高，但工厂能源二氧化
碳排量将会低于或保持在 2008年的水平，这
也表示生产每吨产品要降低排放量 40% 左
右。而与 1995年的基线比，生产每吨产品要降
低排放量 63%，绝对值降低 43%。
另外，到 2020年，联合利华还会将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量增加一倍以上，使其占能源所需
总量的 40%。而这也只是达到联合利华 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这一长远目标的第一步。
然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波尔曼

认为，联合利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降低热水
与香皂、沐浴露和洗发产品一起使用的次数。
为了实现目标，联合利华重新设定浓缩

洗衣液及洗衣粉产品配方，并且向消费者提
供更多能够帮助他们减少用水量的产品与工
具。他们计划到 2020年，在 70%的洗衣机洗衣
过程中，鼓励消费者用较低的水温、使用正确
的剂量进行洗涤。
不过，在波尔曼看来，要从实质上改变能

源及环境状况，更需要能源网广泛脱碳、有效
的碳定价及政府鼓励政策。

南方电网：

创新才能与“大停电”绝缘

电动车充电加速器面世
近日，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研究人

员为电动汽车开发出一种独特的集成驱动电
机和电池充电器。与目前使用的电动汽车充
电器相比，研究人员将充电时间缩短了 2至
8小时，降低的成本约为 2000美元。

赛义德·海格滨是该校电力工程的博士，
目前正在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关注电动车
充电器。研究成果显示，通过使用旋转变压器
的新功率传递的方法，能够开发出一种新型
高功率集成驱动电机和电池充电器。

海格滨说：“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足够强
大的充电器能在 5至 10分钟内，将电动汽车
的电池充满，但这所需的费用比汽车本身更
加昂贵。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做才能够降
低车载充电器的尺寸、重量与价格。”

由于在电池充电时电动汽车的电机和逆
变器不需要使用，研究人员开始研究使用它
们在充电电路中建立整体式电机和电池充电
器的可能性———换言之，是否能以较低的成
本利用电机和逆变器，在充电器电路中增加
充电的电源呢？
“与单独孤立的电池充电器不同，我们引

进了功率传递的一个新概念，即发达国家电
力传输中使用的旋转变压器。”海格滨说。

他表示，专门引进该新概念的目的，就是
利用变压器和分相电动机为电池充电。

目前，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所开发的这种
集成充电器仍处于实验室水平，为了实现系
统的更优化，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实验。
该产品已经申请了瑞典和国际专利。研究人
员寻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工业用户，他们与沃
尔沃公司正进一步加强想法与概念的沟通、
研究，以便将来能使用该套新系统。

“作为今后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可能的
解决方案，关于电动汽车的重要性已经讨论
了很长时间，但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种运
输方式究竟有没有未来？”海格滨说。

他认为，如果他们的研究团队能够解决
电池和电池充电器的主要问题，今后电动汽
车将获得成功。“电动运输在未来将变得更为
常见，例如电动火车、有轨电车和插电混合式
动力汽车等。” （郭湘编译）

这种电动车充电
新方法速度更快、成
本更低。
图片来源：phy.org

简讯

金风科技与中国北车
再度签署大额采购合同

本报讯金风科技近日宣布，与中国北车股份公
司再度合作，与其旗下全资子公司永济新时速电机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及全资子公司———西安
捷力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及西安永电金风科技
有限公司分别签订零部件采购合同，采购内容包括
1.5MW永磁发电机定子以及 1.5MW和 2.5MW永
磁发电机，合同总金额达人民币 21亿元。
金风科技执行副总裁曹志刚表示：“中国北

车是金风科技非常重要和友好的合作伙伴，双方
合作已达 12年。中国北车对于零部件供应质量
的严苛要求和控制，符合金风科技为客户打造高
品质风力发电机组产品的诉求。”
中国北车永济新时速董事长徐印平则表示：“中

国北车将持续提升零部件产品研发和制造水平，助
力金风科技国际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同时实现中
国北车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发展。” （贺春禄）

尚德预告
去年第 4季度和全年财务结果

本报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近日预公告
2012年第 4季度和全年度（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结果。

2012年第 4季度初步财务情况如下：出货量
环比下滑约 4%；销售额约 3.58亿美元，环比下降
8%；其中约 91%的销售收入来自光伏组件销售，
9%来自包括光伏系统、电池、硅片和光伏设备在
内的其他销售收入。该季度毛利率约为 0.4%。

2012年全年初步财务情况为：出货量约 1800
兆瓦；销售额约 16.25亿美元，同比下降 48%；其
中约 92%的销售收入来自光伏组件销售，8%来自
包括光伏系统、电池、硅片和光伏设备在内的其
他销售收入。全年毛利率为 -1.4%。
尚德电力首席执行官金纬表示：“我们正在

实施一系列重整措施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郭湘）

中盛光电全球发布
双子星 Castor组件

本报讯中盛光电日前宣布全球发布最新组件
产品———双子星系列之Castor。双子星系列组件根
据客户需求选择最优的接线盒设计方案，较常规组
件能够实现更高的输出性能与安全可靠性。本次发
布的Castor组件在制作工艺及选材上更多地考虑
了电站的实际运营，能够显著减少组件的内部耗
能，提高发电效率；全新的接线盒设计，可以使接线
盒实现快速散热，确保组件持续安全稳定的工作状
态，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整个电站安全平稳运行，
真正为业主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

中盛光电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佘海峰
说：“产品质量和创新、客户需求一直以来都是
我们中盛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很高兴
在全球市场推出双子星系列产品，希望新产品
能够为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给用户带来更多
的清洁能量。” （达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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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的
供应已成为决
定当前全球经
济发展的关键
要素时，如何确
保其供应的稳
定显然已成为
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