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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 王宪才 李康 左丰岐

“杨庄站10千伏万兴线核相正确，具
备拉手条件。”7月9日，随着莱芜供电公
司110千伏寨里站10千伏大下线成功送
电，并与110千伏杨庄变电站10千伏万兴
线核相正确，杨庄站实现了10千伏线路异
站拉手功能，通过本次负荷切改和拉手
改造，莱芜电网结构和负荷分布更加合
理，变电站全停故障下的应急处置和负
荷转供更加灵活，至此，莱芜10千伏配电
网全部实现异站互联互供，大大提升了

配网供电可靠性。
10千伏线路异站拉手建设对提升配网

结构、增强供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有
利于提升10千伏线路N-1通过率和变电站
全停全转率，是“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建设的重要部分。据介绍，变电站在单
电源或单主变运行方式下发生故障，容
易造成变电站全停，10千伏系统所带负荷
全部失电，通过异站拉手，一方面可将
部分线路负荷转移至其他变电站供电，
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拉手线路反带10千伏母
线的运行方式，恢复全部或部分重要负

荷，在变电站上级电源短时无法恢复的
情况下，为处置变电站全停故障提供了
有效途径。

近年来，莱芜供电公司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强化电网运行分析，系统梳理
电网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本年度提
出问题19项，一一制订整改措施及建议。
上半年先后完成颜庄站间隔调整、杨庄
站异站拉手配出等7项问题的整改，彻底
消除单线单变供电问题，实现了变电站
异站拉手，网架结构的不断优化。

据悉，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莱芜供

电公司将进一步深化配网负荷构成分
析，及时了解钢铁形势和用户产能，
准确预测负荷变化趋势，预判可能产
生重过载的设备，做好事故预案并开
展 地 调 、 配 调 、 配 抢 联 合 反事故 演
练，提升应急处置协同能力。强化电
网运行风险管控，开展实时态电网N-
1、N-2潮流分析，加强重要潮流断面
监视；充实值班力量，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和负荷变化，建立“2+N”备班值
班模式，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
运行。

□ 江振华 张思凯

6月24日，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朱家后戈庄村5
台区开展变压器增容，将原200千伏安变压器增容至400千伏安，提升
了该地区配网供电水平。

朱家后戈庄村有村民1000余户，小学1座，属于北安街道的大
村。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家户户用上新电器，夏天空
调使用率大大提高，原本的配网开始出现重过载现象。停电跳闸现象
的发生，严重影响客户用电质量。该公司高度重视，统筹规划，提前
将该村列入今年农网改造计划，对该村5个台区供电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全面提升该村配网供电水平，保障迎峰度夏用电安全稳定。

为减少即墨区夏季高温天气台区重过载和线路“卡脖子”带来的
用电问题，全力保障即墨地区有序可靠供电，该公司积极推进台区建
设，“三步走”打响迎峰度夏电力攻坚战。

统筹协调，全面掌控工程进度。合理的统筹离不开规范的流程，
从供电所申请提报到现场方案的落实，到详细施工图编制，到最终资
料存档，全都严格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为工程保质保量，该公
司实行分包责任制，施工计划实行“周工作计划制”“日调度制”，
统筹调配台区停电时间，协调过程中发现问题，随时解决，为工程及
时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优选施工力量，建设优质工程。为解决施工队伍和人员水平良莠不
齐，易出现施工拖沓、工程质量不高等问题，该公司对施工队伍提出高
要求，多方调集施工力量，优中选优，确保施工队伍及人员技能水平高、
服务意识强、业务素质优。为每支施工队发放《优质服务明白卡》，帮助
学习规范的沟通协调方法，避免在施工过程中与客户发生不必要的摩
擦。精选后的施工力量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施工速度大大提高。

后勤保障不含糊，助力施工显用心。迎峰度夏施工建设时间紧任务
重，施工人员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加上夏季天气炎热，施工人
员容易出现体力不支、中暑等现象。该公司针对这种情况，合理调配
施工时间，并为每个施工队配备了解暑汤、解暑药品等防暑降温用
品。做好施工车辆夏季用车安全检查，消除车辆安全隐患。

□孟祥恒 赵天宇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8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营销大客户经理王强、

王乐蒙、钟世华来到枣庄国家高新区航天科工新能源产业园，就客户
的用电需求、工程进度、电费电价政策等，主动上门征求客户意见，
协调、解决有关用电事宜。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客户，枣庄供电公司定期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走
访活动，组织营销客户经理、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进企业、访客户，
进一步精简办电环节，推进业务提速提质。创建服务受理“零推诿”、服
务质量“零差错”、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结果“零投诉”的“四零”承诺
服务星级营业厅，让高压客户“最多跑一次”，低压客户甚至“一次都不
跑”。同时依托掌上电力、电e宝、彩虹营业厅等线上服务渠道，为客户提
供用电信息查询，电子账单、电子发票下载等服务。该公司还对企业
用电行为免费监测，提供峰谷电价构成、大工业基本电费容量需量对
比分析等服务，有效降低客户电费成本。

据悉，今年上半年，枣庄供电公司已先后走访大客户1026家，排
查解决各类用电问题98项，营造了良好的供电营商环境，“获得电
力”指标持续提升。

□通讯员 郭轶敏 崔浩杰
记 者 张 楠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网山东电力超前
部署，超额完成电网建设里程碑计划。

上半年，国网山东电力累计新开工35
千伏及以上工程152项，新开工规模为线路

长度2390 . 77公里、变电容量1483 . 71万千伏
安，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45 . 33%和59 . 81%；
累计建成投产35千伏及以上工程170项，投
产规模为线路长度3150 . 6公里、变电容量
1405 . 35万千伏安，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55 . 38%和59 . 11%。新开工和建成投产工程
均超额完成上半年电网建设里程碑计划。

国网山东电力对内加强目标管控。在
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工程建
设、停电配合等工作安排，实现了19项煤
改电工程、9项迎峰度夏工程提前竣工投
产，鲁南高铁220千伏费县北牵引站一次
送电成功。对外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企
业。积极争取将省内电网项目纳入《山东

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并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积极牵头电力与铁路、高速公路等部
门沟通对接，签署《铁路与电力设施建设
维护合作协议》，推动与山东高速集团公
司层面对接会谈，为加快推进电网、路网
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报通讯员 张华
张彭 王伟

本报记者 张思凯

提到煤矿，大家脑子里第一涌现的
画面可能是在灰暗、潮湿的巷道内，矿
工满脸煤尘，在几百米井下汗如雨下地
辛勤劳作。虽然近几年，煤矿现代化、
自动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人
们的潜意识里，采煤工作仍被贴着脏、
累、苦的标签。

6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邹城的兖
矿集团鲍店煤矿，通过对全国首个常态
化智能化综放工作面、兖矿集团鲍店煤
矿7302工作面进行体验式采访，让记者
对煤矿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整洁无尘，
交通快捷，人机分离，全程智能化，工
作面操作工人竟比参观人员少，这是记
者在这个矿井下体验采访时的最大感
受。

坐罐笼（类似电梯）下到距地面
430米井下，巷道内亮如白昼、一尘不
染，各类管线吊挂整齐，路面平整，洁
净程度堪比地面。刚进入井下，记者就
被自己的目光所至之处震撼了。

熟悉煤矿的人都知道，传统采煤工
作面每班次至少需要十几名工人，但在
该矿7302工作面，记者却只看到了五名
职工，猛然发现下井参观的我们与该矿
同行人员加起来，竟比现场的职工人数
还要多。在现场，记者看到，仅需一名
职工坐在井下集控室里结合实时视频信
号，通过操作遥控器就完成了采煤作
业。

和我们一同下井的鲍店煤矿矿长王
春耀向我们介绍，该矿7302工作面是兖
矿集团乃至全省、全国的智能化综放示
范工作面，他们牢牢抓住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机遇，积极推进自动化、信息化、
智能化示范工程建设，以打造智能化综
放工作面为目标，以“装备自动控制、
数据自动采集、岗位无人值守”为方
向，实现了采煤机智能控制、三机一键
启停、液压支架自动跟机、采煤机记忆
截割、时间频次自动放煤以及可视化远
程监控等功能，全力打造了“自动控制
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智能化生产新
模式。该矿所用采煤机的截深（即割煤
深度）为0 . 8米，煤机滚筒从机头到机
尾运行一个循环（即通常一刀煤的进
尺），可生产原煤约2800吨，效率之高
令人惊叹。

既然是智能化综放工作面，智能究
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面对记者的提问，
王春耀说，智能化主要体现在集控中
心、支架和煤机智能操作、集中供液等
方面。

该矿建立了井下和地面两个集控中
心，将采煤工从危险的工作面采场解放
到相对安全的顺槽监控中心甚至地面调
度指挥中心。液压支架配备全功能遥控
器，通过“有线+无线”双重通信，实
现精确对码和遥控控制，一次对码即可
操作工作面所有支架自动跟机。智能煤
机系统，实现煤机实时状态监测、故障
诊断、记忆截割、煤机定位与姿态监
测、远程控制、远程参数修改与程序更
新、工作面自动找直等功能。

特别是工作面配备国内首个采区集
中供液泵站系统，采用地面配液、采区
集中泵站供液的方式，配置大流量变频

乳化液泵、水质净化设备、电控反冲洗
过滤装置，可实现液压系统远距离恒压
供液、自动清洁，减少运输环节，确保
配液质量动态达标，集中供液可服务于
七采区的9个工作面，服务年限达12年
以上。

鲍店煤矿的井下全部取消了架空
线，采用单轨吊运输物料，利用电机车
头牵引人行车、无轨胶轮车将矿工载乘
到工作地点。此次我们所体验的7302工
作面，距离井口位置约6公里，乘坐无
轨胶轮车只用了25分钟，如果步行最快
也要100分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全
部实现‘半小时工作圈’。”王春耀自
豪地说。

升井后，该矿还在调度信息中心
的地面集控中心演示了地面集控中心
远程操作井下现场采煤作业。记者看
到随着工作人员的一键启动，巨大电

子显示屏上显示位于地下400多米深
处工作面的各类采煤设备依次自动运
转，井然有序地割煤、推溜、移架、
输送，滚滚的“乌金”如流水般奔向
地面。“在7302综放工作面上，分布
着 5 8个高清摄像头， 1 0 0 0多个传感
器，大屏幕上的这些图像都是由它们
把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传输回来的，地
面集控中心通过千兆网络与井下集控
中心通讯，经井下授权，便可实现地
面远程操作。”该矿副矿长刘海全指
着大屏幕对记者说。

安全系数高、劳动强度低、作业人
员少是该矿智能化建设的特点，该矿液
压支架跟机自动放煤、液压支架全功能
遥控器实现人机分离等技术在国内和国
际均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国内首家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智能化综放工作面的
常态化运行。

□ 宋彬 刘铭 张楠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供电职
工，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日前，国
网长清供电公司员工石成柱获得济南市长
清区政府“榜样”提名，面对荣誉，他这
样说道。

2010年，石成柱从中国石油大学电力
专业研究生毕业，成为长清供电公司变电
检修班的一名实习生。谁都没想到，在这
短短几年时间，便成为配电工区的“台柱
子”，挑起配电工区工作的大梁。

据悉，长清区2012年开始建设第一座
智能变电站——— 青阳变电站。从设备安装
到调试，从验收到送电，石成柱独当一
面，与设备供应商交流了解设备性能，
主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在岗位上迅速
成长起来。继青阳变电站之后，石成柱
又参与了潘农、牛山、夏庄等变电站的
智能化建设。几年下来，石成柱积累了
大量的专业知识，逐渐完成了从“菜
鸟”到专家的蜕变。

“很多时候，一些同事知道怎么去
做，但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去做。”石成柱

担任工区班长后，经常会在施工完毕后现
场为同事们举办一个讲堂，给大家讲解施
工过程中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断带动周边
同事专业技能的提升。

“天天加班，回家后电话不断。”石
成柱的妻子王倩这样评价一心专注于工作
的石成柱。2017年的一天夜里，正在忙着
做饭的王倩听到“咔”的一声，整个屋子
一片漆黑，孩子吓得“哇哇”哭了起来。
这时，石成柱打来电话，“线路出了点问
题，你哄好孩子，半小时内就能恢复供
电。”20分钟后，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妻

子明白，长清区的无数个家庭需要石成柱
这样的电力人付出，需要他们去守护这一
方灯火。

2017年，年仅33岁的石成柱成为长清
供电公司配电工区第一任主任。进入管理
岗位的石成柱，更多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工
区效率、提高配电安全系数。凭借在智能
变电站建设中积累的现场经验，电力专业
知识扎实的石成柱在技术创新上更善于
“取巧”。两年的时间里，长清供电配电
工区获济南市“五小创新”发明奖三次、
取得发明专利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四项。

□ 田华 张楠

7月1日以来，平阴县气温逐渐升高，温度持续在35℃以上。为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周密部署“五道防线”为
全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尽心守护夏日用电安全。

强化巡视和测温工作，结合周期巡视、夜间巡视和特巡同步进行
测温工作。平阴供电公司对变电站内所有设备接点进行测温，尤其是
接带重要用户设备、大负荷运行设备，隔离开关动、静触头，线夹接
头、主变套管引线接头、二次接线端子排等部位，逐个进行测温并详
细记录。对负荷高峰在晚上的变电站组织开展夜巡。对于过载严重的
设备单独列表记录，进行跟踪测温，严密监视其变化趋势，及时汇报
并做好负荷调整等配合工作，确保线路安全运行。

加强变压器的温度检查和负荷监测。特别针对运行年限较长的变
压器，巡视人员重点检查变压器绕温、油温、油位以及冷却系统运转
情况，经过细致检查，近日共发现两处变电站风机异常并及时消除设
备隐患。对无法测温的封闭式开关柜设备，查看示温胶贴是否发热变
色，密切监视负荷情况，合理调整运行方式。

落实所辖变电站开关室、主控室空调、通风装置是否开启并运行
良好。夏季来临前，对空调滤网、室外机进行清扫、冲洗。对所辖变
电站主控室、高压室的62台空调运转情况进行全面专项检查维护。通
过合理设定空调制冷温度，保证主控室、带有保护装置的高压开关室
温度，确保二次设备工作正常。

加强变电站排水系统巡视检查，重点检查变电站生产场所的防雨、
防汛设施，及时对两座变电站渗漏雨房屋进行了维修，对排水不畅的排
水口进行疏通，对电缆沟、端子箱等提前做好防雨受潮等防护工作。

合理调配作业人员和车辆，人员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和中暑急救措
施，作业车辆做好高温防燃检查和应急措施。

平阴供电公司把“五道防线”措施有效落实到每天各项工作安排
中，保证暑期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为变电设备在迎峰度夏
期间可靠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石成柱：善于在技术创新上“取巧”的电力人

整洁无尘 交通快捷 人机分离 全程智能化

走进国内首个常态化智能综放工作面 平阴供电“五道防线”确保电网安全

即墨供电打响迎峰度夏攻坚战

枣庄供电主动上门服务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新开工线路长度2390 . 77公里、变电容量1483 . 71万千伏安

山东电力超额完成上半年电网建设任务

莱芜10千伏配电网实现异站互联互供

□ 张楠 张治林

“单位附近就有充换电站，上午上班时充上电，下午下班时就能
充到80%，非常方便。”谈起如今的充换电体验，刚刚购买了纯电动
力轿车的济南市民杨晓春赞不绝口。

近年来，作为全国首批“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
城市之一，济南市公交、私家车、共享汽车纷纷“触电”。绿色出行
已成为济南市民的优先选择，据测算，到2020年，济南市电动汽车保
有量预计将达到4 . 3万辆。

据了解，为支持电动车高速发展，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超前规划，
主动提升充换电服务能力。截至目前，济南供电累计建成83座充换电
站和京沪、青银、京台等6座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可提供每天2 . 5万辆
/次的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

此外，在济南供电公司倡议下，济南市政府出台了《济南市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规定，以新建住宅项目
停车位100%、公共停车场停车位不低于15%的比率，配建或预留充电
桩安装条件。目前，全市已有145个新建小区、11 . 7万个车位开展充电
桩配套电网建设，为推广全市电动汽车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济南供电提升充换电能力
助力市民绿色出行

7302工作面集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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