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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以新能源、能源互联网为抓手，找

准定位、明确路径并落实行动，将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让变局成

新局，推动新疆打造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示范区，为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电网力量。

2020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也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

变世界的形势，国网新疆电力公司需

要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指引下，把握好新疆能源在

我国“三基地一通道”大格局中的地

位，贯彻落实好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援疆工作

座谈会会议精神，多谋长远之策，多

行固本之举，以新能源、能源互联网

为抓手，找准定位、明确路径并落实

行动，将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让变

局成新局，推动新疆打造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示范区，为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电网力量。

得新能源者得未来

新疆迎来“风光”新时代
4月15日，新疆新能源总出力再

创新高，当天新能源发电总出力达到

1547万千瓦，发电量占全网用电量的

54.7%。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能源

不断变革的历史。能源从低密度到高

密度、由高碳向低碳转型已经势不可

挡。伴随着新能源应用规模的不断提

升，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模式变得

越来越清洁、越来越低碳。

彭 博 新 能 源 财 经 发 布 的 报 告 显

新疆能源 ：如何直面不确定性和变局
文／谢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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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球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从

2010年的43.7吉瓦增至2019年年底的

651吉瓦，已经超过了风电装机容量

（644吉瓦）。至此，太阳能成为仅次

于煤炭（2089吉瓦）、天然气（1812

吉瓦）和水电（1160吉瓦）的全球第

四大发电来源。从增量来看，2019年

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增量占当年全球增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我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

明确提出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截至2019年

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

重已达15.3%，提前完成承诺的2020

年目标。

亿万年的自然资源积累，让新疆

成为一座天然的能源宝库，拥有了

“两黑一白”（石油、煤炭、棉花）

能源；科技进步的助力，让新疆凭借

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迎来了属

于自己的“风光”新时代。

过 去 的 说 法 是 ， 新 疆 能 源 资 源

富 集 ， 品 种 齐 全 ， 拥 有 “ 九 大 煤

田”“三大油田”以及“十八条大

河”。煤炭资源预测储量2.19万亿

吨，约占全国的40%，居全国首位。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817.87万千

瓦，技术可开发量2870.73万千瓦，位

居全国第四。

现 在 ， 新 疆 新 能 源 资 源 领 先 全

国。风能资源总储量8.9亿千瓦，技术

可开发量7.8亿千瓦，位居全国第二。

太阳能资源年均辐射580万焦/平方

米，位居全国第二。目前新疆电网总

装机容量达到9620万千瓦，其中风电

装机容量1986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

1047万千瓦，装机容量均位居全国前

列。

如今，新疆在全国能源发展大格

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被赋予了

“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地位：国家大

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

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

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

8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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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局发布公告，就《国家发展改

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风光水

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文件提出，通过新能源就地开

发消纳、优化电力资源配置结构、扩

大电力资源配置规模，有利于促进边

疆地区繁荣稳定，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改善东部地区环境质量，

提升新能源电量消费比重，实现东西

部地区共同发展。此前，国家发展改

革委下发《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2020年本，征求意见稿）》，光伏

发电、风电、储能等被列入鼓励新疆

发展的产业目录。

一个属于新疆的“风光”新时代

已经到来。

得消纳者得当下

监测预警由“红”转“橙”
截至2020年9月底，新疆累计消

纳新能源发电量超过2700亿千瓦时，

其中本地消纳约1900亿千瓦时，外送

逾800亿千瓦时，促进了我国低碳发展

和能源转型，助力中东部地区节能减

排，实现多方共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明确提出

打造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示范区的目

标。今年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

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

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擘画了发

展蓝图，展现了“大国重器”的使命

担当。面向“十四五”，国网新疆电

力通过大力推动新能源消纳等举措，

落实上述战略目标，为实现2025年全

疆清洁化率25%而不懈努力。

在供给方面，“十三五”期间，

国网新疆电力积极发挥大电网能源资

源转换和配置作用，积极支持服务新

能源开发利用和并网消纳，推动新能

源装机容量从2015年的2219万千瓦提

升至3033万千瓦。新能源消纳形势持

续向好，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由2016

年历史最低值63%提升至91%，提高

28个百分点，摆脱了连续三年的风

电投资监测“红色预警”，实现了由

“红”转“橙”。今年，新疆电网将

综合运用技术、管理手段，实现全年

新能源发电量570亿千瓦时，确保新能

源利用率超过90%，助力新疆新能源

监测预警由“橙”转“绿”。

在消费方面，新型能源消费模式

也在新疆不断涌现：纯电动汽车、太

阳能充电桩、风光供暖让百姓用上了

清洁绿色的电能。全疆首个大型新能

源共享服务中心让哈密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将物理意义上的风变成

“数字化的风”……到2025年，新

疆全社会最大负荷和用电量有望突破

6180万千瓦和4700亿千瓦时。

当然，建设新能源大基地同样也

面临风险。为此，国网新疆电力与新

能源企业密切合作，努力探索创新实

践，提高新时代大电网驾驭能力：建

设全国策略最为复杂、场站接入最

多的AGC自动发电控制系统。截至

2019年，已接入532座新能源场站、

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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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圈，释放数据生态的价值，服务电

气化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

发轫于20世纪 50 年代的信息技

术革命，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普及

应用之后，正在步入产业互联的时

代，能源互联网应运而生。

能源互联网承载了能源流、信息

流、业务流等多种流量，需要从硬件

基础、软件环境两个层面进行布局，

才能实现其生态价值的最大化。

在硬件基础层面，新疆现已建成

750千伏哈密至敦煌、烟墩至沙洲交

流外送通道，哈密至郑州±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通道以及世界电压等级最

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

昌吉至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通

道，构成“两交两直”的交直流混联

外送格局，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坚强支撑。

在软件环境层面，基于能源互联

网能源流之上的信息流、业务流越来

越得到产业链上各方的重视，商业模

式、应用策略创新不断涌现。

正在崛起的数据生产力，已成为

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劳

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

等生产要素并列。《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能源互联网建设是落实国家电网

战略目标、推动新疆能源转型升级的

47座火电厂和22座水电站；开展国内

外“覆盖电压等级、故障形式、机组

类型最全”的新能源短路电流现场试

验，为后续推进新能源高占比电网的

精确仿真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 

当前，如何提高新能源预测和利

用率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目前，新

疆电网新能源气象及功率预测数据融

合互联平台已接入新能源场站524台

气象装置的数据，引入至少5种气象数

据源，基于数值天气预报技术提供水

平分辨率为1千米×千米的微尺度气

象预报数据，并通过平台预置的68种

算法，将气象预报数据转化为功率数

据，为新疆电网下辖各新能源场站、

断面、区域、全网提供功率预测服

务，有效降低电力供应保障压力。 

得互联网者得天下

大数据搭台产业“唱戏”
7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厅复函国网新疆电力，同意

授牌成立新疆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实验

室。

作为我国首家省级能源互联网大

数据实验室，该实验室依托大数据平

台、云平台、数据中台、物联管理平

台等软硬件基础环境，未来将吸引自

治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

产业联盟、社会组织，就大数据服务

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大数据、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场景创新

应用，着力培育一批共享共赢的能源

生态合作伙伴，推动建设数据运营生

关键。结合能源互联网三大体系建设

要求，国网新疆电力围绕“怎么建、

如何建、谁来建”等重大问题，聚焦

建设应用的难点和瓶颈，深化研究，

在推动新疆能源网架建设的基础上，

提出打造能源智慧服务、能源数据共

享、能源生态价值创造三大平台，建

立一个标准体系和建设一系列先行先

试示范项目等具体举措，为推动能源

互联网高质量发展明确路径、找准方

向、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下一步，国网新疆电力将加快引

领示范项目建设，按照“先行发布，

持续迭代”的原则，围绕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战略目标，依据战略目标在疆

落地的行动目标、路径和重点，依托

建设项目指南，加快实施乌鲁木齐先

行先试示范区、南疆源网荷储柔性调

度、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绿色交通

替代、新疆能源大数据中心等一系列

重点项目；同时，要围绕能源互联网

技术研究框架和规划方向，紧盯“大

云物移智链”等先进技术在能源领域

的融合发展，创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包括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高比例

接入、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协同互

动、信息架构与信息标准规约、大数

据价值深度挖掘、电动汽车规模化发

展等领域的专题研究。

（作者系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