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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给力，塔元庄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能源就是其中之一。“分布式光伏

+生态农业园区”“5G网络+多表合

抄”“车联网+充电桩”“平台+物联

感知”等设施陆续落地，塔元庄村因

此成为“乡村电气化村级示范”。

当下，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有了新举措：深挖“智慧能源+农业、

旅游、社区、交通、养老、教育”等

农村全领域用能服务模式，结合乡村

产业发展规划，在全电化建设、清洁

能源互补发展、智能化试点和综合能

源利用等方面，聚焦乡村全电化旅游

餐饮、智能化农业种养殖、现代化农

村智慧生活等领域，摸索成本低、具

有推广价值的综合开发模式和商业模

式，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电力

方案”。

国网河北电力以“革命老区西柏

坡乡村振兴电气化示范区建设”和

“雄安新区王家寨绿色智能微电网示

范工程”为示范，以助力实现农村现

代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为目标，开展农村电力基础设施

2019年春天，河北石家庄塔元

庄村的“乡村综合能源服务”正式亮

相。“智慧能源+”模式让很多人看到

了乡村能源革命的成功案例。

塔元庄村位于石家庄市北15公里

正定县，这里曾因人多地少、土地贫

瘠而备受关注。2013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到该村视察，并提出“把农业

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

做成规范化，提前实现小康村”的深

情寄语。

此后几年中，由于政策得力、落

围绕“乡村振兴”，国网河北电力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国家电网公

司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革命老区西柏坡乡村振兴电气

化示范区建设”和“雄安新区王家寨绿色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为

示范，以助力实现农村现代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

目标，开展农村电力基础设施优化和升级，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在河北落地实施。

河北 ：两个示范   一个目标
文／本刊特约记者   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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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建设新能源分布式储能微

网，满足屋顶分布式光伏100%全消

纳。

从技术上看，改造是在10千伏

线路加装一二次融合智能开关、智能

配电终端，以完善视频监控终端，加

装故障指示器，建设控制服务中心，

实现电网自愈，精准隔离故障点。同

步建设数字孪生电网，具备状态洞

察、实施操控、趋势预测和模拟实验

等应用功能，柔性组合、即联即用，

实现网源荷储协调运行。创新构建交

直流混合光伏并网模式，实现“两减

两增”即：减少光伏建设投资、减少

逆变能量损耗，增加光伏用户上网电

量，增加用户光伏收益。

示 范 的 意 义 ， 不 仅 表 现 为 技 术

新，而且体现为模式好。为此，国网

河北电力制定了从签订项目到落实监

督的“一条龙”服务，以明确政企合

作机制，保证项目顺利推进。

首先是构建“政府主导、电网主

动、多方参与”的乡村电气化提升工

优化和升级，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在河北落地实施。

革命老区西柏坡：

乡村振兴电气化示范区
在西柏坡，乡村能源发展的关键

词是智能化。

从范围看，西柏坡的智能化改造

是以北庄村和西柏坡纪念馆为中心开

展智能农村配电网和设备设施标准化

改造升级，延伸至南庄村、西沟村、

通家口村，实现低压联络供电、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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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也是因为这样的自然条件，王家

寨的定位是生态旅游和生态经济。而

要实现这个目标，能源非常关键。

2020年10月，雄安新区淀中翡

翠（王家寨）绿色智能微电网示范项

目正式启动，这个项目将在电源侧建

设光伏、风电、储能等多种类型新能

源，在电网侧依托智慧精品台区、

一二次融合开关等实现配电网状态全

息感知和主动运维，负荷侧创新实施

低压负荷需求侧响应。同时，通过源

网荷储协调控制、多微电网群调群控

等技术，打造“智慧供能、精益配

能、绿色用能”的能源互联网雄安新

区示范区。

当下，除了持续推进智慧供能，

王家寨还将建设精益配能和绿色用

能。

在能源生产环节，一个集“风光

储”等多种能源于一体的绿色智能微

电网，实现多能源协调互补优化运

行。

未 来 ， “ 集 中 式 光 伏 + 屋 顶 光

伏”、分散式风电、“集中式储能+户

用储能”等多种类型能源设施将在这

里落地，通过分布式发电功率预测、

储能电池自适应充放电等技术，实现

多能源协调互补和优化运行。

在能源输送环节，一个基于智慧

精品台区、低压直流的新形态配电

网，将实现配电网全信息感知和智能

服务。

未 来 ， 这 里 将 成 为 硬 件 装 备 精

良、运行状态良好的智慧精品台区，

全面感知台区电压偏差、三相不平衡

等指标，实现低压用户两率指标评估

预测，同时，感知客户用电信息，基

于台区负荷监测和预警，实现台区负

荷削峰填谷，推动源网荷储协调运

行。此外，台区还开展无人机智能巡

检，实现运维检修智能化，建设低压

直流示范项目，提供无感接触用电的

能源体验，探索新形态配电网运行经

验。

在能源使用环节，一个基于源网

荷储协调运行的控制服务系统，将实

现微电网“源储互济”和“即断即

愈”。

未来，王家寨将开发户用空气源

热泵柔性控制系统，实现不降低舒适

度的负荷控制，建设智慧充电桩，探

索有序充电服务。同时，融合各类电

力科技创新元素，创新居民用能方

式。此外，还将建设微电网控制服务

系统，实现多微电网群调群控、源储

互济、即断即愈和一键恢复供电服

务。

助力实现乡村能源“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目标
不久前，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下

文简称《意见》）。

程工作机制，多方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研究尝试为农业园区、龙头企

业、规模较大的加工企业等提供电力

设备租赁及服务业务，引导社会资

本、企业参与项目建设。

在项目前期开发阶段，通过省政

务大厅农业用户办证信息获取用户需

求信息资源，或市县公司发动本地优

势获取用户需求信息资源。

其次是围绕“农业生产、乡村产

业、农村生活”三大领域，择优锁定

潜在用户，主动对接用户，专人与用

户一对一作前期沟通交流，并视情况

组织支撑现场勘察，制定建议方案后

与客户对接，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并

根据用户意见对方案进行深化。

再次，在签订合同后，项目会纳

入国网河北电力乡村电气化项目库，

由综合能源公司或县供电公司完成后

续服务项目内容，为用户提供“电网

配套建设、综合能源供应、电能替代

技术推广、综合能效分析、配电设备

运维、分布式光伏发电、楼宇用能优

化、无功补偿服务、共享电站”等服

务为一体的客户经理托管制的个性

化、定制化服务产品，重点跟踪推进

落地。

雄安新区王家寨：

绿色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
王家寨是白洋淀内唯一一个不通

公路的村庄，有“淀中翡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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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意见》中，人居环境、

绿色生态、城乡融合等表述多次出

现。而这些表述，也是乡村能源变革

的大方向。

在优化人居环境上，“煤改清洁

能源”将是主要策略。未来几年，河

北将以村落为单位打造低碳用能系

统。

具体看，在居住率高经济基础好

的聚居型村落宜采用“空气源热泵+水

蓄热电锅炉”集中式供能方式，打造

电能“生态村”。在居住率低生物质

资源丰富的聚居型村落，宜采用“生

物质颗粒物加工站+清洁炉灶”集中

式供能方式，打造生物质能“生态

村”。在房屋分布相对分散的村落，

通过建立科学的清洁用能评价体系，

因地制宜选择分布式光伏等分散式用

能方式。因地制宜推广被动低能耗农

宅：加强农宅节能宣传，培养农民建

筑节能意识。

在加强生态建设中，河北将抓住

“农业大省”的特点，通过建立农

村生态产业链，以促进清洁能源生

产。

未来，将积极打造农村生态产业

链，提升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

升农林废弃物等能源化利用优先级，

制定针对生物质特点的环保建设标

准；制定生物质耦合发电的监测手段

和计量手段，促进耦合发电技术的推

广应用。

此外，将探索能、农、渔、副互

补的田园综合体模式，促进新能源和

农副产业联动互补。在养殖业中，探

索建设“猪光互补”光伏电站，在减

少光伏土地束缚的同时，发挥其稳定

物价指数的作用。在种植业中，探索

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大棚与新能源结

合，提高农业自动化程度，实现生

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提升。进一步

规范分布式能源并网运行模式，鼓

励较大规模的集中式电站配置储能

设施，提升电网调度能力和消纳能

力。

在减少城乡差距上，提升农村能

源普遍服务能力将是未来的主要方

向。

未来，国网河北电力将结合《河

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

区域规划》，在山区、牧场等边远农

村，发挥不同能源在季节、天气、地

域上的互补作用，打造具有农村特色

的“源网荷储用”协调发展的能源互

联网。

同时，重点推动垃圾收集、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综合服务体系城乡一体

化，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备安装、

维修和服务城乡一体化，清洁煤炭加

工、配送服务和清洁煤利用设备服务

城乡一体化。此外，还要探索引入光

伏保险机制，解决服务资金出处难的

问题，保障广大农户持久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