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电力 打造美丽津城新生活

【场景】春天看一场满山的梨花，
夏天体验一次常州村山美水美的精
品民宿，秋天浏览红绿交融的十里红
色文化长廊，冬天在冰雪乐园来一场
精彩的亲子大冒险。现在的天津市
蓟州区下营镇春夏秋冬，每个季节
都是旅游胜地……

可是几年前的下营山村还不
是这个样子，山里暖得晚，冷得
早，满打满算一年有效经营期才
六七个月。“最开始，山里农家院
是开起来了，但是游客入住率并不
理想，大都集中在夏季和周末。”6月
19日，正忙着接待游客的农家院荣聚
园的老板娘王翠华介绍说。

村里用电负荷波动大、季节性强
的特点都被电力大数据记录了下
来。早在2019年，国网天津市电力公
司就依托天津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将
电力大数据分析服务应用于社会民
生、辅助政府决策。

用数据看实际，以数据观发展。
“通过电力信息采集系统对该村电力
负荷数据的采集，我们发现团山子村
农家院的用电负荷伴随季节变化，最
高、最低相差近3倍。”国网天津蓟州
公司副总经理盛继光说，“我们发现当
时的团山子村经济发展薄弱点，预测
团山子村经济发展能够在丰富山村周
边娱乐设施多样性上下功夫。”

正是依托于电力大数据的应用，
国网天津蓟州公司对农村电网进行
分析研判，2020年 8月，对山区的电
力设备进行了绝缘化改造配套升
级。同年，团山子村对旅游设施进
行了升级改造，将梨园改造成为以
亲子探险类为主题的游乐场，吸引

了很多的游客，山村经济一下子
“火”了，京津冀周边的游客纷至沓
来，崭新的电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电力保障。

服务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落地，国网天津电力充分
发挥电力数据实时性强、准确度高、
与生产生活相关性强的特点，构建乡
村振兴电力指数评价体系，从产业、
宜居、文教、民生等方面对蓟州区乡
村振兴示范村等重点村落发展情况
进行分析评估。
“有了大数据的支撑，我们提前发

现了蓟州区19个乡镇对用电增长的迫
切需求，经过几轮电网升级，现在蓟州
农村户均电力容量提升近2.5倍，部分
电取暖集中区域增长了近5倍。”盛继
光说。
“山里冬天来得早，以前过了十

月份游客就没多少，自打开发了冬季
旅游，冬天的游客一点儿不比夏天
少。我们今年年初又加装了一台空
气源热泵给住宿的游客供暖，赶在夏
季到来前又安装了17台空调。供电
有了保障，我们的致富信心也足了。”
王翠华高兴地说。
【未来畅想】发展新农村，深入推

进“互联网+”、5G技术应用的农业旅

游新业态，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建设

正拉开序幕。国网天津信通公司数

据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黛茹介绍：

“下一步，我们将借鉴国内先进电力

数据分析经验，汇集经济、人口等数

据，细化完善指标体系，常态开展防返

贫、乡村振兴示范村等专项监测，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用

‘大数据’智慧描绘乡村振兴新蓝图。”

电力大数据 为乡村振兴插上翅膀
杨培斌 王建慧 侯丹

【场景】6月20日，在中新天津生态
城泰八路公交站内，随着机器人机械
臂自主移动，精确地将充电枪插入一
辆纯电动公交车，自动完成插接并充
电。在充电操作任务完成后，调试人
员使用手机远程操作机器人将充电枪
拔出，顺利完成了一次纯电动公交车
的全部充电流程。这个机器人被称作
“智能充电机器人”。

该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时
代楷模”“改革先锋”国网天津滨海公
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
明介绍说：“由于项目突破的技术涵
盖复杂环境三维建模、目标精准感知
与定位、狭小空间机器人运动规划和
智能控制等领域，因此该技术还可以

应用到消防、输电、用电等智能电力
机器人装备上，实现技术链和产业链
的延伸。”

这个让你永远可以相信的机器
人，搭载了轻量化机械臂、视觉传感
器、5G通信模块等先进设备，可以智
能感知车辆停靠位置并准确识别车辆
充电口，利用机械臂完成插枪充电至
满电拔枪的全部充电过程，彻底代替
人工，智能性也让机器人的实用性大
大增强。目前这个机器人所拥有的智
能技术经过迭代，还在天津市津门湖
综合充电服务中心“上岗”，为客户提
供美妙的充电体验。

作为一种新兴颠覆性的技术，人
工智能正在释放着科技革命与产业革

命的巨大能量。如今，人们身边常见
的有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冰箱、智慧
路灯。现在，连给爱车充个电都可以
让机器人轻松搞定，可见，人工智能正
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
【未来畅想】数字化和低碳化是人

类社会发展最重大的两大趋势，两者相

互驱动、相互促进，是推动人类社会绿

色发展的双引擎。人工智能技术不仅

在电力行业广泛并深度应用，还将推广

至救援、勘探、矿上等其他行业。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

来。国网天津电力将持续加大自主创

新，进一步加强各种机器人的技术攻

关，推动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电网设

备巡检等领域广泛应用，带动电力机器

人产业链飞速发展，推动智慧城市从智

能化向智慧化发展。低碳智慧出行、智

慧应急、智慧充电、智慧停车、智慧旅

游、智慧公安……未来的城市将无处不

“智能”，无处不“智慧”。

“智能充电机器人”你可以相信
赵婷婷 王立国

【场景】特高压线路作为电网“主
动脉”，其运行安全至关重要。在
天津境内，特高压密集输电通道全长
198.321千米，其中输送容量达到4400

万千瓦，是国家电网公司额
定输送负荷最大的

重要输电通道
之一。

6 月
20 日 ，
在天津
特 高
压 输
电 线
路 密
集通道
处 ，随

着现场工
作人员一键

式点击“开始”指
令，“车载智能机巢”中

的3架智能无人机依次飞向铁塔和线
路上空，开始了对通道上的杆塔的自
主“飞行”巡检。

无人机号称“空中机器人”，现在
已经广泛应用在搜救、运输、交通监
测、农业测绘、消防、电力巡检等领域。

以前，电力施工架线、线路巡视
都是靠人工，电力工人千辛万苦地
翻山越岭，爬高塔、走电线，不仅耗时
耗资，安全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如
今，在电网运行领域，无人机以它特
有的功能大显身手。用无人机代替
电力工人将架线的牵引绳拉过去，架
线的效率和安全性得到很大提升。
无人机还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对于
输电线路来说，无人机巡检与航拍相
似，可以利用拍摄到的图像对线路的
数据进行分析，不用登塔检查，就可

以判定是否需要维修或者更换，极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作业人员高
空坠落的作业风险。利用无人机进
行巡检也正趋于智能化。
“车载智能机巢”是一款聚焦无

人机野外作业的一体化自主充电移
动储运管理仓，可以称作是一台集无
人机自动放飞和收回、自动充放电、
储运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移动
巡检车”。机巢可依次派出3架不同
功能的无人机，实现杆塔精细化自主
巡检、倾斜摄影、通道隐患预警等多
项作业，成为区域内无人机集群化
作业的新模式。作业人员只需要滑
动起飞，机巢就可以自动控制、推出
无人机开始线路自动巡检作业。
“这款‘车载智能机巢’是在我们日

常巡检工程车上改装的。机巢从方案
设计到车辆改装，都是我们自创的思
路。机巢的结构和控制方法整体申请
了发明专利，在全国目前独一份。”国网
天津高压公司无人机巡检工霍庆悦
说。“有了车载智能机巢，一个人半小时
就可以轻松完成‘三跨’、‘线路密集区’
等特殊区域的巡视工作。”
【未来畅想】

未来，国网天津电力将加快构建

“立体巡检+集中监控”输电运维新模

式，随着无人机自主巡检应用深化，

可有效弥补人工巡视短板。激光点

云和红外检测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可

快速发现通道树竹超高、设备发热等

各类隐患，同时，无人机在非紧固类

工程验收、高空异物清理、带电作业

辅助检修等复杂作业场景也可以应

用，大幅减少基层人员高空作业次

数，有效降低安全风险，推动数字技

术与输电专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电网

运行管理数字化转型升级。

输电线路怎么保证安全运行？
——让智能无人机飞一会儿！

赵婷婷 马腾飞

【场景】传送带联动多个生产线，工
人与智能设备高效协作，制造车间内成
套装备封闭、静悄悄运转……6月 22
日，走进从事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生产企
业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满眼尽是繁忙景象。

在距离该企业4千米的天津市宝
坻区九园工业园区管委会，该企业的碳
排放数据通过天津电力碳中和支撑服
务平台详细显示在业务展示屏上。

近年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和小辛
码头村分别依托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产业集群和绿色乡村游被称为“一
园一村”，颇具知名度。据管委会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该平台已接入包括该
企业在内的“一园一村”151家企业和88
家农户的煤、油、气、电、热等能源消耗
数据，从区域、行业、企业、乡村维度，围
绕指标监测、减排管理、零碳规划、经济
测算等方面，构建“一园一村”碳中和支
撑体系，推动园区产业升级和乡村生态
高质量发展。

利用已接入的数据，该平台可精准
分析园区内企业的生产流程、能源消费
结构及碳排放特性，为其提供碳排放数
据实时监测、预警、对标等服务，科学研
判园区碳中和进程。围绕小辛码头村

特色旅游，该平台可统计分析餐饮、住
宿、交通、购物、娱乐各个环节的碳排放
量，打造乡村旅游碳足迹模型，形成不
同时间维度的旅游碳足迹排放清单。
同时，该平台还可从乡村碳达峰预测、
节能减排方案规划、碳中和评估三个层
次全面展示乡村“双碳”发展路径，助推
乡村低碳发展。

盟固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部负责人愈洪亮介绍说：“因特殊的生
产工艺，仅制氧工序，企业每天用电量就
达5万度，月均用电量900万度，是耗能
大户。如何落实政府低碳生产要求，科
学调节生产，控制碳排放，一直是困难企
业的难题。”伴随企业生产数据导入平
台，该企业将享受到平台提供的碳电子
账单等一系列服务，可以准确掌握季度
排碳总量、电费总额及用电量在园区工
业企业的排名等信息，并通过季度排碳
同比分析、月度排碳量图表比对掌握生
产用能变化，调整生产经营流程。

在潮白新河之畔，有“千年古渡”之
称的小辛码头村，一个建有2排车棚和
8座充电桩的充电站格外显眼。

国网天津宝坻公司营销部综合能源
技术管理专责张涛介绍说：“我们将发电
功率为14.85千瓦的光伏车棚与1套62.5

千瓦的储能
装置搭配，
形成了‘光
伏+储能’的
联动模式。该
模式利用了储能
技术快速响应、双向
调节、能量缓冲的特性，
将充电之余的光伏电量或夜
间谷段电量进行储存，在极大提高光伏系
统的调节能力，实现光伏所发电量就地消
纳的同时，可与电网形成良好互动。”

充电站中4座V2G（车网互动）充
电桩格外吸引人。电动汽车车主不仅
能利用V2G给爱车充电，还能向电网送
电，这既有利于电网整体安全平稳运
行，车主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按照
充电站每年提供充电服务2000次、充电
电量 5.3 万千瓦时进行估算，此 4 台
V2G充电桩每年可减少燃油消耗2.13
万升，减排二氧化碳约50吨。

据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发展部规划
二处处长迟福建介绍，2021年，遵循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原则，国网
天津电力建设碳中和支撑服务平台，启
动示范工程建设。构建“光伏+储能”用
能模式、部署V2G充电桩、风电入网等都

是宝坻“一园
一村”“双
碳”示范工
程的建设
内 容 ，整
体建设正
在 加 速 进
行中。
【未来畅

想】国网天津电力

将在“一园一村”内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低碳

交通网络、低碳建筑楼宇、智慧市政网

络，实施全域“多表合一”、智慧物联体

系、“能源大脑”等工程，开展“能流-碳

流”综合分析、区域碳中和评估、碳资产

管理辅助功能开发，提供能源实时监

控、智慧节能等服务。依据建设规划，

到2023年底前，“一园一村”将初步建成

以绿电为中心的现代能源体系，清洁能

源装机达到255兆瓦，清洁能源电量占

比达到65%；园区企业综合能源应用率

达到70%，低碳经济贡献度达到64%。

小辛码村实现“碳中和”，实现乡村“碳

汇”试点运营。到2025年，“一园一村”

清洁能源装机达到299.4兆瓦，清洁能

源电量占比达到75%，初步构建绿色循

环经济体系，示范引领作用将全面显

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技术、新模

式将走向全国。

【场景】“今天在‘津门湖’体验了一
把‘黑科技’！”

6月 19日，新能源车主张先生在
天津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头
一回享受到机器人给自己爱车进行的
自动充电服务。充满好奇心的他将充
电过程拍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朋友圈”，
引来一片点赞。
“这台机器人由‘时代楷模’‘改革

先锋’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运维检修部
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创新团队研
发，是国内首个乘用车领域智能多工
位自动充电机器人。”津门湖新能源
车综合服务中心专责席燕军自豪地向
张先生介绍，“您别看这个机器人外
表简单，内部可精密了！视觉人工智
能技术和双目摄像头让它有了‘视
觉’，磁条融合技术、力控感知技术让它
有了‘触觉’。您看，通过地面上的磁
条，机器人便能感知到车辆的位置，车
停歪一点也没问题。它还能模拟人手
动作，在充电枪插接过程中不断调整力
矩，避免对充电接口造成损坏。”

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是
由国网天津电力建设并于去年7月投
入使用，集“政府监管、品牌运营、产品

体验、技术开发、多站融合”等功能场景
于一体，共有71个充电车位，是目前本
市规模最大的公共充电站，预计全年充
电量将达到约500万千瓦时。在这里，
除了机器人自动充电，还有无线充电、
即插即充、自动换电等充电方式，形式
多样的充电方式“任君挑选”，犹如走进
了一座大型“充电超市”。

绿色发展的理念不仅体现在服务
对象上，也体现在建筑自身的能源利用
方式上。852块太阳能板铺设在津门湖
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车棚和充电站
屋顶上，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379千瓦，
储能装机容量达0.5兆瓦/1兆瓦时，与充
电桩一同构建起“光储充换”系统。“一天
的光伏发电量大概在1200度左右，不仅
可以满足整栋办公楼的用电，剩余大概
30％光伏发电量还可以满足部分车辆的
充电需求。”席燕军说。

充电设施和“光储充换”的实时运
行情况，都被记录在“绿色能源管理服
务平台”。该平台就好比是津门湖新
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的“智慧大脑”，
能实时监测室外充电桩包括充电电量、
剩余充电时间等，还能实时采集、计算
光伏发电、用电情况，并通过智能算法

进一步提高绿电的使用效率。席燕军
介绍：“通过使用经济运行的能源调控
策略，在夜间利用谷段电价实现储电，
在中午高峰电价时期进行放电，一方面
产生部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可以实
现电网的削峰填谷，减小高峰时期电网
的运行压力。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整站
投入运行11个月以来，已经实现二氧化
碳减排3247.4吨，在经济运行模式下节
约电费大概在36.62万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还建有全国
首个车联网体系化运营平台，累计接入
充电桩1.3万个，服务电动汽车超过27
万辆。前不久，该中心还启动了“购车
办电-装桩接电-充电服务-增值服务”
联网通办业务，将购车安装充电桩时间
缩减至5天。目前，国网天津电力已在
全市建成了“0.9、3、5”(中心区0.9千米、
市区3千米、郊区5千米)充电服务圈，
高速公路天津段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
13条高速公路建有充电站50座、充电
桩233台，为全市构筑起一张绿色低碳
的出行网络。
【未来畅想】位于“滨城”网红图书馆

东南侧，一座拥有“碳结构”造型的光伏

车棚、科技范十足的建筑不久后即将从图

纸“走向”现实，这是国

网天津电力全新打造

的滨海（于家堡）智

慧综合充电示范站。

国网天津滨海

公司营销部市场拓

展工李少雄介绍：

“滨海（于家堡）示范

站依靠车棚光伏组件

和屋顶光伏光热系统，

可以实现电力自给，富余的

电能将提供新能源车充电。同

时，示范站还可以通过跨省绿电交易，

获取来自远方的光电、风电等绿色电能，

实现“零碳”运行。示范站配备了交流有

序充电桩、直流快速充电堆等充电设施，

充电车位数量超过80个，可以满足车主的

差异化充电需求。

在有“京津桥头堡”之称的武清区，

位于城际武清站北侧的小镇、威尼都购

物商圈内，另一座城市综合充电示范站

也正在加紧建设。新能源车主从一进

门就能感受无所不在的智能：通过智能

道闸能够实现自动识别并放行新能源汽

车，免去了燃油车占位的困扰。站内设

有56个充换电车位并配有光伏车棚，在

满足站内光伏电能本地交互的同时，还

可以实现无感知电池状态检测。车主可

以通过扫描站内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

号，订制充电提醒功能，在逛街的同时了

解充电进度，做到购物充电“两不误”。

绿色“津门湖”打造智能“充电超市”
鲁佳乐

“双碳”驱动“一园一村”绿色发展
潘冬冬

科技改变世界，智慧创造未来。

每当夜晚降临，天津海河两岸星光闪烁，灯火璀璨。

新时代的天津，正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浪潮中起舞弄清影，阔步向未来。以新型电力系

统为代表的电网智能技术，成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引擎。国网天津电力将践行国家“双碳”战略，加快推

动《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落地，打造电力“双碳”先行示范区，这是新时代赋予国网天津电力的光荣

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崭新篇章——“智慧电力，打造美丽津城新生活”。

国网天津蓟州公司
员工对35千伏渔下线进
行巡视。 王建慧/摄

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
服务中心全景。 李津/摄

“时代楷模”“改革先锋”
张黎明为百姓讲解电动汽车
充电注意事项。 李津/摄

国网天津宝坻公司共产
党员服务队在小辛码头村开
展安全用电检查。 李津/摄

国网天津高压公司员工
对1000千伏特高压廊河一线
使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工作。

马腾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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