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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项目

突破交直流输电障碍
张北可再生能源接入首都电网

世界首个直流电网——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
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在经过了 168 小时调试和试运
行之后，于 6 月 29 日正式投运。张北地区富集的可
再生能源成功接入首都电网，2022 年北京冬奥会所
有场馆实现奥运史上首次 100%清洁能源供电有了保
障，北京全市用电负荷的 1/10 就此实现清洁化。
“此前所有的电网都是交流电网。”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受交、直流输电本身技
术特性所限，直流输电主要用于点对点、远距离、大
容量电源外送，而不能组网；交流输电则可以满足常
规电源送出和电网互联需求，
且成本低。
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随机性、波动性、间
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对传统输电方式提
出了巨大挑战”，按国网公司特高压部主任王绍武的
说法，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
“遇到原理性障碍”。
对此，国网经研院直流中心主任乐波解释，交流
电网需要同时关注有功和无功平衡，功率流向是靠
电网的自然阻抗特性分布，可控性差，不灵活；而直
流输电能够平抑随机波动的功率，保证负荷平稳供
电，更适合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但由于“直流电
流没有过零点，直流断路器、大容量换流阀等设备研
发难度大，控制系统复杂”，在柔性直流技术成熟之
前，
“直流组网很难实现”。
柔性直流（Flexible）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以
电压源换流器为核心的新一代直流输电技术。国网
冀北电力建设部主任田生林用“一个完全可控的水
泵”来比喻，它能够精准控制水流的方向、速度和流
量，从水源地准确地供水给用户；某个水管坏了，可
借助其他水管继续供水，
“这在传统交流电网是不可
想象的”。
田生林分析，这一“柔性”、灵活特征，缘于它采
用最先进的电压源型换流器（VSC）和类似集成电路
的全控器件（IGBT），与传统直流采用类似开关的半控
型晶闸管器件相比，
“可控能力强、功率调节速度快、
运行方式灵活”，能够有效抑制交流电压波动，减少
功率波动对受端电网的影响。所以是破解新能源大

规模并网消纳难题的“金钥匙”。
配制出这把“金钥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王绍武指出，柔直技术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送
出等场景的工业化应用，面临组网技术空白、输电能
力受限、运行可靠性低等三大世界级技术难题，都极
具挑战性。
张北柔直工程总投资 125 亿元，新建张北、康保、
丰宁和北京 4 座换流站，额定电压±500 千伏，额定输
电能力 450 万千瓦，输电线路长度 666 千米。张北、
康保换流站为送电端，接入新能源，丰宁站为调解
端，接入抽水蓄能，北京站为接收端，接入首都负荷
中心。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2018 年 2 月开工建设。
工程采用我国原创、领先世界的柔性直流电网
新技术，创造了 12 项世界第一，在上述三大世界级挑
战上均取得突破：提出并攻克柔性直流组网技术，建
成世界首个真正具有网络特性的直流电网；将柔性
直流的输电容量提升至常规直流水平，攻克了制约
我国柔性直流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将柔性直流的
可靠性提升至常规直流水平，使柔性直流输电的大
规模工业化应用成为可能。
国网方面表示，张北柔直工程采用全新的柔性
直流电网技术，获得了超越新能源特性和常规输电
技术的高可控性，从根本上提高了电网对可再生能
源的驾驭能力。大规模清洁能源可不依赖交流电网
的有无和强弱，不需要传统能源发电的支撑，直接孤
岛接入柔直电网。以柔直电网为中心，
“ 多点汇集”
“多能互补”
“ 时空互补”
“ 源网荷协同”，实现可再生
能源侧自由“波动”发电和负荷侧可控“稳定”供电，
解决“纯”清洁能源大规模消纳难题。
国家能源局介绍，全世界大量待开发的可再生
能源都处于电网薄弱地区，张北的问题具有典型
性。张北柔直工程的创新实践，开拓了可再生能源
大规模开发利用和友好消纳的新道路。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刘宝华表示：
“ 未来我们还要建设更多、更高
水平的柔性直流工程。
”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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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揭示单个埃博拉病毒
入侵细胞动态过程
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 谭元斌）中国科研人
员利用单颗粒力示踪等技术，实时揭示了单个埃
博拉病毒入侵细胞的动态过程和动力学机制。
相关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机理
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开发抗病毒途径提供了重要
参考。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
粒并对其进行荧光标记。该丝状埃博拉病毒样
颗粒和野生型埃博拉病毒具有同样的入侵能力，
但其内部没有病毒核酸，不能复制。利用单颗粒
力示踪、动力学模拟和单颗粒荧光示踪等技术，
研究人员示踪了单个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入侵细
胞动态过程，
并解析了其动态机制。

世界最薄双曲拱坝
正式投产发电
我国又一座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工程——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经过 72 小时试运行，6 月
29 日投产发电。从近 1800 米高的边坡上方俯瞰
乌东德大坝，好似一弯鸡蛋壳，轻轻卡在金沙江
V 型河谷内。从江面上看，大坝如一对张开的铁
翼，紧锁两岸近 90 度的峭壁。乌东德大坝为混
凝土双曲拱坝，是世界首座全坝应用低热水泥
混凝土浇筑的特高拱坝，也是目前世界上最薄
的 300 米级双曲拱坝，它的最大坝高 270 米，平
均厚度 40 米，
厚高比仅为 0.19。
乌东德大坝工程于 2011 年开始筹建，2015
年 底 核 准 开 工 建 设 ，将 于 2021 年 实 现 全 部 机
组 投 产 发 电 目 标 。 其 总 装 机 容 量 1020 万 千
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时。开发任
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航运和促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本报综合）

德国将使用
3D 打印心脏组织测试新药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 （记者 陈文仙 尚昊）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近日发表声明，该大学已
经与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后
者将在该大学 3D 打印出的人体心脏组织上测试
新药，未来还计划在 3D 打印出的整个心脏上测
试新药的功效和毒性。
声明说，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去年 4 月成
功 3D 打印出全球首颗拥有细胞、血管、心室和心
房的完整“心脏”，这项创新技术在药物筛选这
一医学领域也具有巨大潜力。
候选药物在上市之前要经历多个筛选阶
段，首先要在实验室培养的人体组织上进行测
试，再针对实验动物进行测试，然后才能获准用
于人体临床试验。声明说，使用 3D 打印的人体
组织测试候选药物可以使药物筛选过程更快、
成本更低和效率更高。

世界首座跨度超千米的
公铁两用斜拉桥开通

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 张家伟）华为公司近日
宣布，该公司在英国剑桥的园区项目第一期规划
已获得当地政府批准，相关设施将主要用于光电
子的研发与制造。
据华为介绍，华为剑桥园区位于高科技企业
云集的英国剑桥“硅沼泽”腹地。一期规划用地 9
英亩（约合 3.6 公顷），设施建筑面积达 50000 平方
米，
投资规模预计为 10 亿英镑（约合 12 亿美元），
带
来 400 多个工作岗位，落成后将成为华为海外光电
子业务总部。

华为表示，一期规划将聚焦光器件和光模块
的研发与制造，通过集研发制造功能于一体，以加
速产品研发和商业化进程，更高效地将产品推向
市场。光电子技术是光纤通信系统的一项关键技
术，华为在英国的这项重大投资旨在推动相关技
术应用于全球数据中心和网络基础设施。
据介绍，华为目前在英国有 1600 名员工，并且
为英国所有大型移动网络和宽带网络服务提供商
供应网络设备。
图为华为剑桥园区项目第一期规划效果图。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暨沪苏通铁路 7 月 1
日开通运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继南京长
江大桥之后江苏省第二座公铁两用大桥，将结
束长江南京下游没有铁路过江通道的历史，有
力提升跨江融合发展能力。
2020 年 5 月 28 日晚，参与荷载试验的重型
卡车排列在沪通长江大桥上。36 辆重型卡车和
两列共 65 节火车参与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
拱桥——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航道桥的荷载试
验。5 月 29 日 2 时 50 分完成全部测试，至此，沪
通长江大桥荷载试验全部完成。
沪通长江大桥是我国沿海铁路大通道中通
沪铁路的跨长江控制性工程，也是通苏嘉甬铁
路、锡通高速公路共用的过江通道。两岸连接
江苏省南通市和张家港市，主桥采用双塔斜拉
桥设计，主跨 1092 米，是世界首座跨度超千米的
公铁两用斜拉桥。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