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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
全国多个城市连续出现高温。经济复苏叠加高温天气，
我国用电负荷较快增长，
虚拟电厂频频进入公众视野——

多地提出虚拟电厂规划方案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
“十四
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等 10 余
省份相继发布的“十四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及碳达峰
实施方案，
均对发展虚拟电厂提出明确要求。

■

国家对虚拟电厂加紧布局

何为“虚拟电厂”
“
？虚拟电厂并不是
个发电厂，
而是一套能源管理系统。它安
装在工厂等用电大户的控制终端，
把可中
断的如空调、
照明等负荷纳入控制序列，
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通过
精准控制达到供需平衡。”
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说。
在江苏常州，一家商场的空调控
制模块已接入负荷集控系统。该系统
分析后发现，
目前正是当地用电高峰，
需降低用电负荷来平衡电网供需。
30 秒后，系统将商业综合体内功率为
1200 千瓦的空调负荷自动降到 600
千瓦，商场内的温度只上升了 1℃，并
没有影响到顾客的购物体验。
按照以往，当出现较大用电负荷
时，传统解决办法是在发电端扩建电
厂、紧急调动备用发电资源，
同时加强
用电端的有序使用。
不过，如果仅仅通过扩建电厂来
满足尖峰时段的用电需求，有可能在
用电低谷期产生巨大浪费，有序用电
造成的停工停产也会对企业生产造成

■

可以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杨昆表示，作为能源智能化的新
业态和新模式，虚拟电厂应用前景广
泛，在电网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的背
景下，发展虚拟电厂对促进电网供需
平衡、实现分布式能源低成本并网、充
分消纳清洁能源发电量、推动绿色能
源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家表示，自 2001 年起，欧洲各
国就开始开展以集成中小型分布式发
电单元为主要目标的虚拟电厂研究项
目。近年来，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
逐步加入虚拟电厂研究及部署行列。
2021 年 8 月 ，国 家 电 网 江 苏 电
力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 —— 城区用户与电网供需友好互
动系统通过验收，将这一负荷精准控
制模式延伸到居民用电侧，可以起到

■

冲击。因此，虚拟电厂成为有效解决用
电负荷的新方案。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需
求侧的响应将负荷降下来，对整个电力
行业发展会产生更好的作用。
据了解，早在
“十三五”
时期，
我国就
已开展虚拟电厂的试点工作，部署多个
虚拟电厂项目，取得很多经验和数据。
比如，上海于 2017 年建成黄浦区商业建
筑虚拟电厂示范工程。2019 年，国家电
网冀北电力公司优化创新虚拟电厂运营
模式，并服务北京冬奥会。
《
“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进一
步提出，开展工业可调节负荷、楼宇空调
负荷、大数据中心负荷、用户侧储能、新
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等各类资源聚
合的虚拟电厂示范。
2021 年 10 月 ，国 务 院 印 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大力提升
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加快灵活调节
电源建设，引导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
业负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
电网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

“削峰填谷”
、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的目的。
除了电力“智能管家”的角色，虚拟
电厂还能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出现间
歇性时，通过储能装置把它们组织起来，
进行集成调控，起到
“聚沙成塔”
的作用。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袁宇波说，虚拟电厂
可平抑新能源电力的强随机波动性，提
高新能源的利用率，对多种分布式能源
进行聚合、优化控制和管理，
为电网提供
调频、调峰等辅助服务。
当前，相关企业纷纷加速布局。华
北电网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虚拟电厂参与
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国家电网浙江综合
能源公司智慧虚拟电厂平台上线，国电
投深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虚拟电厂平
台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

虚拟电厂将迎来发展机遇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当前虚拟电
厂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说，明确的“双
碳”目标为我国虚拟电厂发展打开市
场新增量。虚拟电厂的产业链由上游
基础资源、中游数字平台和下游虚拟
电厂聚合商三者共同组成。
据介绍，上游基础资源又可细分
为可控负荷、分布式能源以及储能系
统，如工厂车间、商场楼宇、大型用电
设备等。中游的数字平台是虚拟电厂
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智慧能源控制系
统，可与电力调度中心、电力交易中心

互动。产业链的下游可以为广大用户提
供配电、电网接入和营销服务。
杨昆认为，随着分布式电源、电动汽
车、储能、微电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电厂
的资源聚合方式，将使工厂、居民都可以
参与到虚拟电厂的价值创造中，成为能
源互联网的重要形式。
“在‘双碳’目标及新能源产业蓬勃
发展的背景下，虚拟电厂将迎来发展机
遇。”
王鹏说。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工程师吴鹏表
示，
虚拟电厂可以广泛聚合用户侧的资源
并参与系统灵活互动，
将缓解系统供需矛
盾，
促进新能源消纳。 新华社记者戴小河

针对佩洛西窜台

外交部宣布八项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针
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 8 月 5
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
领导通话。
二、
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

磋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
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
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
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对于其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对佩洛西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美
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
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严
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践踏一个中

国原则，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
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
措施。

在台湾问题上

联大主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4 日电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第 76 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 4 日重
申，
联大遵守第 2758 号决议。
沙希德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说，他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
这一事件的立场同联合国秘书长
保持一致。
“联大将遵守有关此事
的相关决议。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26 届联大）通过的第 2758 号
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
代表。
”
针对佩 洛 西 的 窜 访 ，联 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说：
“我
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我们遵守
联 合 国 大 会 决 议 ，遵 守一个中
国原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以此
为依据。
”
王建刚

明天立秋：

烦暑郁未退 凉飙潜已起
新华社天津 8 月 5 日电“烦暑郁
未退，凉飙潜已起”，北京时间 8 月 7
日 20 时 29 分将迎来立秋节气。此时
虽已立秋，
但
“秋老虎”
依然发威，
炎热
逼人，
暑气一时难消。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
介绍，公历每年8月7日至9日，
当太阳
到达黄经 135 度时，为立秋之始，它是
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三个节气，
也是秋季
第一个节气，
标志孟秋时节正式开始。
立秋意味着降水、湿度等将会迎
来一年中的转折点，但不代表酷热天
气就此结束。
“ 此时虽立秋，但我国多
数地区还处在暑热阶段，
尚未出暑，
需
等到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时才算
差不多完全出暑。气象资料表明，往
往要到 9 月中下旬天气才能真正凉爽
起来。
”
由国庆说。

立秋时节，雨天行将结束，凉风渐
渐来，就在这段时间，高高的梧桐树开
始落叶了。南宋诗人刘翰说：
“睡起秋
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意思是
秋来无声，无处可寻，只是屋前台阶上
落满大片、泛黄的梧桐树叶，像是一夜
之间匆匆掉下的。可谓来不及告别，
夏日已去；
来不及相拥，
秋天已至。
立秋作为我国重要的岁时节气，
民
间有应时序、送暑气、迎秋气的民俗活
动，
如
“贴秋膘”
“咬秋”
“晒秋”
等习俗。
由国庆介绍，
“贴秋膘”
就是
“以肉贴
膘”
，
人们吃炖肉、
烤肉、
涮肉等佳肴，
用
以弥补夏天的身体亏空，
此食俗在北方
尤其盛行；
“咬秋”
就是吃西瓜、
甜瓜，
不
仅可以清暑气，
还有将秋凉咬住的寓意；
“晒秋”
就是晾晒各种农作物，
代表丰收
的喜悦，
期盼秋天迎来好收成。周润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