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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省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

安全新战略的关键期，也是落实碳达峰要求、高水平建成国家

清洁能源示范省的攻坚期。为指导浙江电网“十四五”发展，全

力服务我省打造“重要窗口”，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

源互联网示范窗口建设，引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促进我省能源电力领域高质量提前碳达峰，根据浙江省

“十四五”规划纲要、能源发展规划、电力发展规划，特编制

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 

（一）发展成就 

电网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十三五”期间，持续推进本质安

全建设，电网共计投资 1653 亿元，新增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

站（换流站）359 座、变电容量 1.21 亿千伏安、线路 1.09 万

公里，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与线路总规模较“十二五”末分

别增长 35%、22%，满足了全省最高用电负荷增长 47%的需求，

有力保障了经济社会较快平稳发展。 

表 1  浙江省“十三五”电网发展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15 年 2020 年 年均增速 

特高压交流变电容量 万千瓦 1800 1800 - 

特高压交流线路长度 公里 1185 1185 - 

特高压直流换流容量 万千瓦 800 1600 14.9% 

特高压直流线路长度 公里 412 526 5.0% 

500 千伏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8505 12265 7.6% 

500 千伏线路长度 公里 8364 9676 3.0% 

220 千伏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11964 16064 6.1% 

220 千伏线路长度 公里 16142 21041 5.4% 

110 千伏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11635 15096 5.3% 

110 千伏线路长度 公里 22816 2735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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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网供电能力进一步提高。“十三五”期间，基本建成以“两

交两直”特高压为核心，以“东西互供、南北贯通”500 千伏环

网为骨干，以西部外来电和东部沿海电源群为支撑的坚强主网

架。投产灵州～绍兴±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有效保

障我省“十三五”电力供应；投产舟山 500 千伏联网输变电工

程，持续完善主网架结构，实现地市 500 千伏网架全覆盖，确

保了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基础；高效完成舟山鱼山岛国家级石化

基地一期供电、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等一系列重大民生用电工

程，在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方面均位于全国前列。 

配电网建设改造高质量推进。“十三五”期间，全省配电网

规模大幅增长，标准网架建设加速推进，供电能力持续提升，

全省供电可靠率较 2015 年提升 0.0398 个百分点。城市中心区

高可靠性配电网初步形成，杭州、宁波率先建成世界一流配电

网，在保障 G20 杭州峰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

供电中发挥重要作用。城乡电网协调发展，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持续推进，有效服务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率先推

进长三角电力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电力互联互通、服务趋同，

建成嘉善～青浦等跨区域联络、南麂岛联网等重点工程。 

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全力支持清洁低碳转型提

速，优先保障新能源发电接入工程和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实现

光伏等清洁能源全面消纳，“十三五”清洁能源占发电总装机比

重从 40%提高到 52%，装机总量达到 5280 万千瓦，其中风电、

光伏合计 1702 万千瓦，达到“十二五”末的 6.4 倍。创新可再

生能源市场交易机制，积极组织省间交易，扩大可再生能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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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范围，“十三五”累计完成可再生能源省间交易电量 2342

亿千瓦时，较“十二五”增长 84%。大力推动实施电能替代，“十

三五”累计替代电量 360 亿千瓦时左右，2020 年电能占终端能

源消费比重达 38%，居全国领先水平。 

电网数智化进程逐步加快。结合“数字浙江”建设，大力推

进“大云物移智链”新技术与电网深度融合应用，以技术驱动服

务变革，电网数字化、智能化特征逐步显现。“十三五”期间，

电网数字基础平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推进传统信息架构向云

化升级换代，支撑电网服务向在线化、移动化、协同化、智能

化演进。数字服务创新应用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电网融

合应用逐步推进，发布企业复工电力指数、中小微企业景气指

数、灾害数据指南针等大数据产品，实现数据应用从统计分析

向大数据分析转变。 

供电服务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电力营商环境得到大幅改

善，“十三五”期间，率先实施办电“最多跑一次”改革，全国首

创电力接入项目行政在线联合审批、不动产与电水气联合过户

模式，实现 16 项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5 项复杂业务“最多

跑一次”，落实执行一般工商业调价、直接交易等政策，持续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市场响应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建成全国

首个“互联网+营销服务”创新基地，上线首个网上办电平台，

率先推行网格化综合服务，进一步提升客户响应速度和服务能

力；电动汽车服务持续优化，累计建成公共充（换）电站 2887

座，充电桩保有量 27 万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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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新能源快速增长给电网运行带来新挑战。目前光伏已

成为我省第二大电源类型，风电也将在“十四五”实现规模化增

长，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高比例新能源广泛接入已是

大势所趋。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因对尖峰负荷支撑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抗扰动性能差，将加大电网运行控制难度

和安全稳定运行风险，对电网的安全性、适应性、经济性和资

源配置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是电网调峰压力不断增大。近年来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

生活用电比重逐渐升高，负荷峰谷差逐年增大，区外水电和省

内可再生间歇式电源及核电等非调峰电源逐年增加，系统调峰

容量不足问题日益严峻。我省现有常规水电、抽蓄、气电、储

能等调峰能力有限，省内煤电机组有序调停成为常态，电网运

行的安全性与经济性统筹难度加大。 

三是特高压“强直弱交”安全运行压力较大。目前我省已建

成特高压“两交两直”电网，多回直流连锁故障风险加大，随着

“十四五”期间我省第三条直流投产，交直流混联电网动态无功

支撑能力不足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保障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安全

稳定运行是当前及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是全网短路电流问题进一步凸显。浙江地域面积小、负

荷密度大、电网联系相对紧密，导致浙江电网短路电流水平一

直偏高。近年来浙江各电压等级电网保持快速发展，电网枢纽

变电站的短路电流问题进一步凸显。随着“十四五”期间浙江电

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短路电流问题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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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电网建设实施难度加大。我省城乡建设水平不断提

高，对电网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变电站和

线路选址选线难度不断加大，输变电工程实施周期日益拉长，

部分重大项目建设引发的“邻避效应”问题相对突出，导致局

部区域出现时段性供电能力不足问题。 

二、面临形势 

（一）双碳目标加速能源转型，需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对提高能源治理水平，以更加绿色、安全、高效的方式满足能

源需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四五”浙江将深入践行“两山”

理念，按照“全国一盘棋”要求，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

碳转型，为全国能源转型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要求电网积极适

应能源发展的新形势，以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为核心载体，引

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能源电力安全可

靠、清洁低碳、经济高效“三重目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作出电网贡献，全面支撑省内有条件的区域和行业高

质量提前碳达峰。 

（二）国内国外发展格局转变，需提质增效促高质量发展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积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强化

国内经济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形成发展新优势。在国

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背景下，“十四五”我省发展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经济趋势稳中向好，同时随着双碳实践持续深入，

能源消费电气化水平将逐步提高，用电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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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预计 2025 年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 12430 万千瓦，

年均增长 6.0%，电力供应仍将存在时段性、结构性短缺，需

加快电网发展方式从扩张型向精益型转变，注重提质增效，不

断提高电网供电能力。 

（三）能源信息技术变革兴起，需抓住机遇深化科技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背景下，能源产业

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应用，为高质量建设能源互联网提

供了契机和动能，其中储能技术进入商业化应用，为实现清洁

能源友好接入与消纳、提升源网荷储协调能力提供了有力保

障；柔性交直流输电技术逐步成熟，为实现潮流灵活调控、多

供区动态互联等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需求侧响应、精准负荷

控制等技术，为负荷参与电网友好互动提供了实施手段；人工

智能、云平台、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提升资源配置、安

全保障和智能互动能力提供了关键支撑；区块链、能源大数据

技术，为深化能源互联网数据融通和数据挖掘提供了技术途

径。 

（四）民生用能诉求日趋多元，需全力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用户类型和能源消费方

式发生深刻变化，对电力供应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供电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多样化、定制化、互动化服务的诉求越来

越多，用电需求从“用上电”向“用好能”转变，越来越重视用能

的清洁性、经济性、便捷性和交互性，要求电网从保障和改善

民生这一根本任务出发，持续提高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优化

服务体系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拓展供能服务内涵，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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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融入“两富两美”建设，推动我省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紧密围绕我省打造“重要窗口”，深入实

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引领

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支撑浙江高质量提前碳达峰”为主题，以

强化骨干网架、打造现代配网、引领低碳转型、深化改革创新、

促进提质增效、加快数智应用为重点，全面提升电网安全保障、

资源配置、智能互动和服务支撑能力，以建设多元融合高弹性

电网为核心载体，引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优质电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安全可靠。以服务我省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示范窗口

为目标，坚持电网建设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提前

谋划目标网架，提升电网承载能力，全面满足电力清洁转型需

要。强化电力安全运行，加快风险管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电

网运行调控水平，实现清洁能源与新型用能设施规模化接入情

境下的资源灵活配置与安全可靠运行。 

坚持合理配置，协调高效。坚持上下级电网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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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协调、容量匹配的发展要求，差异化规划地区发展目标和

建设标准，提高电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力挖潜增效、降本

节支，着力提升电网运行效率，构建能力充足、运营高效的省

级能源优化配置平台和枢纽平台，统筹推进源网荷储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坚持绿色清洁，智慧互联。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需要，

加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促进省内清洁能源全消纳。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能源电力技术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电网互

联互济能力和智能互动能力，实现传统电网向更高阶段的能源

互联网演进。 

坚持创新驱动，多元赋能。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以广泛创新作为电网升级演进的驱动力，加强能源

电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促进电网与数字技术、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以体制机制建设打通从创新到实践的关键通道，多

元赋能推动传统电网向海量资源被唤醒、源网荷储全交互、安

全效率双提升的高弹性电网升级。 

（三）发展目标 

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示范窗口

总体目标，坚持“一主线”，推动“两转型”，实现“三提升”，全

力打造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浙江电网样板。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构建以“一环

四直”特高压电网为核心、以坚强高效各级配送网络为支撑的

智慧能源中枢，可靠保障省外清洁电力安全受入，高效满足省

内新能源全时空优化平衡与消纳，有效促进东部沿海电源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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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调节支撑作用，实现源网荷储灵活互动、多能协同优势互补，

有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我省高质量提前碳达

峰。 

一主线：以“建设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深化能源互联网

省域领先实践，引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

主线。 

两转型：主网向资源配置的枢纽平台转型升级，强化高

比例外来电安全消纳、高密度新能源可靠接入、大规模电力流

优化配置能力；配网向数智化能源供需载体转型升级，强化源

网荷储灵活互动、全域综合态势感知、海量资源聚合控制、电

网扰动自治自愈能力。 

三提升：以提高电网承载能力促进安全可靠运行，以支

撑供给和消费绿色转型促进清洁低碳发展、以挖掘电网沉睡资

源潜力促进运行效能提升。到 2025 年，在安全可靠、清洁低

碳、经济高效三项指标上实现提升。 

──安全可靠指标：具备非化石能源装机比例超过 45%情

景下安全消纳能力，有效支撑 4000 万千瓦区外电力受入；全

口径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992%以上，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770%以上，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小于 2 小时。 

──清洁低碳指标：助推实现“风光倍增”，煤电装机比例

下降至 40%左右；电能终端能源消费占比 40%左右，非化石

能源消纳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40%左右。 

──经济高效指标：实现安全效率双提升，电网综合线损

率控制在 3.6%以下；支撑最大峰谷差率下降 5 个百分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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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单位 GDP 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 15%以上。 

到 2035 年，高质量建成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实现系统

灵活资源全挖掘、全利用，支撑高比例外来电、高比例清洁能

源形态下的受端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冷、热、电、氢能等多

种能源形态高效耦合，社会综合能效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碳电

协同、多点突破，引领浙江向碳中和愿景迈进。 

四、重点任务 

（一）引领低碳转型，助力绿色发展 

1.着力助推清洁替代，促进能源供给低碳化。围绕“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聚焦新能源、核电、清洁外来电三大能源

减排要素，助推我省能源供给低碳化发展。全力支持新能源发

展，结合新能源禀赋与电网消纳能力，支撑我省“风光倍增工

程”，满足“十四五”新增 2000 万千瓦以上新能源接入需求，提

前布局中远期大规模集中式海上风电接入，深入推进“新能源

插座”系统建设拓展分布式能源接入广度，同时积极促进“可再

生能源+储能”协同发展，保障新能源可靠消纳；保障核电安全

高效发展，着力做好三澳核电一期和三门核电二期核电机组的

安全接入工作，同时开展省内后续核电接入准备工作；多渠道

拓展外来电，建成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加快建设第

四直流清洁来电，提高大范围跨区互济能力。到 2025 年全省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8320 万千瓦以上。 

2.大力实施电能替代，促进能源消费电气化。拓宽电能替

代广度和深度，建设覆盖社会各领域的多元用能即插即用系

统，积极推进工业、交通、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电能替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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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域深挖电窑炉、电锅炉替代潜力，增加对高电气化水平

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高耗能企业向“低碳排、高绿电、

高效能、高附加值”转型。在交通领域加快推动电动汽车、港

口岸电、电动船舶普及应用，建成技术领先、布局合理、适度

超前的充电设施网络，拓展“车-桩-网”双向互动 V2G 技术

应用，提高充电桩群体协调互动水平。在居民生活领域，推动

城镇家庭全电住宅、农村家庭电气化提升建设，提高终端再电

气化水平。“十四五”期间累计电能替代新增用电量 480 亿千瓦

时，到 2025 年引导建成保障全省 90 万辆以上电动汽车充电服

务网络。 

3.深化多能互补应用，促进能源利用高效化。促进电网向

清洁能源的优化配置平台演进，加速打造分布式光伏智慧服

务、智慧车联网、多站融合、虚拟电厂和能源电商等能源互联

新业态，实现由供电服务向“供电+能效”服务转型升级。积极

开展综合能源示范应用，推进多能联供、高效能智慧能源供应

站建设，开展“多站合一”城市智慧能源站、亚运村源网荷储综

合能源调控平台等一批工程试点示范，实现我省社会能效和综

合用能水平提升。 

（二）强化骨干网架，构筑安全基石 

4.加快构建“一环四直”特高压电网。充分发挥大电网资源

优化配置枢纽平台作用，多渠道拓展区外来电，核准开工、尽

早建成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加快建成送浙第四回特高压

直流，切实保障浙江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同步启动特高压交流

环网，提升第四直流受入可靠性，为省内沿海大型核电、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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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新能源送出创造条件，加快构建以特高压交流环网为主心

骨、以四回特高压直流为受电主动脉的“一环四直”特高压网

架格局。“十四五”期间，规划新建特高压换流站 2 座，新增换

流容量 1600万千瓦、线路 4540公里左右（其中省内 332公里）。 

5.优化完善“强臂强环”、南北分区 500 千伏电网。全面支

撑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发展，加快城市重点区域变电站布点，

满足杭州亚运等重大活动保供电需求；紧密围绕特高压电网布

局，落实配套送出工程建设与南北电网分区方案，切实保障省

外来电疏散与消纳；服务多元能源安全供给体系建设，满足省

内核电、抽蓄、清洁煤电以及新能源广泛接入，网源协同解决

丽水、舟山等地区输电瓶颈问题；完善局部网架结构，优化提

升绍兴中北部和台温电网供电可靠性，提高电网抵御事故风险

能力。“十四五”期间，规划新建 500 千伏变电站 10 座、改造

1 座、扩建主变 20 台，新增变电容量 4235 万千伏安，新建及

改造线路长度 2800 公里左右。 

专栏 1  500 千伏电网工程建设重点 

（1）满足负荷增长需求工程 

“十四五”期间，为适应大湾区发展及重大活动保供电、新能源送

出、电厂关停等需求，规划新建 500 千伏变电站 10 座、共 21 台主变：

杭州江南变、建德变、临平变，嘉兴秀北变、湖州长兴变、宁波杭湾

变、金华潘村变、丽水丽西变、台州滨海变、温州瑞安变。规划扩建

500 千伏变电站 18 座、共 20 台主变：杭州杭州变，嘉兴王店变、洪明

变，湖州妙西变，宁波镇海变、甬港变、明州变、江滨变、河姆变，

绍兴诸暨变、江滨变、古越变，金华永康变、潘村变，衢州夏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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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岙坑变，温州苍南变，舟山洛迦变。规划改造 500 千伏杭州瓶窑

变，更换 3 台主变。此外，为适应负荷发展的不确定性，储备衢州衢

北变、杭州江东变 2 项新建工程以及嘉兴汾湖第 4 台主变扩建工程。 

（2）满足特高压送出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配套送出工程，

切实保障特高压电力顺畅消纳。此外，为满足特高压交流环网送出，

储备宁绍、台温 2 座特高压交流站配套送出工程。 

（3）满足电源送出需求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三澳核电一期、三门核电二期、乐清电

厂三期、宁海抽水蓄能、缙云抽水蓄能等电源送出工程。此外，为支

撑省内抽水蓄能建设，储备衢江、磐安 2 个抽蓄电站的送出工程。 

（4）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浙西南网架优化加强工程，确保浙江西

南部地区清洁能源安全可靠消纳，同步提升浙江受电能力。 

（5）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电网补强工程 4 项，分别为绍兴中北部

电网优化工程、宁波象山湾电源线路改接工程、乐清和玉环电厂近区

网架优化调整工程以及台州滨海～柏树线路工程，针对性补强绍兴、

宁波和台温主网架。此外，为应对电源建设的不确定性，储备宁海～

天一线路改接春晓变工程以及洛迦～威远第 3 回海缆工程，增强舟山

联网通道输电能力。 

6.高效建设网架坚强、分区合理 220 千伏电网。以构建结

构坚强、界限清晰的目标网架为根本，围绕 500 千伏变电站布

点，深化网架完善及供区划分，高效利用所址廊道资源，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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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精简电网联络、供区内强化电网结构，在满足可靠供电需求

基础上，合理控制短路电流；优化电网布局，高质量满足沿海

风电接入和电气化铁路供电需要，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

用和牵引站供电可靠性提升。“十四五”期间，浙江电网规划新

建 220 千伏变电站 75 座、扩建 26 座、改造 10 座，新增变电

容量 4752 万千伏安，新建线路长度 6646 公里。 

专栏 2  220 千伏电网工程建设重点 

（1）满足负荷增长需求工程 

“十四五”期间，为满足民生用电需求，保障杭州亚运、舟山鱼山

石化基地等安全可靠供电，规划新建 220 千伏变电站 75 座、扩建 26

座，其中杭州新建花木变等 17 座、嘉兴新建荷花变等 8 座、湖州新建

孝丰变等 3 座、宁波新建灵岩变等 8 座、绍兴新建红湖变等 7 座、金

华新建黎明变等 9 座、衢州新建九华变等 4 座、丽水新建好溪变等 4

座、台州新建苍山变等 5 座、温州新建磐石变等 8 座、舟山新建集聚

变等 2 座 220 千伏变电站。 

（2）满足 500 千伏变电站送出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江南、建德、临平等 500 千伏变电站配

套送出工程 15 项，结合 500 千伏新增布点和容量提升，完善局部网架

结构，提高供电能力。 

（3）满足清洁能源送出需求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 14 项集中式清洁能源站的 220 千伏送出

工程，重点满足嘉兴 1#和 2#、象山 1#、象山涂茨、苍南 1#和 4#、瑞

安 1#等海上风电场以及温州泰瀚、宁波长大涂等集中式光伏电站送出，

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和大范围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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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足电气化铁路供电需求工程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牵引站 220 千伏供电工程 27 项，高可靠

满足杭绍台、杭温、甬金、金建、杭衢、湖杭、湖苏沪、甬舟等电气

化铁路的供电需要。 

（三）打造现代配网，实现功能升级 

7.打造高可靠国际领先城市电网。持续提升中心城市配电

网安全可靠水平，以目标网架为导向，推进标准网架全覆盖、

装备技术水平全面提升，高效服务重大工程建设，满足杭州亚

运等重大活动保供电需求。开展配电网智能化、数字化升级，

提高灵活调控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应全类型能源供需设施并网

运行。因地制宜构建坚强局部电网，加强抵御事故风险能力建

设，提升重要负荷中心的应急保障能力，“十四五”中期，杭州、

宁波力争建成坚强局部电网，“十四五”后期，地市级以上城市

基本建成坚强局部电网。到 2025 年，城网用户年均停电时间

小于 1.3 小时，供电可靠率到 99.9860%。 

专栏 3  杭州亚运会供电保障专项工程 

为满足杭州亚运会安全可靠、清洁低碳用电需求，高标准开展亚

运会配套电网建设，加快完成铁路、机场、地铁电源接入和场馆供电

配套等工程建设，高效保障亚运区域清洁外来电、清洁能源全落地、

全消纳，助力“零碳”亚运。 

“十四五”期间，亚运会保供项目中，配网投资约 18 亿元，其中 110

千伏电网投资约 17 亿元，10 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约 1 亿元。 

8.加速推进城乡电网一体化发展。以“两山”理论为指引，



16 

践行“电力+生态”服务理念，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增

强农村电力保障能力；构建乡村能源清洁利用体系，支持农村

5G 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建设，提升乡村能源生产

清洁化及消费电气化水平。加速城镇电网提档升级，推进老旧

小区和城中村配电网改造，提升电网设备健康水平，满足新型

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需求，服务“两新一重”建设。统筹乡村电

网发展，加快实现城乡电网同规同网，高标准服务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全面对接。到 2025 年，农网用户年均停电时间小

于 3 小时，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650%。 

9.着力推动配电网功能拓展升级。推进配电网由单一的电

能分配网络向汇聚全类型源荷储资源，实现向能源供需安全高

效匹配的综合性平台升级。促进新能源布局及储能、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等规划与配电网规划衔接交互，强化配电网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建设，实现分布式新能源、储能与等多元供能主体

“即插即用”及灵活消纳。拓展配电网供电服务覆盖面，支撑重

点行业终端用能领域电能替代推进，满足港口岸电、电气锅炉、

绿色照明等新型用能设施接网需求。持续推进长三角电网一体

化发展，高标准开展一体化示范区配电网建设，提升互联互供

水平。增强配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在易受自然灾害侵袭地区贯

彻差异化设计理念，合理提升建设标准。 

专栏 4  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 

在甬台温舟开展“不怕台风电网”建设，运用“三层三级四维评价指

标”（市、县、网格三层评价对象，重点、次要、一般三级防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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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坚强、设备可靠、运维管理、应急保障四维评价指数），借助全景

式防台抗台能力评价，从网架结构、设备设施、运维管理、应急保障

四个方面开展电网弹性提升，实现“13 级及以下台风，用户 24 小时恢

复供电；14 级至 15 级强台风，用户 48 小时恢复供电；16 级及以上超

强台风，力争用户 72 小时恢复供电”。 

（四）深化改革创新，提升电网能级 

10.增强源网荷储灵活资源聚合互动能力。挖掘存量潜力，

优化增量布局，合理配置储能，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源

侧”依据区域电源特性，引导新增电源互济发展，实现灵活资

源统筹协同；“荷侧”引导各类用户参与需求侧响应，全面挖掘

工业生产、商业楼宇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响应资源，促进负荷与

电网柔性互动；“储侧”梳理发电、用户侧储能设施，加强市场

引导形成互动机制，探索电网侧储能作为系统调节手段的配置

方案。建立源网荷储灵活互动资源库，构建省市县协同的资源

管理策略、弹性运行策略及智能调控系统，促进源网荷储常态

互动、高效利用。 

11.开展技术创新和示范实践有效联动。大力发扬“首创”

精神，加强电力系统各环节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着力开展双高

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技术、新能源送出和消纳、多能耦合互补

及能效提升等关键技术攻关，推进短路电流柔性抑制、氢电耦

合、低频输电风电接入等科技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动“首台

首套”、“首面首域”成果领先实践。加快布局创新试点，省市

县分级打造高弹性电网引领清洁低碳转型典型场景，打造能源

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领先样板。推广嘉兴海宁城市能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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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示范工程的成功经验，在嘉兴嘉善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推进杭州、宁波国际领先城市能源互联网建

设，打造能源互联网新形态。 

12.推进能源电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形成能源电力发展

理念共识、事业共建、成果共享、成本共担的体制机制，构建

有利于高质量提前碳达峰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丰

富完善市场框架体系，形成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

市场等各类型市场协同机制，建立需求侧响应、绿电交易、碳

排放权等新型交易模式，实现对电网弹性升级的支持和保障。 

（五）促进提质增效，支撑优质发展 

13.持续提高电网装备水平。聚焦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

统筹开展电网老旧设施改造，推动装备水平整体提升。针对局

部小截面导线和小容量主变有序开展增容改造工作，系统性解

决关键断面卡脖子问题，消除电网薄弱环节。到 2025 年，完

成 110 千伏及以上重点老旧设备改造工程 132 项，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设备质量可靠。 

14.不断创新效率提升手段。聚焦挖掘设备潜力，重点开

展电网动态运行限额提升，通过大数据分析、在线监测等技术

手段，动态提升电网输送能力。加速推广短路电流柔性抑制与

分布式潮流控制等先进技术应用，均衡电网潮流，提高设备利

用率，全面释放电网各环节供电能力。到 2025 年，电网瓶颈

设备、断面输送能力动态提升率达 6%以上。 

15.大力深化节能降损工作。聚焦提升运维效能，深化供

售同期线损管理，综合应用“网上电网”大数据平台，深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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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线损治理，实现“技术+管理”双重降损目标，重点开展高

损元件快速定位、负荷在线优化调整、无功优化就地补偿等降

损增效工作，积极推广节能型变压器等电力设备，推动电网安

全效率双提升。 

（六）加快数智应用，推动开放共享 

16.以数字技术赋智赋能，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

深化推进电网数字化改革，以数字驱动和价值创造为核心，强

化先进信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能源技术深度融合应用，推

进架构中台化、数据价值化、业务智能化，建成多元融合高弹

性电网数字化体系，持续提升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着力

打造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窗口”。 

17.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孕育服务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推

进能源电力数据价值普惠化服务，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聚

焦能源数字新业务、新产品、新服务，加强平台赋能和数据流

动，推动与产业链上下游、生态各相关方的广泛连接，深化跨

界创新业务，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五、环境影响评价 

（一）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分析 

在电网规划建设中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原则，认真

执行电网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资

源，降低对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十四五”期间，

通过综合运用各项措施，省内 500～110 千伏变电平均减少占

地面积约 2～3%，线路走廊宽度比常规单回路节约 50～75%。 



20 

（二）规划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规划设计环节环保措施。在系统方案规划方面，合理

优化网架方案，提高电网运营效率，优化配置无功设备，降低

电能损耗。在工程设计方面，安全稳妥推进站址、廊道等资源

综合利用，减少房屋拆迁和林木砍伐，节省土地资源。在设备

选型方面，主变采用低损耗变压器、结合远景发展合理选择容

量，线路采用大截面、多分裂导线和节能金具，降低运行成本。 

加强建设运维环节环保措施。强化施工期规范管理，加强

污水、生活垃圾、固体废物等集中处理处置设施和收运体系建

设。强化运行期环保监测，加快环境监测、监控体系设应急处

置能力建设，确保电网设备周边电磁环境、声环境、水环境等

指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通过实施规划，到 2025 年全省电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合

理可控，实现电网与环境协调发展。 

六、保障措施 

（一）坚持规划引领 

加强电网规划制定和实施，充分发挥电网规划引领作用。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强化电网规划约束作用，坚持先规划、后

建设，建立健全电网规划与项目一体化管理机制，以规划指导

年度计划，切实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电

网规划动态管理，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评估，适时开

展滚动调整。 

（二）强化项目推进 

推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上下联动、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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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态协调机制，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电网及电源企业职责，

定期研究和协调解决电网建设改造重大问题，形成合力，协调

推进电网规划和建设工作。电网企业应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加

强内部管理，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依法合规做好电网规

划与建设工作，确保规划有效落地。 

（三）完善政策机制 

加强发展形势的分析与研判，推动法律法规、市场规则及

政策环境不断完善。推进电力立法，制定体系化的法律法规。

推进创新机制建设，通过设立专项配套政策有效推动清洁能

源、需求侧响应体系、抽水蓄能及电化学储能与电网协调发展。

规划相关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为规划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四）加强舆论引导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进一步加强电网建设相关政策

的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和谐的电网建设氛围，加强电网设施保

护工作落实。引导各类用户参与负荷侧需求响应，促进网荷柔

性互动，强化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共同提升全社会能效，促进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