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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条超高压输电线路迎来投运 50 周年

我国科技馆基础设施建设

累计输送电量 740 亿千瓦时

实现突破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是该工程重要的枢纽变电
站，被列为国家“六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是我
国自主设计、自行制造、自行施工、自行调试、自行运
维的第一座 330 千伏枢纽变电站。站内全部设备由我
国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然后由国内厂家进行制造，许
多设备的试验项目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 330 千伏
变电工程设计、安装走向完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为我国进一步研究超高压输变电技术提供了可靠
的科学依据。
由于设备新、技术难，国家将依托该工程开展的
330 千伏输变电技术研究列为全国 31 项重大科学研
究项目之一。1978 年，33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技术获
得全国科学大会奖，330 千伏“刘天关”超高压输变电
工程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
五十年来，一代代甘肃电力人继承发扬“忠诚担
当、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卓越服务”的“刘天关”建设
者的优良传统，从中磨砺出崇高的理想信念。工程起
点刘家峡水电厂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已经成为“国网甘肃省电
力公司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以 330 千伏“刘天关”输变电工程技术为基础，借
鉴 500 千伏输变电技术经验，甘肃于 2007 年建设了全
国第一条 750 千伏青海官厅至甘肃兰州输电线路，甘
肃电网正式迈入 750 千伏时代。伴随着电压等级的不
断攀升，330 千伏输电线路跨省联络和送电的历史使
命，被 750 千伏输电线路逐步取代。2017 年，国网甘
肃省电力公司利用原“刘天关”线部分区段改造而来
的 330 千伏宝秦线与陕西电网解环，甘肃通过 750 千
伏麦宝一二线等 4 条 750 千伏线路向陕西输送清洁能
源。2021 年，
甘肃向陕西送电 6000 万千瓦时。
如今的“刘天关”输电线路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
但老线路依然发挥着新作用。
“刘天关”输电线路开断
后，大部分线路接入其他 330 千伏线路，支撑了甘肃电
网 330 千伏网架的不断发展。330 千伏秦安变经过 4
次改造升级，实现了综合自动化运行管理，这一老站
重新焕发昔日风采。该站目前拥有主变压器 2 台，总
容量为 2×240 兆伏安。330 千伏采用双母双分段接
线方式，有 7 条出线。年供电量约 23 亿千瓦时，为宝
兰客专电气化铁路等重要负荷提供电力保障，为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撑。

天水讯 6 月 16 日，我国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路
330 千伏刘家峡—天水—关中输电线路正式投运 50
周年。五十年来，
“ 刘天关”输电线路累计输送电量
740 亿千瓦时，为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保障陇海铁路运行、服务社会民生、促进
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4 年，为解决西北大三线建设的电力供应问
题，缓解陕西关中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为西北地
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撑，国务
院提出在西北地区建设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
自力更生遵教导，施工设计凭华夏。
“ 刘天关”输
电线路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第一条 330 千伏
超高压输电工程，线路起自甘肃永靖县境内，黄河上
游第一座百万干瓦级刘家峡水电站升压开关站，经天
水 330 千伏秦安变电站，至陕西省宝鸡市眉县 330 千
伏汤峪变，横跨陕、甘两省 14 个县，全长 533 千米，设
计输送容量 42 万千瓦。工程筹建于 1969 年 3 月，次年
4 月全线开工，1970 年 12 月竣工，1972 年 6 月 16 日投
入运行。
“第一”意味着没有经验可循，规划设计、设备制
造、工程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 线路架设在海拔
600 米到 2500 米的高原上，翻高山峻岭，跨大河峡谷，
穿密林深沟，越冰雪覆地，蜿蜒曲折，跨越铁路干线、
重要通信线路等 28 次，施工难度前所未有。”今年已经
85 岁的李成秀回忆到，当时他是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
班班长。
为保证工程建设务期必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
者们不畏山高路陡，不怕天寒地冻，他们用风镐震醒
了高山峻岭沉睡的身躯，用铁锹揭去了广袤尘封的砾
石面纱，为这条线路的诞生倾洒了汗水和热血，奉献
了智慧和才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硬是靠手提
肩扛，
在崇山峻岭中让一条钢铁巨龙腾空出世。
1972 年 6 月 16 日，
“刘天关”输变电工程正式投入
运行，把刘家峡丰富的水电输送到关中和天水等工业
基地。线路投运后，不但陕甘两省互供电力 30—40 万
千瓦，丰水季节可以“西电东送”，枯水季节则“东电西
送”，达到水火相济的目的，同时将陕西、甘肃、青海电
网连接起来，形成一体的电力网络。并缓解了宝鸡乃
至整个陕西地区，三线建设企业用电紧张的燃眉之
急，西北机器、陕汽等一大批企业深受其惠。此后，陕
西、甘肃拉开了 330 千伏电网建设的序幕，逐步形成了
目前，甘肃天水形成了以 750 千伏麦积山变电站
横贯东西、纵穿南北、覆盖全省的 330 千伏主网骨架。
为中心，330 千伏天水、秦安、兴仁、绵诸 4 座变电站五
该工程也是我国当时输电距离最长、电压等级最
角环网运行，330 千伏陇西、巩昌两座变电站双回路与
高、输电量最大的输变电工程，实现了中国电网从 220
主网并列运行的主网架结构。天水电网已成为西北
千伏到 330 千伏的升级跨越，在我国电力发展史上具
电网功率交换中心和甘肃省“南电北调”负荷中心。
有里程碑意义。
（贾凤安、郭纪雄）

澳门海管会召开本年度首次会议
澳门讯 6 月 15 日，为落实海域管理及发展的相
关工作，澳门海域管理及发展统筹委员会召开了本年
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与各委
员检视和讨论了海域管理工作的情况，包括相关法律
及规划的最新进度，
以及海域宣传工作等。
会议于海事及水务局大楼举行，会上讨论了《海
域使用法》草案、
《澳门海洋功能区划》草案及《澳门海
域规划》草案，以及相关咨询文本的编制情况。特区
政府将争取于今年内就上述草案开展公开咨询，收集
社会各界的意见，以编制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海域
使用法》、
《澳门海洋功能区划》与《澳门海域规划》。

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表示，在完成公开咨询
后，将按实际情况对上述草案作出调整以便咨询中央
政府意见，期望未来各部门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完善
相关法律和规划，
做好海域的管理及发展统筹工作。
海事及水务局局长黄穗文向各委员介绍了近期
的海域宣传及科普工作。
为让社会各界加深对澳门海域的认识，海事局近
期亦开展了一系列的海域宣传推广工作，包括陆续推
出《澳门海域知识系列》宣传图文包及短片，介绍澳门
海域界线、海上交通要道、海域监测工作、海洋资源等
海域资讯。
（区明玥）

北京讯 6 月 16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京召开全国现代科技馆
体系工作会议，教育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会议。会议上
发布了《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规划数
据显示，多年来，我国科技馆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突破，科技馆事业规模
效益不断凸显。
其中，我国的实体科技馆实现跨越式发展，数量和规模迅速增
长。达标实体科技馆数量从 2012 年的 118 座增长至 2021 年底的 408
座，总建筑面积达 442.05 万平方米，较 2012 年增长了 1.42 倍，增长面积
259.62 万平方米，另有在建科技馆 115 座。西部地区科技馆数量占比
由 2016 年的 25.40%上升为 2021 年的 36.52%，全国科技馆地区性分布
不均衡的局面进一步改善。
同时，我国的流动科普设施开拓发展，覆盖乡村的科普服务网络
基本形成。
流动科技馆项目立足县域，自立项以来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欢
迎，极大丰富了基层科普展教资源。十年来，流动科技馆累计配发 612
套，巡展 4944 站，将优质科学教育资源送达全国 29 个省 1888 个县市级
基层公众身边，实现了“应服尽服”目标；科普大篷车立足乡镇，累计配
发 1251 辆，行驶里程超过 5000 万公里，开展活动 24.9 万次，有效发挥
“科普轻骑兵”
的独特作用，
实现覆盖乡村的科普服务。
农村中学科技馆也快速发展，
拓宽科普服务阵地。
十年来，累计建设农村中学科技馆 1112 座，其中社会捐赠资金建
设 143 座。在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680 个县中，农村中学科技
馆覆盖率达到 90%。农村中学科技馆项目实施以来，大力促进了科普
资源的均衡普惠，有效填补了科普服务从城镇到农村“最后一公里”的
空白。
与此同时，
数字科技馆建设量质并重，
影响力不断扩大。
十年来，中国数字科技馆坚持以内容建设为中心，重点建设精品
栏目库、数字化展览展品库和优质移动端科普传播作品库，数字资源
库建设规模初显。包括 PC 端网站、手机 App、微博、微信及短视频平
台在内的科学传播公众服务综合体系，定向精准地将科普资源送达目
标人群。
会议指出，我国科技馆体系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正处于“坚
持创新探索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继续以
改革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举措，描绘新蓝图，开启新征程，以高质量科
普服务，促进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助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詹媛）

澳门新城与半岛连接桥工程
公开开标
澳门讯 6 月 16 日，澳门新城填海 A 区与澳门半岛连接桥(A2)建
造工程于澳门公共建设局进行公开开标，
共收到 15 份标书。
经开标程序后，所有标书被接纳。工程造价介于澳门币 1.86 亿至
2.33 亿，
工期由 567 至 570 个工作日。
为配合新城 A 区的整体发展时程，特区政府现兴建另一连接桥连
接澳门半岛及新城 A 区。连接桥由行车天桥及行人天桥组成。行车
天桥全长约 500 米，双向单线行车，连接劳动节大马路近污水处理厂至
新城填海区 A 区西侧；行人天桥全长约 300 米，寛约 5 米，由近友谊桥
大马路连接至新城填海区 A 区西侧，并与现时通往水塘的行人天桥连
接。此外，工程亦会借此重整周边路网及行车方向等。工程完成后，
预计可分流往返澳门半岛至新城 A 区的交通。
此次工程涉及范围面积约为 7000 平方米，鉴于工程施工期间会对
周边交通造成一定影响，届时将协调交通事务局等部门，制定临时交
通改道方案，
减少对周边的影响，
预计第 4 季动工。
（张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