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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智能电网试点总结及 2011年展望 

报告关键点： 

& 智能电网试点个别项目低于预期，预计2011年试点完善与大规模建设同时进行 

& 预计智能变电、智能配网、智能调度和通信信息的投资同比将有大幅度增长 

& 维持行业“领先大市-B”的投资评级 

报告摘要： 

Ø 智能发电：常规电源厂网协调行进了一批试点，张北风光储示范项目一期进展 

顺利，国网风电并网标准有望在2011年上半年上升为国家标准，智能电网建设 

推动新能源并网进程。 

Ø 智能输电：串补、SVC、短路电流限制器（FCL）等柔性输电设备和线路在线监 

测小范围试点。 

Ø 智能变电：国网两批共计74个试点智能变电站，已经投运9个，试点进展慢的原 

因是电子式互感器等新设备有待试点后逐渐推广以及相关标准的完善。 

Ø 智能配电：国网第一批智能配电网建设试点城市包括北京、杭州、银川和厦门 

四个城市均已完成智能配电网试点任务。第二批31个试点城市已于2010年下半 

年陆续完成智能配电网规划。 

Ø 智能用电：智能电表2010年招标规模5000万块，近80亿元，电动汽车充电站已 

在国网27个省区市范围内启动建设，75个试点估计完成40个以上。 

Ø 智能调度：截至2010年12月底，包括国调、华北、华东、华中网调，江苏、四 

川省调、北京海淀、河北衡水、辽宁沈阳在内的第1批9个电网智能调度试点项 

目均已完成试点任务。 

Ø 通信信息平台：国网公司电力光纤入户工程全面启动，2010年国网公司在14个 

省公司的20个城市进行电力光纤试点建设；国网SG186工程通过国家级评审， 

SG-ERP工程综合试点率先在江苏省电力公司实施。 

Ø 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已投运，天津市中 

新生态城智能电网示范工程于2010年3月开建。 

Ø 2011年智能电网建设展望：2011年是智能电网建设的承前启后年，预计全年智 

能化投资约520亿元，各种标准有望进一步完善，典型设计有望出台，预计智能 

变电、智能配网、智能调度和通信信息的投资同比将有大幅度增长。 

Ø 行业评级与重点公司：智能电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电网智能化投资将逐年增 

长，各项招标将开始启动，我们预计智能电网板块有望跑赢大盘，维持行业“领 

先大市-B”的投资评级。重点推荐国电南瑞、远光软件、国电南自、荣信股份、 

许继电气、四方股份、思源电气。 

Ø 风险提示：存在智能电网实际投资达不到预期水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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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的规划， 智能电网建设分三个阶段： 规划试点阶段 （20092010 年）、 

全面建设阶段（20112015 年）和引领提升阶段（20162020 年）。 

智能电网规划试点阶段（20092010 年） ：20092010 年是电网智能化建设的规划试点 

阶段，其中  2009 年是技术研究和规划制定年，国网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智能电网技术 

研究，编制了电网智能化发展规划草案，并开始了前期标准的制定工作。2010 年是智 

能电网试点年，智能电网规划定稿，智能电网建设各环节试点陆续展开。按照国网公 

司计划， 第一批试点和第二批试点项目， 截止 2010年底需完成电网智能化投资约 197.3 
亿元。 

智能电网涵盖 7大关键环节：国网公司电网智能化涵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 

电、调度、通信共 7大关键环节，智能电网不只是某一环节上实现智能化，而是在各 

个环节都要实现智能化，是全面的智能电网建设。 

在国网公司智能电网建设马上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之际，我们对国网公司智能电网在规 

划试点阶段的试点项目进行总结，并对  2011 年智能电网建设进行展望。本报告内容 

所涉及的大量基础素材均来自于国家电网公司及下属各电网公司官方网站、英大网、 

《国家电网报》和相关公司网站等。 

图 1 国网公司智能电网建设的主要内容 

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  智能发电环节：新能源并网渐行渐近 

智能发电环节的主要内容包括：（1）常规电源发电机励磁系统监测和控制，包括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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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励磁系统参数实测和电力系统稳定器（PSS）、机组自动发电控制（AGC）和自动电 

压控制（AVC）；（2）风能、太阳能发电研究检测中心建设和河北张北地区风光储输 

示范项目；（3）风电并网技术和标准制定、储能技术等。 

2.1.  常规电源网厂协调项目在部分地区实施 

华东电网：2010 年 11 月 10 日，平圩、袁庄、凤台、龙子湖电厂 AVC 子站先后闭环 

接入华东 AVC 主站，这标志着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和调试，华东电网 AVC 系统一期成 

功投入闭环运行，华东电网电压控制模式正式从人工控制时代步入了自动控制的时 

代。 

天津电网：2010 年 7 月 3 日和 9 日，天津市电力公司技术中心调试项目部分别完成了 

励磁系统电力系统稳定器(PSS)的整定试验与发电机进相试验， 试验均一次成功，这也 

是天津电网首次独立完成 PSS 的整定试验；2010年 7月 12 日，天津市电力公司技术 

中心高水平完成军粮城发电厂 9 号机组自动发电控制（AGC）联调试验，标志着天津 

电网具备独立调试常规大型火电机组协调控制系统的能力，为实现新建机组完成天津 

电网智能发电以及电网智能调度控制奠定了重要基础。2010 年 12 月 29 日，天津电网 

无功电压优化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公司科技项目验收组验收，天津电网全部 220 千伏电 

厂 AVC 子站系统与市调 AVC 主站系统实现闭环试运行。参与此次闭环试运行的有大 

港电厂、杨柳青电厂、军粮城电厂、陈塘庄热电厂、国电津能热电厂的  17 台机组， 

机组覆盖率达到 90%。 

辽宁电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加快智能化电网建设的进程，自动电压控制系统（AVC） 

工程进展顺利，截至 2010 年 9月 25 日，AVC 系统已覆盖 44 座变电站，60台变压器 

和 50 台电容器。 

2.2.  张北风光储示范项目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2010 年初， 全国第一个风光储输三位一体综合性示范项目——张北风光储示范项目开 

工建设，计划投资 80 亿元，开发规模为风电 3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 10 万千瓦、 

化学储能 7.5 万千瓦。截至 2010 年 11 月，风光储示范项目完成地下基础施工，一期 

工程预计将于  2011 年底前建成投产。届时，该项目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太阳能发电基 

地和风光互补试验中心。一期工程建成后，该项目将达到风电 10万千瓦、光伏发电 4 
万千瓦、储能 2 万千瓦的规模，同时接入智能电网，进行风光互补。 

2.3.  国网风电并网标准近期有望上升为国家标准 

2005 年，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牵头起草的国网公司风电并网标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 

统技术规定》 ，这是国内风电并网最权威的指导文件。2009 年，国家电网对此进行了 

修订，形成《风电场接入电网技术规定》和《国家电网风电场接入系统设计内容深度 

规定》，作为企业标准执行。后者有望在 2011 年上半年正式升级为国家标准。据悉， 

新国标已经完成送审稿，近期将报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随后进行发布。 

2.4.  风电和太阳能研究检测中心相继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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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风电研究检测中心：经国家能源局批准，国家电网公司投资 3.5 亿元在旗下的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国家风电技术与检测研究中心，同时被授牌“国家能源大型 

风电并网系统研发（实验）中心”。2010 年 12 月 8 日，国家风电研究检测中心项目工 

程顺利启动并投入运营。国家风电研究检测中心项目工程兼具风、光、储能试验和商 

业运营的双重特性，在我国风力发电史上尚属首例。它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风电、光 

伏发电、储能）研究检测的窗口，其实验能力将创造四项世界第一，分别是：电网适 

应能力、低电压穿越能力、低频风电机组研发和测试能力、大容量储能系统与风电联 

合运行能力。 

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实验）中心：2010年 7 月 3 日，由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建 

设的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实验）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 

（实验）中心于 2009 年 9 月由国家能源局批复国网电科院筹建，建设方向主要包括 

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光伏系统并网试验检测和并网光伏电站移动检测三个方面，致 

力于开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现场入网检测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检测，并建成我国 

太阳能发电技术人才培育和国际交流基地。 

2.5.  国网光伏并网技术研究取得突破 

国资委网站 2010年 12月 13日称国家电网公司“分布式光伏电源接入配电网的规划设 

计和运行控制技术研究”项目正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该项目在分布式光伏电源并网 

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步入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今 

后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发电，特别是加快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进一步提高电网消纳清 

洁能源能力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2.6.  小结 

常规电源网厂协调项目在天津等地实施，预计项目实施范围有望扩大。风电、光伏并 

网一直是我国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智能电网的主要环节之一，2010 年， 

国网公司通过建设张北风光储示范项目、设立风电、光伏检测中心等积极推动风电、 

光伏并网技术的研究和标准制定，预计风电和光伏上网问题有望逐渐得到解决。 

3.  智能输电环节：柔性输电技术大有可为 

智能发电环节的主要内容包括：（1）交直流柔性输电技术，包括串补、SVC、直流换 

流阀、故障电流限制器等；（2）输电线路状态监测，包括输电线路状态在线监测装置 

和系统。 

3.1.  特高压串补工程完成平台试验 

2010 年 1 月，为提高特高压线路的输送容量，特高压串补的研制工作会议召开，标志 

着特高压串补工程的正式启动，由中国电科院中电普瑞公司负责特高压串补装置的研 

制，平高电气负责旁路开关的研制。2010 年 10 月 22日，中国电科院中电普瑞公司在 

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户外试验场顺利完成特高压串补真型试验平台工频耐压试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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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试验及地面场强测试，为最终实现特高压串补一次试验成功、一次投运成功和长期 

安全运行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 2010 年年底进行的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线路扩建工程招标中，共招标 3 套 1000kV 
特高压串补装置。 

表 1 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线路扩建工程串补装置配置 

变电站名 串补装置配置情况 

晋东南 1000kV变电站扩建 
在晋东南～南阳线路晋东南侧安装固定串补装置，串补度 20％，总 

容量 1382Mvar，串补额定电流暂按 5kA考虑。 

南阳 1000kV开关站扩建 

在南阳～晋东南线路南阳侧安装固定串补装置，串补度 20％，总容 

量  1382Mvar，南阳～荆门线路南阳侧安装  40％串补，容量 

2160Mvar。串补额定电流暂按 5kA考虑。 

数据来源：国网招标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3.2.  750kV 串补成功应用于新疆与西北 750千伏联网工程 

2010 年 11 月 3 日，国家电网公司在北京宣布，新疆与西北 750 千伏联网工程、甘肃 

千万千瓦级风电一期外送工程建成投运，这标志着新疆电网自此结束了孤网运行的历 

史，甘肃千万千瓦级风电外送通道得以打通，使西北地区的水电、火电、风电“打捆” 
东送变为现实。新疆与西北 750 千伏联网工程中，750 千伏金昌变电站所配置的 750 
千伏的串补容量 1210Mvar 为世界之最，210Mvar 的可控高压电抗器为全世界首次应 

用。 

2010 年 11 月 27 日，许继电气公司与西北电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带有可控串补及 

可控电抗器的 750kV 输电线继电保护应用研究”在西安顺利通过了由西北电网公司科 

技信息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其研究内容是国内外首创。 

3.3.  国内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 SVC系统成功投运 

2010 年 10月 8 日，四川电力公司 500 千伏龙泉桃乡变电站 SVC（无功补偿装置）系 

统顺利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电压最高、容量最大、控制策略最复杂的 
SVC 系统顺利成功投运。500 千伏龙泉桃乡变电站拥有两套 SVC 系统，额定输出容 

量为 2×180 兆乏，电压等级为 66 千伏，是当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静止 

无功补偿系统。 

3.4.  500kV 融冰兼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C）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0 年 7 月 17 日， 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国家电网公司重点科技项目——500 
千伏输电线路固定式直流融冰技术方案及装置研制项目通过验收。验收专家认为，项 

目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成果已在 500 千伏复兴线融冰兼静止无 

功补偿装置（SVC）工程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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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直流换流阀具备自主生产能力 

2010 年 8 月 15 日，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由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制的“±800kV/4750A 特高压直流换流阀”新产品技术鉴定会。认定 

中国电科院所研制的  A5000 型±800kV/4750A 特高压直流换流阀模块及阀塔通过了 
IEC607001 和 GB/T 20990.1 标准所规定的全部型式试验项目的验证，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A5000 型±800kV/4750A 特高压直流换流阀所采用的 6 英寸 7200V 晶闸管 

由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研发成功。 

3.6.  短路电流限制器（FCL）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9 年 12月 25 日， 由中国电科院研制的世界第一台 500 千伏短路电流限制器在华东 

电网 500 千伏瓶窑变电站顺利投入运行。2010 年 3 月 6 日，国家电网公司“超高压电 

网故障电流限制器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前期研究”和“超高压短路电流限制器示范工 

程”科技项目的成功验收，标志着国内已全面掌握 500kV 超高压电网故障电流限制器 

技术工程化中的关键技术，取得了在电网短路电流抑制技术方面的全新突破，为解决 

电网短路电流超标问题开辟了新途径。 

3.7.  国网公司首个状态监测中心投运 

2010 年 11 月 30日，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试点项目——浙江杭州市电力局输电线路 

状态监测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杭州电网输电线路状态监测中心集办公、监控、应急指 

挥于一体，具有安全预警、辅助决策、可视化管理等功能。该中心能够实现对导线温 

度、覆冰、风偏、弧垂、微气象信息数据及视频图像等状态参量的采集、处理、存储、 

显示及应用。通过与输配电一体化生产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融合，该中心集 

成了动态的监测点信息和静态的电网信息，能在更大程度上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浙 

江杭州市电力局输电线路状态监测中心对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其他试点单位的输电 

线路状态监测系统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3.8.  小结 

柔性输电技术是提高电网输电能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内柔性输电关键设备取得突 

破，制造水平的提高，柔性输电设备有望在输电网进行大面积推广。 

4.  智能变电环节：智能变电站建设相对缓慢 

4.1.  两批 74 个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 

国网公司 20092010 年进行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共涉及新建和改 

造项目共 74 座，其中第一批共 7 个试点项目，新建站 4 座，改造站 3 座，第二批共 
67 个试点项目，新建站 42 座，改造站 2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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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网公司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 

批次 项目类型 电压等级 数量（座） 

第一批 

新建 

750kV  1 

500kV  1 

220kV  1 

110kV  1 

改造 
500kV  1 

220kV  1 

110kV  1 

小计  7 

第二批 

新建 

750kV  1 

500kV  6 

330kV  1 

220kV  19 

110kV/66kV  15 

改造 

500kV  3 

330kV  2 

220kV  10 

110kV/66kV  10 

小计  67 

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2.  2010 年共进行四次智能变电站招标 

国网公司今年 2010 年共进行了四批智能变电站主设备及二次设备的集中招标，并冠 

以“智能电网” 字样。四批招标绝大多数互感器为电子式互感器，其中电压互感器 118 

台、电流互感器 86 台、组合互感器 102台。 

在国网已公布的 2010 年前三批电子式互感器中标公告中，国电南瑞、国电南自、南 

瑞继保位列前三名，中标份额均在 20%以上，南京新宁光电的中标份额为 15.3%，许 

继电气为 5.4%。 

图 2 国网公司智能变电站电子式互感器招标 图 3 电子式互感器的中标份额 

数据来源：国网招标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国网招标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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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二批智能变电站试点多数尚未建成 

在第一批 7座试点变电站中，5 座变电站已经投运和验收，陕西延安 750kV变电站和 

吉林长春南 500kV 变电站尚未建成。在第二批 67 座试点变电站中，我们收集到的资 

料仅有 4 座变电站已经投运，且都为新建变电站，其中两座四川阿坝州东兴 220kV变 

电站和四川北川 110kV变电站是汶川地震灾区新建变电站， 建设速度理应快于其他变 

电站。其余 63 座变电站没有找到已经投产的信息。 

表 3 国网公司已投运智能变电站项目（截止 2010年 12 月 30日） 

变电站名 试点批次 项目类型 

浙江兰溪 500kV变电站 第一批 改造 

江苏无锡西泾 220kV变电站 第一批 新建 

山东青岛午山 220kV变电站 第一批 改造 

湖南长沙金南 110kV变电站 第一批 新建 

河南金谷园 110kV变电站 第一批 改造 

四川阿坝州东兴 220kV变电站 第二批 新建 

山东济宁黄屯 110kV变电站 第二批 新建 

四川北川 110kV变电站 第二批 新建 

重庆杉树 110kV变电站 第二批 新建 

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4 国网公司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智能化特点 

变电站名 智能化特点 投运日期 

陕 西 延 安 
750kV  变电 

站 

在国内首次采用“智能单元+状态监测单元+常规断路器”方式， 实现断路器的智能 

化；站内互感器全部采用电子式，自动化系统采用三层两网结构；全站应用数字 

式电能表、数字式故障测距和同步向量测量设备，并采用无人值班技术。 

未投运 

吉林长春南 
500kV  变电 

站 

国内建设的第一座 500kV智能化变电站， 设计上将满足设备与系统安全可靠的原 

则，采用符合智能化变电站运行维护高效化要求的结构紧凑型设备，尽量减少设 

备配置，减少占地，节约投资，实现功能整合，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 

未投运 

浙 江 兰 溪 
500kV  变电 

站 

500kV 兰溪变于 2009 年 7 月投入运行，是国内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最深、实施 

范围最广、保护数字化程度最高的 500kV数字化变电站。工程中高级智能应用、 

一键式顺控、智能开关等内容均为国内首次研发。 
2009 年 7 月 

江苏无锡西 

泾  220kV 变 

电站 

该工程依托无锡物联网研发基地的技术优势，在工程技术上实现了四个全国第 

一：首次大规模采用全光纤式电流互感器。施工中光缆数量特别多；首次对 220 
千伏变电站自动系统采用采样值；首次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传感测控网络；首 

次实现全站状态监控系统统一分析平台，实现了变电站信息全景监控，标志着我 

国电网建设将迎来智能化时代。 

2010年 12月 

山东青岛午 

山  220kV 变 

电站 

采用了可靠、先进、环保的智能设备以及最新的自动化技术，增设了以变压器、 

断路器、避雷器为重点监测对象的在线状态自动监测系统，通过电学、光学、化 

学等技术手段对一次设备状态进行在线监测，实现了设备状态信息采集、传输、 

汇总、分析及可视化界面综合展示，具备了设备状态预警功能。改造后的变电站 

后台监控系统可根据变电站逻辑和推理模型，实现对告警信息进行分类、信号过 

滤， 自动报告设备异常并提出故障处理指导简报， 为事故的快速处理提供了便利。 

201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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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纯光学互感器、智能巡检机器人等国内外先进 

设备也在该站得以应用。 

湖南长沙金 

南  110kV 变 

电站 

采用智能设备和最新的自动化技术，实现了全站控制系统只能化、功能应用互动 

化及数据处理信息化的要求，为避免电网事故，特别是恶劣气候条件下确保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便利，实现了整个变电站的智能化高效运行，完全取代了以 

往繁琐的人工现场操作，在中国电网建设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推广价值。 

2010年 12月 

河南金谷园 
110kV  变 电 

站 

采用智能组件集成了变压器、GIS 变电站内设备的多项状态监测单元为变压器的 

状态维护提供可靠依据。监测单元采用色谱分析原理，实现对国标要求的变压器 

油中七种组分自动化全检测， 技术指标接近实验室检测水平： 实现油中溶解气体、 

油中微水、铁芯接地电流、顶层油温和主油箱气体压力的监测。单元采用穿芯式 

高精度零磁通电流传感器监测分合闸线圈电流波形、计算分合闸时间，监测储能 

电机电流，并采用分压器监测储能电机电压，通过与标准指纹的比对，监测断路 

器运行状态。GIS 状态监测智能组件：实现 SF6 气室密度、温度和含水量监测， 

断路器分合闸时间、电流波形监测和储能电机状态监测。 

2010年 12月 

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4.  小结 

我们认为  2010 年智能变电站建设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如下：（1）电网运营中，安全 

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智能变电站中如电子式互感器等许多新设备并未有大规模 

应用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后逐渐推广。（2）智能电网各种标准需要完善，成熟标准有 

一个根据试点经验不断的修改完善的过程，目前来看，各种验收标准还不完善是影响 

智能变电站建设进度的重要原因。 

5.  智能配电环节：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智能配电环节主要包括配电自动化、分布式电源和微网和智能配电设备三部分内容。 

我国配网自动化的覆盖率低，到 2009 年覆盖率仅 9%。国网第一批智能配电网建设试 

点城市包括北京、杭州、银川和厦门四个城市。目前，四个城市均已完成智能配电网 

试点任务。第二批 31个试点城市的智能配电网规划已于 2010 年下半年陆续完成。 

5.1.  北京城区智能配电网的两大特点是“自愈”和“互动” 

截至 2010 年 12 月，北京具备智能自愈功能的配电网线路已有 24 条，另有数量可观 

的一批开关站、电缆分界室、小区配电室等站点、设备和 167 条架空混合线路，具备 

了实时监控、故障判断、故障区段定位与远程隔离等自动化功能。一旦发生故障，调 

度员可以远程隔离故障并恢复供电。北京的配电自动化系统把涉及重要客户的停电计 

划、检修计划等信息，通过传真、短信等多种形式第一时间与客户共享，客户还可以 

通过互动平台进行反馈。配网自动化系统如果监测到故障信息，就会自动编发短信， 

或者拨出语音电话， 迅速把事故信息通知给客户， 确保客户及时了解故障的具体原因、 

故障点，并有针对性地启动应对预案。北京城区智能配电网项目采用许继电气的配网 

自动化系统。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hunan/2010-12-27/content_1465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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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杭州智能配电网试点——IEC61968的实验田 

2010 年 12 月，杭州电力公司总投资 7890万元，历时 1 年多，改造完成配网自动化线 

路 224 条、开关站 416 座，全面完成国家电网公司配电自动化试点工程建设。为更好 

地开展配电自动化的建设，实现系统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消除“信息孤岛”，杭州 

市电力局根据现有 DMS（配电管理系统）、SCADA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PMS 
（生产管理系统）、95598 等各类相关系统的体系结构、应用现状及信息模型，制定了 

符合 IEC 国际标准的配网管理系统总体框架。在 10 月份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 

交换标准化配网工作组会议上， 该局被确定为国内唯一的 IEC61968 互操作实验基地， 

为 IEC 国际标准理论成果应用到实际系统建设中提供了平台。 杭州智能配电网项目采 

用 ABB 的配网自动化系统。 

5.3.  银川智能配电网试点重点在提高供电可靠性 

2010 年 12 月，银川完成了智能配电网试点工作，试点内容包括配电自动化系统主站 

和 15 个子站建设，27 座开闭所和 368 台环网柜自动化改造。智能配网试点完成后， 

银川非故障区域停电的时间由之前平均 30 分钟缩短至 5 分钟，直接提升了供电可靠 

率。配网改造后的供电区域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7%以上。银川智能配电网试点项目采 

用国电南瑞配网自动化系统。 

5.4.  厦门智能配电网试点的特点是主站系统整合和因地制宜改造 

截至 2010 年 12 月， 厦门也基本完成了全部试点任务。 厦门智能配网改造涉及资金 1.5 
亿元。特点之一是在于通过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整合，将 4 个供电分局的配电自动化 

系统整合为一套集中的主站系统， 同时通过建立配电自动化系统与 GPMS 系统间基于 
IEC61968 标准接口，实现了电网模型、图形及实时数据共享与应用，有效消除了“信 

息孤岛”，并升级集中配网调度所需的新功能。积成电子承担厦门智能配网试点的工 

作。 

厦门试点的另一特点是因地制宜改造：本次厦门智能配网试点项目共需加装  1589 处 

监测终端，其中  378 座站房改造为具备“三遥”功能，809 座站房改造为具备“二遥”功 

能，402 处 10 千伏架空线采取装设带通信功能的故障指示器实现“一遥”功能。这次改 

造的 1589 处智能检测终端，加上原有的 1100座本身已经具备“三遥”功能的站房，厦 

门智能配网试点区域内的 2689个监测点将实现遥信全覆盖。采用“二遥”和“一遥” 

而不是全部采用“三遥”改造，既利用了原有设备、节约了资金，又达到了改造效果。 

5.5.  河南电力公司微网试点项目启动 

河南微网试点项目是国内首个完整实现微电网运行状态监控、分布式发电接入微网控 

制、间歇性能源发电预测、功率分配调度与发电控制、电能平衡和负载控制的应用平 

台，为分布式电源发展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依据。2010 年 8 月，河南分布式光伏发电 

及微网运行控制试点工程技术方案顺利通过国家电网公司评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到  2011 年下半年，项目组将以河南财专光伏发电示范工程为依托，全面完成相关技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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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浙江电力公司分布式电源和微网实验室建成 

2010 年 5 月 30 日，由浙江省电试院、天津大学、四方继保合作实施的“含多种分布 

式电源的灵活微网系统研究与实施”项目在浙江杭州通过了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 

的科技成果鉴定，这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建立的含多种分布式电源的微网实验平台， 

研究成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含分布式电源的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具有重 

要意义，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7.  小结 

第一批智能配电网试点涉及 4个城市， 未来将逐渐扩展至 4 个直辖市、 21 个省会城市、 
4 个计划单列市、唐山、苏州等共 31 个重点城市开展智能配电网系统建设。 

6.  智能用电环节：建设全面展开 

智能用电环节的建设内容包括用电信息采集、电动汽车充电站、智能用电小区、智能 

营业厅等内容。国网 2009 年启动智能电表集中招标，2009 年招标 1 批，2010 年共招 

标 4 批，各省电力公司 2010 年开始积极推动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在重庆开展了 

智能用电小区的试点建设。 

6.1.  智能电表招标额约 80亿元 

20092010 年国网公司共进行了 5 次智能电表集中招标， 2010 年集中招标 5000 万块电 

表，招标总额约  80 亿元，国网下属各电力公司正加快智能电表安装工作。智能电表 

是集电能计量、实时监控、自动控制、信息交互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电表，方便用户 

准确了解家庭的用电情况，制定科学用电计划。同时，通过智能电表和智能集抄系统 

的配合，可以实现远程抄表等功能，将有效地提升电力公司用电服务水平。 

表 5 国网公司智能电表招标规模测算 

项目 
2009 
第 1批 

2009 
合计 

2010 
第 1批 

2010 
第 2批 

2010 
第 3批 

2010 
第 4批 

2010 
合计 

招标数量（万块）  294.35  294.35  1366.37  1354.84  406.12  1872.58  4999.90 
2 级单相智能  3.76  3.76  17.91  14.16  4.07  21.95  58.09 
1 级三相智能  1.30  1.30  3.72  5.97  0.87  6.38  16.93 
0.5S 级三相智能  0.75  0.66  0.21  1.05  2.68 
0.2S 级三相智能  0.05  0.02  0.05  0.11 
金额预计（亿元）  5.06  5.06  22.38  20.84  5.16  29.44  77.82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注：根据国网招标数据测算 

6.2.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覆盖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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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是通过对配电变压器和终端用户的用电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实现用 

电监控、推行阶梯定价、负荷管理、线损分析，最终达到自动抄表、错峰用电、用电 

检查（防窃电）、负荷预测和节约用电成本等目的。建立全面的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需要建设系统主站、传输信道、采集设备以及电子式电能表（即智能电表）。 

加快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是国家电网公司重大战略部署，是支撑阶梯电价执行的基 

础条件，也是延伸电力市场、创新交易平台的重要依托。2010年 1 月，国家电网公司 

下发文件，要求各网省公司利用 5 年时间建成覆盖公司系统全部用户、采集全部用电 

信息、支持全面电费控制，即“全覆盖、全采集、全费控”的采集系统，为下一步阶梯 

和分时电价政策实施做好技术准备。 

2010 年，在国网的要求下，各省电力公司纷纷开展了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用电信 

息采集系统覆盖用户占比逐渐提高。 

6.3.  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已在国网范围内展开 

早在  2007 年，杭州电力公司就启动了纯电动电力服务车示范运行，累计投入电动车 

辆 15 量，建设充电站 4 座，公务车充电桩 2 个。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奥运会场馆和世博场馆分别投资建设了电动汽车充电站。 

2010 年是电动汽车充电桩大规模建设的启动之年，国家电网公司 2010 年计划在全国 

建设  75 座充电站，6209 个充电桩。截至  7 月底，国家电网公司已与经营区域内  27 
个省区市的 267 个地级市签署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占经营区域内 

地市总数的 98%） 。到目前，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已经投运充电站 36 个，实际投运数量 

应该在 40 个以上。 

表 6 试点阶段国网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进度不完全统计 

省份 城市 投运 在建 建设进度 

北京 北京 1 4 2010 年 12 月 24日，北京首座电动出租车充电站在延庆县建成。航天桥、马家楼、四惠和北 

土城充电站正在建设中。 

天津 天津 5 2011 年 1月 4日，天津市普济河道、华明、孟港后、中新生态城和检修基地 5个电动汽车充 

电站及 100 个充电桩全部竣工。 

河北 唐山 1 2010 年 3月， 唐山南湖电动汽车充电站落成， 这是首座符合国家标准的大型电动汽车充电站。 

石家庄 1 2010 年 3月 25 日，石家庄市位同电动汽车同充电站奠基，同时计划建设 300 个充电桩。 

山西 太原 1 2010 年 12 月 31日，太原市迎泽西大街的电动汽车充换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忻州 1 五台山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筹建中 

山东 济南 1 3 2010 年 10 月，济南市英贤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2010 年还计划完成济微路、葛家 

庄、园博园、章丘充电站。 

临沂 2 2 2010 年 6 月 23 日，临沂市焦庄充电站投入使用。10 月 14 日巩村电动汽车充电站投运。根 

据规划，2010 年建设 4个充电站和 70个充电桩。 

上海 上海 2 2009 年 10 月 30日上海市漕溪充电站建成。2010 年 5月世博会充电站投入运行。 

浙江 杭州 1 2010 年 6月，杭州市古翠路充电站落成。累计共有 6座充电站投入使用。 

金华 1 2010 年 11 月，金华东关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建成投运。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设施最齐 

全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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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 1 4 2010 年 2月，南京市迈皋桥充电站投入运营。另外计划在河西、城东、奥体、江宁再建四座 

示范充电站。 

扬州 1 2010 年 4月 19 日，扬州市吴洲路充电站建成启用。 

无锡 1 无锡市预计年底前市区能完成 1个充电站的建设。 

苏州 1 2010 年 12 月， 苏州市邓蔚路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投运，配备 6台 100 千瓦大型直流充电机， 

64 台小型直流充电机和 5台交流充电桩。 

江阴 1 2011 年 1月 1日，首座县级市充电站在江阴市启用，该站总投资 2280 万元，配置大型充电 

机 5台，中型充电机 2台，交流充电桩 3个。 

福建 福州 1 2010 年 12 月 22日，新港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投入使用，首批 70个纯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 

设也已完成，该站投资 500 万元。根据规划福州市还将在 2011 年内计划建设电池更换站一 

座。 

厦门 1 2010 年 8月，厦门市华荣电动汽车充电站建成，厦门还有 30个交流充电桩投运。 

安徽 合肥 1 3 2010 年 5 月，合肥柳树塘电动汽车充电站竣工投运。2010 年，建设并力争全部投入运营 4 

座以上大型充电站及 80个以上的充电桩。 

芜湖 1 2010 年 6月，芜湖飞阳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落成 

重庆 重庆 1 2010 年 12 月，江北茶园电动汽车充电站竣工。 

四川 成都 1 2 2010 年 5 月，成都石羊场充电站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12 月 3 日，位于簇桥和龙潭寺的两 

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同时开工建设。 

湖北 襄樊 1 1 2010 年 8月 10 日，襄樊市邓城电动汽车充电站投入使用。年内共计划建设 2座充电站。 

武汉 1 3 2010 年 9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投运。年内计划新建 3座充电站和 150 个充电桩。 

宜昌 1 2010 年 4月，宜昌首座充电站开始建设。 

荆州 1 2010 年 4月，荆州首座充电站开始建设。 

咸宁 1 2010 年 4月，咸宁浮山充电站开始建设。 

十堰 1 2010 年 4月，十堰首座充电站开始建设。 

黄石 1 2010 年 4月，黄石首座充电站开始建设。 

鄂州 1 2010 年 4月，鄂州首座东电站开始建设。 

随州 1 2010 年 4月，随州首座东电站开始建设。 

湖南 长沙 2 2010 年 8月汽车东站、汽车西站 2座示范公交线路充电站，已完成供电、配电设施建设，并 

成功验收送电。 

株洲 1 2010 年计划建设 1座充电站。 

江西 南昌 1 2010 年 11 月，南昌市政府与江西省电力公司签订《南昌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建设一座中型充电站及150 个充电桩。 

宜春 1 2010 年 7月，宜春城北电动汽车充电站投运。 

河南 郑州 1 2010 年 6月，位于郑东新区的河南首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建成 

新乡 1 2010 年 4月，和平路充电站项目工程开建，共20个充电桩。12月该站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黑龙江 哈尔滨 1 2010 年 9月，黑龙江省首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在哈尔滨市正式投运，该站是中国首座高纬度、 

高寒地区全封闭通透式电动汽车充电站。 

吉林 长春 1 2010 年 8月，长春高新电动汽车充电站投运。2010 年至 2011年，长春将建设 4座电动汽车 

充电站及 300个充电桩。 

辽宁 大连 计划在友谊街和金石滩建设两个大型快换式充电站，在华南和富国车场建设两个中型充电 

站。 

陕西 西安 1 3 2010 年 7月 14 日，西安曲江南电动汽车充电站投入运行，年内还计划在高新、浐灞、经开 

三个开发区共建三座，200 个充电桩。 

甘肃 兰州 1 2010 年 12 月，兰州段家滩充电站投入运营。 

青海 西宁 1 2010 年 11 月 1日，青海省首座按国家电网公司典型设计标准建设的示范充电站在西宁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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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运，西宁市内还建设了 10个交流充电桩。 

宁夏 银川 1 2010 年 12 月，银川海宝电动汽车充电站投入运行。 

新疆 乌鲁木齐 2010 年 6月，新疆首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建成。计划年内建设一座中型充电站。 

合计 36 39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6.4.  智能小区展开试点 

全国首个规模超千户的智能用电小区试点项目建成：2010 年 7 月 12 日，重庆市智能 

用电示范小区竣工投运典礼在山城隆重举行，标志着全国首个规模超千户的智能用电 

小区试点项目正式建成。加新沁园和富抱泉小区是国家电网公司在重庆投资建设的首 

个智能用电小区试点项目，由国网信通公司负责项目具体建设实施工作，试点小区建 

筑面积 22.25万平方米，涉及住户 1334 户，包括用电信息采集、小区配电自动化、电 

力光纤到户实现四网融合、智能用电服务互动平台、光伏发电系统、智能家居服务、 

实现水电气集抄等九大功能，将为山城人民带来全新的智能、便捷的低碳生活。 

国网公司完成智能用电小区关键技术研究：2010年 10 月，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智 

能用电小区关键技术研究”通过验收。该项目首次明确了以“友好互动、清洁环保、安 

全可靠”为特征的智能用电小区概念，构建了完整、系统的关键技术体系架构，在智 

能用电小区功能模型、通信方式、商业模式、关键设备、软件架构等关键技术研究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智能用电小区的研究、建设、推广和运营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 

础。 

智能用电小区在各地展开：各地开建的智能用电小区项目有河北廊坊新奥高尔夫花园 

智能小区项目、济南大地锐城国家智能用电小区重点示范工程、泰州姜堰智能用电小 

区、黑龙江智能用电小区等。 

7.  智能调度环节：智能调度进展顺利 

7.1.  2010 电网智能调度 9个试点项目均已完成验收 

国网公司调度系统主要包括五级：国调、网调、省调、地调、县调。智能调度是智能 

电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坚强智能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 

智能电网自动化特征的主要体现。 

省调以上建成一体化智能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在省级以上的调度系统中，包括国调、 

网调和省调，智能调度的建设目标是建成一体化智能调度决策支持体系，实现风电等 

新能源功率预测和调节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基于预测的电网运行风险在线预防控 

制。 

地调和县调“调控一体化” ：在地调和县调中，智能调度的建设目标地县调级智能电 

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其中很重要的工作是实现调度与集中控制一体化。 

2010年计划完成 9个第一批电网智能调度试点项目建设：国调、华北、华东、华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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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江苏、四川省调进行省级以上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相关内容试点建设；北 

京海淀、河北衡水、辽宁沈阳试点建设地调级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第一批 9个电网智能调度试点项目均已完成试点任务。 

表 7  2010年国网智能调度试点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进度 

国调 
2010年 12月 16日，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 

目工程顺利通过专家组的验收。 

华中网调 
1月 10日，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华中试点工程的两项功能 

通过验收，并具备推广应用条件。至此，华中试点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华北网调 
2010年 11月 12日，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华北工程顺利通过华 

北电网公司组织的现场验收。 

华东网调 
2010年 12月 8日，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华东/江苏工程的调度 

计划、安全校核、调度管理三大类应用顺利通过现场验收。 

江苏省调 
2010年 12月 5日， 江苏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工程项目通过了国家电 

网公司组织的现场测试验收。调度计划(OPS)、安全校核(SCS)和调度管理(OMS) 

三大应用开发工作成果得到验收组的充分肯定。 

四川省调 
2010年 12月 19日，国家电网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在成都组织召开了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四 

川工程现场验收会议，四川电网智能调度体系完成试点建设任务。 

河北衡水地 

调 

2010年 12月 15日，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河北衡 

水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国内第一个地市级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在衡水投 

入试运行。 

沈阳地调 

2010年 12月 20日，辽宁沈阳公司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首次实 

现了在混合硬件平台上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地区电网智能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 

的一体化融合应用；实现了电网及二次设备仿真、量测模型仿真、控制中心仿 

真、教员台控制功能。 

北京城区地 

调 

2010年 11月 4日至 11月 5日，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北京城区 

工程工厂测试验收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北京电力调度通 

信中心、北京城区供电公司、北京海淀供电公司及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组成测试验收组对该系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测试，一致认为：系统的软硬 

件功能及技术指标满足工厂测试大纲要求，测试验收合格，同意通过工厂验收。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7.2.  国电南瑞和北京科东共分市场份额 

国网公司下属国电南瑞和中国电科院科东公司共同开发了  D5000 智能调度系统基础 

平台，目前正在各级调度进行试点，第一批 9个试点项目中，国电南瑞占据 5个，包 

括华北、华东两个网调，江苏省调，以及衡水和北京两个地调，北京科东占据 4 个， 

分别为国调、华中网调、四川省调和沈阳地调。

http://finance.ifeng.com/company/data/news/1639.shtml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D6%C7%C4%DC%B5%E7%CD%F8
http://www.bjx.com.cn/
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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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国网公司智能调度试点项目实施厂家 

试点项目名称 实施厂家 

国调 北京科东 

华中网调 北京科东 

华北网调 国电南瑞 

华东网调 国电南瑞 

江苏省调 国电南瑞 

四川省调 北京科东 

河北衡水地调 国电南瑞 

沈阳地调 北京科东 

北京城区地调 国电南瑞 

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8.  通信信息平台：SG186 工程完成，SGERP 工程启动 

通信信息平台主要实现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环节的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和利用，以及数据采集数字化、生产过程自动化、业务处理互动化、经营管理信 

息化、战略决策科学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通信和信息系统，通信方面主要指 

电力光纤通讯网，信息系统方面主要是 SG186 以及后续 SGERP 系统建设。 

8.1.  国网信息化 SG186工程项目通过国家级评审 

2009 年 912 月，国家电网公司组织完成对 29 家网省公司、19 家直属单位的信息化 
SG186  工程竣工验收，所有参验单位均达到工程建设要求，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 
SG186 项目在国网范围得到全面推广。2010 年 2 月 25 日，国资委在京组织召开国家 

电网公司信息化 SG186工程项目评审会，经过与会专家认真质询与讨论，该工程顺利 

通过评审，SG186 工程通过国家级评审。 

8.2.  光纤入户工程全面启动 

2010 年 6 月 13 日，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光纤到户沈阳市试点工程”建设开工仪式在辽 

宁省沈阳市举行，标志着沈阳市电力光纤到户试点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也标志 

着国网公司电力光纤入户工程全面启动， 2010年国网公司在 14 个省公司的 20 个城市 

进行电力光纤试点建设，网络覆盖约 4.7 万用户。 

8.3.  江苏 SGEPR 率先实施 

2010 年 8 月 10 日，江苏省电力公司 SGERP 工程综合试点设计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电 

网公司专家组的审查。国家电网公司专家组认为，江苏公司 SGERP 试点方案为国家 

电网公司全面推进SGERP实施积累了大量经验， 相关成果可在国家电网公司SGERP 
建设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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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 

国网公司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有两个：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和天津市 

中新生态城智能电网示范工程。上述两个工程是综合示范项目，智能电网建设内容涉 

及各个关键环节。 

9.1.  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 

2010 年 8 月 12 日，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部组织中国电科院、国网电科院、国网信 

通公司及部分网省公司的有关专家，对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进行了现场 

评价。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是世界上首个涵盖“调度、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调 

度六个环节和通信信息支持平台”的已建并投运的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 

9.2.  天津中新生态城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 

2010 年 3 月，天津中新生态城开工建设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是继上海世博园智能 

电网项目后国内第二个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共包含分布式电源接入、储能系统、 

智能电网设备综合状态监测系统、智能变电站、配电自动化、电能质量监测和控制、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智能用电小区/楼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通信信息网络、电网智 

能运行可视化平台、智能营业厅 12 项建设内容。 

10.  2011 年国网智能电网建设展望 

2011年将是智能电网建设的承前启后年：按照国网智能电网规划，“十二五”将进入智 

能电网大规模建设时期。经过 2009 年和 2010 年两年的试点，2011 年将是智能电网建 

设的承前启后年，智能电网试点项目总结形成标准和典型设计，同时开始进行大规模 

智能电网建设。按照计划截止  2010 年底智能电网试点结算需完成电网智能化投资约 
197.3 亿元，预计 2011年国网智能化投资约 520 亿元，智能变电、智能配网、智能调 

度和通信信息的投资同比将有大幅度增长。 

图 4 2011 年国网智能电网各环节投资占比预测 

2011年各环节智能化投资比例 

发电 

3.2% 
变电 

20.7% 

配电 

11.2% 
用电 

21.5% 

通信信息 

33.3% 

输电 

3.2% 

调度 

6.9% 

发电 输电 变电 配电 用电 调度 通信信息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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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标准和典型设计确定：根据国网公司《智能电网技术标准体系规划》，2011 年完 

善智能电网规划涉及标准等综合性标准，各个环节的标准也不断的制定和完善，尤其 

是智能变电站及智能电网典型设计将出台。为智能电网各个环节在各地方电力公司的 

推广和应用奠定基础。 

智能调度继续推进： 南瑞和科东主导的 D5000系统继续在国网公司各大区电网和省网 

调度推进，各地区地调自动化系统继续推广实施。国调、网调和省调的智能调度市场 

被国电南瑞和电科院科东所占据，由于推行调度平台一体化，地县调合一，国网地县 

级调度市场也可能被两家垄断，预计国电南瑞未来占据 70%的市场份额。 

智能变电站规模增加：按照国网要求，从  2011 年开始所有新建智能变电站全部按照 

智能变电站设计，尤其是下半年智能变电站标准和典型设计编制完成之后，智能变电 

站的建设将加速。预计 2011 年新建改造智能变电站 900 多座。尽管智能变电站试点 

只完成了 9 座，我们倾向于认为，国网公司 2011 年的新建和改造变电站将按照智能 

变电站的模式来进行，至少是会实现变电站监控和继电保护保护的智能化，并为其他 

智能化应用留下接口。我们目前可以做出的结论是二次设备龙头公司国电南瑞、南瑞 

继保、四方股份、国电南自、许继电气在 2011 年会受益很大，积成电子、思源电气、 

理工监测、中元华电的受益程度则需随着进度进行观察。 

智能配网及调控一体化实施城市  30 个以上：各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已经完成智能配电 

网规划设计，2011 年预计有 30 个以上城市进行智能配网的实施工作。 

智能电表继续集中招标：2010 年国网公司集中招标智能电表 5000万块，2011 年计划 

投产 5000 万块，预计智能电表招标规模与 2010 年持平或略高，各省公司用电信息化 

建设继续推进。 

通信信息投资大幅度增长：预计 2011 年通信信息投资约 170 亿元，不论是通信电缆 

长度和 SGERP 的投资都会有非常大的增长。 

11. 投资策略和重点推荐公司 

2011 年智能电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电网智能化投资将逐年增长，各项招标将开始启 

动，我们预计智能电网板块有望跑赢大盘，维持行业“领先大市-B”的投资评级 

智能电网建设各环节主要受益公司如下： 

智能输电：中国电科院、荣信股份； 

智能变电：国电南瑞、四方股份、国电南自、许继电气、思源电气、积成电子、中元 

华电、理工监测； 

智能配网：国电南瑞、许继电气、积成电子、东方电子； 

智能用电：国电南瑞、许继电气、科陆电子、浩宁达等； 

智能调度：国电南瑞、中国电科院； 

通信信息：南瑞集团、中天科技、远光软件。 

我们重点推荐国电南瑞、远光软件、国电南自、荣信股份、许继电气、四方股份、思 

源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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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销售联系人 

T_Sales  

梁涛 上海联系人 凌洁 上海联系人 
02168766067  liangtao@essence.com.cn  02168765237  lingjie@essence.com.cn 
黄方禅 上海联系人 朱贤 上海联系人 
02168765913  huangfc@essence.com.cn  02168765293  zhuxian@essence.com.cn 
张勤 上海联系人 周蓉 北京联系人 
02168763879  zhangqin@essence.com.cn  01059113563  zhourong@essence.com.cn 
潘冬亮 北京联系人 李昕 北京联系人 
01059113590  pandl@essence.com.cn  01059113565  lixin@essence.com.cn 
马正南 北京联系人 李国瑞 深圳联系人 
01059113593  mazn@essence.com.cn  075582558084  ligr@essence.com.cn 
胡珍 深圳联系人 
075582558073  huzhen@essence.com.cn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 1栋 7层 

邮编: 518026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6层 

邮编: 200122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新盛大厦 B座 19层 

邮编: 10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