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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简介：
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地理分布不均，促使

我国开展大规模交直流混联电网的建设。特高
压直流输电(UHVDC)是指±800 kV 及以上电压
等级的直流输电及相关技术。特高压直流电压
高、输送容量大、线路走廊窄，控制快速、灵活，
适合大功率、远距离输电的需求。

昌吉—古泉±1 1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1 100 kV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起于新疆准东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
城古泉换流站，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
南、安徽六省区，线路总长度约3 304.7 km，输送
容量 1 200 万 kW。工程于 2016 年 1 月开工建
设，2019 年 7 月双极低端直流系统正式启动送
电。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是目前世界上电压
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远、技术
水平最先进的输电工程。工程建成后将推动新
疆能源基地的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打捆外
送，保障华东地区电力可靠供应，对大气污染防
治、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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