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再生能源局域网采用的技术

由多个子系统构成，是“源、网、荷、储、控”等要素和谐统一的

智能化用能网络。

综合、统一、互联的信息监控和管理平台，是智慧能源网的

调度管理系统。

可再生能源局域网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离网型微电网

建立系统电压和频率的保证。

合理的风机规模有利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提高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

多能源智慧能源网的主要电源，作为独立的发电子系统，有

一套独立的光伏监控系统。

智慧能源网的有效补充，可有效提高局域网紧急情况下供用

能可靠性。

智慧能源管控平台的高级应用功能，可实现对配电系统的

运行监视和控制。

通过对智能数控电锅炉及固体储热设备的远程控制，实现对

分布式电锅炉热功率的实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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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于海
青报道：入冬以来，驻守在海拔 3700多
米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发现，
往年伴随着取暖而来的煤烟味闻不到
了。去年，营区用上了可再生能源取
暖，减少了运煤负担和环境污染。军委
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得益于 2018 年建成的全军可再
生能源局域网带来的充足电力。

这个营区地处高寒地带，气候严寒，
冬季漫长，采暖期为每年10月至第二年
5月。过去因电力不足，冬季取暖主要依
靠燃煤锅炉。由于煤炭运输路途较远，
使用成本高，能源保障难度大，而且锅炉
需要人员24小时值守维护，传统取暖方

式对部队是不小的负担。
2018年，军委后勤保障部积极与国

家能源局开展战略合作，采取“国家政
策支持、企业投资建设、军队购买服务”
模式，依托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契
机，在国家大电网未连通地区，综合利
用风能、光伏、小水电等多种可再生能
源，建设可再生能源局域网，提供安全
可靠、清洁高效的电力服务，解决远离
市电的边防部队用电问题。

全军首个可再生能源局域网示范项
目建成后，该部边防官兵用电难的问题得
到较好解决。2019年，在满足官兵战备训
练和日常生活用电的基础上，他们通过技
术改造和节能挖潜，将过去的冬季采暖由

燃煤改为用电，全面提高官兵生活质量。
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运用，不仅能满足边
防部队照明、供暖、制氧、取水和装备等综
合用能需求，而且大大减轻油料、煤炭等
后勤保障负担，初步构建起绿色低碳、安
全可靠、持续高效的高原现代能源保障体
系。官兵向记者介绍说，储热式电锅炉干
净、安全、清洁、稳定，通过创新供能保障
模式，由企业承担维护保障，官兵有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战备训练之中。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在高原边防无电地
区和重点用能部队，逐步加大可再生能
源应用力度，提升部队用能可靠性和质
量效益。

新年，来自边关的“暖”新闻

驻高原边防部队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力度

雪山哨卡首次实现绿色采暖

2019 年岁末，新疆军区某部年
终军事训练考核成绩公布，该部某仓
库保管员下士马文海总评为优秀。

有谁能想到，仅仅在 3个月前，
他还是一名长期忙碌于锅炉房的司
炉工。得益于该部今冬有了绿色高
效的清洁能源供暖，马文海有了更
多的时间投入训练。

2019 年 9月 26日，新疆军区可
再生能源局域网项目 15 台储热式
电锅炉调试完成，投产运行。马文
海所在单位全面实现清洁供暖，燃
煤锅炉更换为集风能、太阳能、柴油
发电、储能系统为一体的智能化储
热式电锅炉。马文海也走上新岗
位，成为该部的一名仓库保管员。

据了解，该部常年驻守在高原边

防一线，自然环境恶劣，冬季供暖问
题一度困扰着该部官兵。“过去，一线
连队主要靠燃烧煤炭取暖，燃煤消耗
大，运输保障难，燃煤锅炉还会排放
烟尘等有害物质。”戍守高原多年的马
文海回忆，一次深夜熄灯后，炊事班的
暖气片突然渗漏，他赶紧带上工具赶
过去，用了几个小时才把暖气片堵好，
渗水和汗水混在一起，让他一身湿
透。为了不影响连队供暖，他又爬上
营房楼顶，迎着寒风用水泵排水……
半小时后下楼时，湿透的迷彩服结了
冰，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

任司炉工期间，马文海每天早
上都要查看一遍暖气管线，晚上睡
前也要观察室温的变化，白天每隔
1个小时添加 30 公斤燃煤、掏 4桶

煤渣……
“营区全面实现清洁供暖，我

这个司炉工正式‘下岗’喽。”站哨
执勤归来，马文海笑声爽朗，“在新
岗位，我每天除了执勤训练，还要
加紧学习保管业务知识，力争做到
‘一口清’‘一摸准’。不久前，我的
班长李延军参加陆军仓储专业比
武成绩出色，我这个‘司炉老兵’也
不能落后啊！”

这几天，该部所在的高原腹地
室外温度低至-27℃，营区室内温
度仍保持在22℃左右，暖意融融。

右图：马文海从司炉工岗位正

式下岗，成为一名仓库保管员。

翟 军、魏天武摄

新疆军区某部实现清洁能源供暖—

“司炉老兵”下岗啦
■徐 俊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编者按 新年伊始，从新疆边防传来了一组“暖”新
闻，温暖了雪域边关的营房，也温暖了边防官兵的心房。
“暖”的背后，是创新的能量、融合的力量。科技强

军，其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单纯的武器装备现代化。随
着创新科技渗透到作战训练的方方面面、乃至军营生活
的点点滴滴，战斗力的生成和释放必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新年伊始，驻守在海拔3700多米雪域

高原的新疆军区某部首次实现绿色取暖。

这一“暖”新闻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科技点亮未来，创新改变生活。移动

支付、远程医疗、共享单车、智能家居……

科技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说：“科学既是

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

物质福利的源泉。”高原边防综合利用风

能、光伏、小水电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减

少了运煤负担和环境污染，改善了部队

的生活条件，也让官兵有更多时间精力

投入练兵备战。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政策支持、企

业投资建设、军队购买服务”的模式，攻克

了保障短板，提升了保障能力。后勤建设

军地通用性、互补性强，依托国家主渠道、

借力地方政府、融合社会力量，可以最大限

度地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强大的保障力。

困扰部队建设的许多“老大难”问

题，照搬老套路、老思路很难找到出路，

必须开动脑筋，更新观念。充分运用科

学技术的推动力量，拿出具有新时代特

点的创新思路、创新举措，我们才能不断

攻坚克难，在强军征程上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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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地处高寒地带，冬季

漫长，采暖期为每年10月至

第二年5月，持续约8个月

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取暖，

每年为当地节约标准煤约1万吨

排放量约3.1万吨

排放量约2.7吨

排放量约118.9吨

等有害物质排放量约139.1吨

所属供暖单位原有近

50台各种容量的小型燃煤
锅炉用于采暖，每台锅炉运行

需要1至2名战士值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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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亚迅、通讯员沙凌
云报道：雄鹰振翅，海空砺剑。1月 4日
上午，浙东某机场，寒风凛冽，烟雨迷
蒙。随着一颗明亮的信号弹划破长空，
机场跑道上，数十架战机梯次滑出、接续
升空，迅速机动至目标海域开展空战对

抗训练。
开训就是“打仗的姿态”。通过塔

台显示屏，记者看到，战机在对抗过程
中面临着复杂的空中形势。盘旋、俯
冲、翻滚……红蓝双方不拘泥于规定
的套路，由超视距打到最近距离，由超

音速打到最小机动速度，不断变化战
术动作，不时飞出极限数据，胜负几度
易手。

红蓝缠斗难解难分，互为对手检验
战法。在外场作战研究室，飞行员们围
绕着空中战术动作展开讨论，唇枪舌剑，
激烈交锋。

空中精飞离不开细致的地面保
障。战机返航后，地勤官兵迅速对飞机
进行再次出动准备，加油、充气、挂载导
弹、通电检查……停机坪上，各类保障
车辆往来穿梭，机务官兵紧张有序地展
开保障工作。

记者了解到，这个旅以实战标准
从难从严施训组训，开训飞行约 90%的
架次为高难度、大强度的空战课目。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还将逐步加大训
练难度和强度，并临机设置各种障碍
和特情，倒逼飞行员在各种危局、险
局、难局中想对策、练战法，不断锤炼
飞行员在复杂作
战环境下的应急
处置能力。

左上图：战鹰

直冲云霄。

田健敏摄

新年首飞组织自由空战训练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红蓝缠斗互为对手检验战法

本报讯 聂海飞、特约记者高宏伟
报道：“加力起飞！”1月 3日上午，南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旅领导宣
读完中央军委 2020 年开训动员令，一
场实战背景下的空中拦截训练随即展
开，多架战机挂载某型导弹，呼啸着直
冲云霄。
“发现不明空中目标，立即前往识

别、拦截……”战机升空后不久，地面
指挥所就向空中编队发送指令。编队
快速协同配合，灵活组成战斗队形，开
启机载雷达、检查武器系统、制定拦截
对策，直扑目标空域。不多时，经过空
中态势分析，编队从多个搜索目标中
成功判别出“敌”机，并完成拦截任
务。紧接着，各机组退出空域后重新
进入，一场新的拦截训练在海空争分
夺秒展开。
“新年度开训，我们通过识别、拦

截和击杀课目训练，锤炼了飞行员的
实战能力，基本
达 到 预 期 训 练
效果。”跟班飞
行 的 该 旅 领 导
说，“我们将在
接 下 来 的 训 练
任 务 中 进 一 步

完善检验评估体系，更加客观准确地
评估结果，提升实战化训练质效。”

据介绍，在进行地面协同时，参训
飞行员着眼实战需求，制定不同背景、
不同态势下的拦截方案，针对实施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目标丢失、危险接近、进

入尾流等特情，进行预想预测并模拟演
练，为从容应对空中各类突发情况夯实
了基础。

上图：双机带弹起飞。

聂海飞摄

开训首日展开空中拦截演练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空地协同精确识别截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