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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三、骄傲的中国电力
世界第一，将来靠你

二、电打哪来？
电可不简单、但也不复杂

一、电与安全用电？
最方便的能源、最危险的电老虎





电压（V伏特）、电流（A 安培）、功率（W 瓦特）

1节电池1.5V 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发明伏特电池



1800年意大利物
理学家伏特发明
伏特电池

1831年英国物理学
家法拉第发现了电
磁感应，发明发电
机和电动机

1866年，德国的
西门子发明了第
一台具有应用价
值的发电机。

1879年10月22日，
爱迪生发明电力系
统，点燃了第一盏
真正有广泛实用价
值的电灯。

1891年，特斯拉
在芝加哥博览会
点亮了9万盏灯泡

电池 发电机和电动机 商用发电机 灯泡和直流电力系统 交流电电力系统

1节电池1.5V



水电厂

火电厂

太阳能电厂
风电厂

垃圾电厂

变电站

输电线
变电站

配
电

网



1、安全电压：36V以下

2、低压：220V、380V

3、高压：
交流：10KV~220KV
直流：±660KV、±500KV及以下

4、超高压：
交流：330KV、500KV、750KV

5、特高压：
（1)交流1000KV
（2)直流±800KV、±1100KV













安全电压：36V以下











1、安全电压：36V以下

1节电池1.5V 充电宝5V

小电池安全的，也有风险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充电宝5V

小电池安全的，也有风险

1、买正规产品
2、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3、充电宝应在通风和干燥的使用和储存，不应在过热和潮湿的环境中使用和储存。
4、要爱护充电宝，避免重压、跌落和强烈震动，以免造成短路，导致充电时短路爆轰。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必须带头盔！

电动车电池48V、60V、72V
大电池不安全



1、安全电压：36V以下
电动车电池48V、60V、72V

大电池不安全

电动车这个部位



1、安全电压：36V以下
电动车电池48V、60V、72V

大电池不安全

电动车这个部位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市电：220V、380V

全是能电死人危险的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全是能电死人危险的

市电：220V、380V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全是能电死人危险的

市电：220V、380V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全是能电死人的危险，

市电：220V、380V



1、安全电压：36V以下

喷泉有漏电，电死人的危险， ！



1、安全电压：36V以下



1、安全电压：36V以下

下雨天要远离
1、电线杆

2、路灯

3、电力设备

4、工地

5、积水

6、大树



安全电压：36V以下

高压电：10千伏--1000千伏







安全电压：36V以下
高压电：10千伏--1000千伏

只要有这个闪电标志的，



远离这些设备最少10米，



远离这些设备最少10米，



远离这些设备最少10米，









做全家安全的小卫士

提醒爸爸带上安全帽

告诫弟弟不要动插座

带领小朋友们远离电线

提醒妈妈手湿可不要碰电器

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危险，我
们不在这里玩儿……



做全家安全的小卫士

了解 打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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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天山的高压输电塔 深圳西湾红树林海上输电塔



2022年1月12日，江苏泰州靖江市新桥镇跨越长江，创下385米的最高输电铁
塔世界纪录，比埃菲尔还高60米，还在在7项建造数据上创下行业内世界第一



水电厂

火电厂

太阳能电厂
风电厂

垃圾电厂

变电站

输电线
变电站

配
电

网



火电厂

水电厂

核电厂

风电厂

太阳能电厂



发电厂的电是打哪来的？

电磁感应 光电效应



发电厂的电是打哪来的？

电磁感应
电磁感应现象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
的，他1821年发明了电动机，1831年发
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以此制造了发电机



发电厂的电是打哪来的？

赫兹于1887年发现光电效应，1905年爱因斯坦第一个成功的解释了光电效应：
光照射下，某些物质内部的电子吸收能量后逸出而形成电流，即光生电。

光电效应



烧水蒸汽

光能

火电厂

光伏电厂

煤、石油、天然气、垃圾 

烧水蒸汽核电厂 铀U-235裂变发热

水动能水电厂 河流、海洋、水库 

风能风电厂 风力

发电机

太阳光 发电

发电厂电是打哪来的？

动
起
来

亮
起
来

光热电厂 太阳光 烧水蒸汽



煤、石油、
天然气、垃圾 

火电厂

水

发电机

锅炉

蒸
汽
轮
机

水



火电厂



核电站

发电机



大亚湾核电站



1公斤煤——3度电 1公斤铀235—2280万度—760万公斤煤



水电厂



三峡水电站 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





潮汐水电厂

世界唯一一台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并网的潮汐能发电项目：浙江舟山秀山岛海洋能发电机组项目
世界装机功率最大、总装机容量达3.4兆瓦的LHD-L-1000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能发电机组项目



潮汐水电厂

世界唯一一台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并网的潮汐能发电项目：浙江舟山秀山岛海洋能
发电机组项目
世界装机功率最大、总装机容量达3.4兆瓦的大型海洋能发电机组项目



涨潮
海水涨潮时推动水轮机运转

退潮
海水退潮时推动水轮机运转



绿色能源：

可再生能源：
水能
生物能
太阳能
风能
地热能
海洋能
氢能

核能+可再生能源



风力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



太阳能电站：光伏发电厂







太阳能电站:光热发电站

敦煌的光热发电站，中间的高塔顶部用于吸收太阳能，也称塔式光热电站



古代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如何在公元前212年利用聚集的太阳能摧毁
罗马舰队



太阳能电站:光热发电站

光热发电站，中间的高塔顶部用于吸收太阳能，也称塔式光热电站



从能源结构降碳，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资源

——“富煤、缺油、少气”的危机由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解困

太阳能=40个三峡 风电=15个三峡



》



地球“高烧”不退

1900年至今，地球表面增速
约为0.7~0.9摄氏度/百年，但
自1975年至今，该增速数值
已提高到1.5~1.8摄氏度/百年，
进入21世纪，这种变暖的趋势
还在加剧。



地球迅速升温，工业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然进化

1900年至今，地球表面
增速约为0.7~0.9摄氏度/
百年，但自1975年至今，
该增速数值已提高到
1.5~1.8摄氏度/百年，进
入21世纪，这种变暖的趋
势还在加剧。







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2030年）
就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

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

碳中和（2060年）
是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能
减排等途径，抵消自身所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的承诺

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并于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伟大意义

• 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电力系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自身承
担着较大减排压力，同时需要通过电能替代承接其它行业用能需求，支撑全社会减排。

•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为全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打造能源命运共
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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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

电网是地球上最复杂的人工网络

传输物质：能量、数据
传输通道：有线传输能量、有线和无线传输数据
控制领域：高电压、低电压

传输物质：数据
传输通道：有线和无线传输数据
控制领域：低电压

因特网

电讯网 传输物质：数据
传输通道：有线和无线传输数据
控制领域：低电压 85



我国电力资源及电力需求分布地区图



中国煤运通道网络共“九纵六横”，
将全国75%的煤炭送往四面八方



车头
车尾

大秦铁路中国第一条重载铁路
单列列车全长近4000米，相当于10列高铁列车相连，将大同煤炭运至秦皇岛港



我国的水力资源分布同样
极不均衡

其中西南地区几乎集中了全国超过
60%的可开发水力资源

电怎么送？



长江中上游、黄河上游
的水电，

以及众多煤炭基地周边
的火电，

均能够通过绵延千里的
输电工程，向东部、中
部、南部地区汇聚

“西电东送”这一世纪
工程的格局就此形成



传输中的损耗Q：Q=I²Rt

当线路电阻Rt无法忽略时，电流I越小，则损
耗越小；

输电功率计算公式：P=I×U

因此当功率P额定时，为了降低电流I，则必须
提升电压U

康定折多山云海中的线塔
摄影师@李珩

电压
越高

线路损耗
越小

传输距离
越远



高压、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电
压标准

对于交流输电：
高压：35-220千伏
超高压：330-1000千伏
特高压：1000千伏及以上；

直流输电：
超高压：±400-±660千伏
特高压：±800千伏及以上

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摄影师@刘忠文



中国修建电网的难度比全世
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要高：

中国是世界仅有的两个拥有
从寒带到热带的所有国土的
国家之一，这意味中国电网
要从零下30度修到50度；

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所
有地形地貌的国家，整个地
球的制高点青藏高原就掌握
在中国手中，海拔4000米以
上的垂直落差，这意味着中
国的电网基站从戈壁风沙到
高原盆地都要有；



电网建设不易









中国修建电网的难度比全世界绝大
多数的国家都要高：

但即便如此，今天的中国依然把电
网从高山修到平原，从酷热修到严
寒，千万万根电网将整个联系在一
起，这一点只有我们中国做到了。

全球唯一一个保证14亿国民通电的国家

中国的发电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约占全球发电总量的27.8%。自
2009年起，中国发电量和装机容
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



2015年12月23日，中国宣布最后3.98万无电人口通电

全球唯一一个保证14亿国民通电的国家



世界上发生过25次重大停电事故（损失负荷800万千瓦以上）:
其中美国6次，巴西和欧洲各2次，印度1次，中国大陆0次。
美国最大停电事故是2003年的8.14美加大停电，损失负荷7000万千瓦。
中国大陆最大停电事故2006年的7.1华中电网事故，损失负荷38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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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8.14美加大停电前后对比

事故前 事故后



我国仍是全球唯一能够建设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的国
家，也是特高压输电领域的国际
标准制定者之一

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摄影师：宋鹏涛





有价值
的人生难题 解决

工作成绩难题 解决

电网

电网是地球上最复杂的人工网络

传输物质：能量、数据
传输通道：有线传输能量、有线和无线传输数据
控制领域：高电压、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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