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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大学校园缺乏蕴含工匠精神的教育
——张轮(同济大学教授)
今年全国两会以后，工匠精神开始受到
机爱好者、是机械组装的爱好者，是电脑制
很多人的关注，教育界人士纷纷呼唤，“中
作的爱好者，为什么不去做一个优秀的“工
国制造”需要一大批大国工匠来实现，人才
匠”呢?
培养必须蕴含工匠精神的教育。
不追求浮华、不追求同质化、踏踏实实
从国家层面来说，工匠精神是教育和社
有针对性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办企业、办
会发展的体系性构建
教育都需要的质朴的思维模式。
从个体来说，工匠精神体现在对自己所
我国高等教育工匠精神培养处于囧境
从事的职业善始善终、坚韧不拔、一丝不苟
之中
和对卓越与完美的崇高追求。“匠”在某些
我们的大学生，都是“高考”这一途径
时候，还有“平庸板滞”之意，我们各行各
的竞争胜利者，但是知识再多，如果“手不
业，需要的正是那种坚韧与执着的“板滞”。
巧”，从大学的入口上说，培养具有匠人精
从集体、企业或者行业来说，工匠精神
神的工程师，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是品牌的塑造和核心价值的建立。工匠精
再从工程师教育上来看，如果我们希望
神，是所有愿意买你企业东西、愿意花钱在
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或者大姑娘精雕
你企业身上的消费者的体验。同样四个轮子
细刻成“卓越工程师”，起码，应该让他们
上面加两排沙发，为什么消费者愿意花大价
具有“工程师气质”，而这个“工程师气质”，
钱去买德国汽车? 难道可以用“崇洋媚外”
课堂教学是一部分，课堂之外的企业或车间
一言以蔽之?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工匠精
里教学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孰重孰
神去提升产品的价值，而自愿贱卖产品? 事
轻，不言而喻。
实上，价格低廉极易带来过度消费，造成对
但如今，无论是研究型或者是应用型大
资源的极大浪费。工匠精神，不仅仅带来优
学，实践环节教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习，
质的产品，还带来资源的节约。稍作拓展，
几乎都不处于主流或者次主流地位。举个例
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力资源成本也一样，
子，给学生上电机课程，我们现在的教学模
年薪 30 万元的“工匠型雇员”
，其价值远远
式是宁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用幻灯片去讲
大于 3 位年薪 10 万元的平庸雇员。这，就
解，也很少把学生带到车间里在电动机旁边
是工匠精神的附加值。
拆拆装装。于是诞生了一个笑话，一个电机
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对这样的图景司
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连起码的电机的接线也
空见惯：全体大中小学生，目标只有一个：
接不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实践教学的
分数；绝大部分家长，追求的目标也无二：
课时能够占到总课时数的三分之一、来自实
高考。全部大学，都喊同一个口号：争创一
践一线的工程师授课占总授课时数的三分
流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在大学的出口，我
之一、学生们在车间或者企业的时间能够占
们却发现，有不少学士、硕士、博士毕业后
到总学制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三个“三分
却就业难。
之一”培养出来的人，哪怕不是“卓越工程
学生找不到工作、企业又找不到人，原
师”，也会是“合格工程师”。
因无外乎，人才培养的专业结构出问题了，
本来，应用型大学应该在倡导工匠精神
称之为“结构性矛盾”
。目前的教育困境是：
的氛围上有更多作为，而现实是，很少有学
家长们和学生们不是走投无路，而是只有一
校能静下心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大学
条路，面临没有选择的苦恼。孩子们全部被
校园很热闹，有热衷创新创业教育的、有热
赶到一个笼子里进行雷同的圈养。爱动手的
衷学英文出国的、有热衷考研改变命运
孩子不适合做题考试，但是，他们可能是电
的……掩卷深思，我们有没有营造脚踏实地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1

信息导刊理工网络版

2016 第 3 期

做好“工匠”的教育，哪怕是营造一点氛围?
“螺丝钉”精神，这个字眼距离我们已经很
遥远。大学里，投入很多精力教学生们去创
业、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这本没有错，
但是，如果忽视根本的脚踏实地的精神，也
许得不偿失。
从师资队伍上说，现在大学的教师多是
校门到校门，有企业经验的人甚少，我们是
不是可以在以后的工科教职的晋升条款中
增加有企业经验这一条呢? 哪怕是短暂的
实习也可以。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是拿到文凭就上
班。毋庸置疑，他们一下子肯定“上不了手”，
而企业里招人一定是要有“工作经验”的—
—这个悖论有无解决办法? 博士毕业以后
有“博士后”这个过程去衔接“读书”和“工
作”之间不和谐的尴尬，那么，我们能不能
有“学士后”这个阶段解决大学本科教育和
企业用人之间的矛盾呢? 在笔者看来，可以
腾出两年时间，制定特殊政策和特殊训练过
程给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让他们在充分
接触社会和企业实际的同时，又能接受有针
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姑且称之为“学士后”
阶段。“学士后”既能解决“本科毕业理论
不联系实际的窘境”，也能为企业寻找合适
的人选提供“人才库”和“蓄水池”
。
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有营造工匠精神的
专业设置
最后，谈及工匠精神的营造，不得不提
的就是目前大学的专业设置。大学教育的

“专业”必须是在一定的“专业目录”框架
下进行专业申办和学生培养，但现在很多大
学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专业设置有相对的稳
定性和封闭性，专业与专业之间交叉少、专
业从形式到内容的变更很难。现在的社会是
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新生事物的出现
犹如“雨后春笋”，社会、经济、行业的发
展对用工的需求是以社会的贴合度为标准
的，即企业需要的工程师或者工匠，必须紧
密结合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需
求。但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企业能够挑选的对
象是“专业目录”框架下培养出来的“温室
花朵”。新型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快”，
也是多种技术融合、多项技能的结晶，而我
们面对的现实是学院、专业之间的壁垒，所
以，机器人的设计和制作，在现在的大学校
园里，是机械、电子、力学的跨学科而成就
的。这个“跨”何时能变成浑然一体，是培
养未来卓越工程师成败的关键，也是目前突
出的矛盾之一。
社会和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具
体问题、具有工匠精神的工匠。大学，尤其
是冠有工程应用型名称的大学，应该用工匠
精神去培养学生，而不是试图将每个学生都
培养成科学家和领军人物。人才培养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当先从工匠培养做起，从工
匠精神的培养做起。
信息来源：搜狐教育
http://learning.sohu.com/20160503/n44
7494103.shtml

专业论坛
能源互联网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对于中国能源领域最重要的是实
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互联网可解决横
向的多能互补,实现纵向电源、电网、负荷
协调优化,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2015 年是 “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这一年,能源电力行业有很多成绩,这些成
绩中有三大亮点。一是能源技术革命取得明
显成绩;二是能源电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改革成就凸显;三是我国能源互联网雏形初

现,由国家能源局主导的能源互联网发展指
导意见已经面世,提出了任务、目标、政策、
配套、试点等,安排了具体的计划,有利于未
来几年全面推动能源互联网工作。能源互联
网既代表能源技术革命,同时也会推动能源
体制、机制、市场模式的创新。
能源和电力行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还是比较明显。能源与
电力行业“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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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种能源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优
化?如何让清洁能源能够实现经济有效、可
持续地开发和利用？节能减排措施如何真
正落地实施？电力改革、油气改革到底如何
持续、健康地向前推进,来满足社会各方的
预期？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需要我们进一
步去努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能源能否实现可持续
发展,需要政府全面重视起来。能源革命实
际上也是鉴于我国能源方面存在的这些问
题而提出的。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今
后在能源革命的大旗下,解决这些问题要在
技术方面、体制方面全面进行。
2016 年是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对
于中国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像其他领
域一样,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都是按照市场经济、按需求来拉动增
长。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需求空间很有限,
能源和电力行业若要实现健康科学发展,需
要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
从技术上离不开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和实施。
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比较大
的困难就是如何有效匹配供需,这是供给侧
改革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和需求

侧改革两方面需要协调动作,不可能需求侧
没有反应,而进行供给侧改革。所以,关键是
要让供需真正匹配,这就需要技术平台或能
源互联网平台来支撑,有了能源互联网这个
平台,才能使供需双侧更有效平衡。
实现供需双侧有效平衡,即可解决产能
过剩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
平台,就是能源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可解决
横向的多能互补,纵向实现电源、电网、负
荷以及储能四个环节上的协调优化,有了这
样一个横向互补和纵向优化的系统,才能真
正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能源互
联网的一些相关技术非常重要,有了这些技
术,中国能源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可在技术平
台上解决。
有效地使用能源互联网技术平台,离不
开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的支持。因此,能
源互联网技术和体制、机制、政策是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未来一定是协调互动的
关系、是共同向前推进的过程。这对于中国
未来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响应以及
电力市场开放都非常重要。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http://www.cpnn.com.cn/dlcj/201605/t2
0160506_889126.html

信息集萃
2020 年我国储能装机有望达 2400 万千瓦
储能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近日，在“储
能国际峰会 2016”上，中关村储能产业技
术联盟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16》
（简称《白皮书》
）显示，截至 2015 年底，
中国累计运行储能项目（不含抽水蓄能、压
缩空气和储热）118 个，累计装机规模 105.5
兆瓦，年复合增长率（2010～2015）为 110%。
这组数据足以证明，储能市场渐露春意。
更为抢眼的数据是，《白皮书》预测，
到 2020 年，理想情景下储能的总装机规模
将达 24.2 吉瓦，常规情景下总装机规模将
达 14.5 吉瓦。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秘
书长张静表示：
“预计 2016--2017 年将迎来
储能市场的小爆发时期。虽然中国的能源互
联网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储能在能源互联网

的框架下已不再局限于电力存储技术，储
氢、储热和天然气存储等技术都将纳入进
来，未来储能领域将涌现出更多商业模式。”
三驾马车带动储能市场启动
储能市场的启动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是
一蹴而就。过去一年，用户侧分布式光伏+
储能，电网侧储能调峰调频电站，得到能源
服务机制支持的发电侧规模储能成为储能
发展的三驾马车，带动中国储能市场启动。
《白皮书》显示，可再生能源并网领域
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比最大，为 43%。调频辅
助服务是近两年增速最快的应用领域，年复
合增长率（2013~2015）为 31%。分布式发
电及微网领域则在项目数量上占据第一的
位置，占比接近总装机的 60%。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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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静看来，从应用领域角度，分布式
光储模式将更有商业前景，随着中国售电侧
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刺激下，随着储能成本的
不断下降，会催生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和服务
模式，而分布式光储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数量
也会逐渐增多。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研究所主任杨波也
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
革将为新能源分布式电源和储能应用打开
市场，并创造出盈利空间；从经济性上看，
储能成本会随着规模化应用而快速下降，回
收期逐渐缩短，并开始逼近盈利点。这样市
场情况下，会有更多企业进入分布式+储能
的模式中来。 而事实上，分布式+储能的模
式不仅应用于光伏领域，在风电场等分布式
微网方面同样适用。中关村储能产业联盟顾
问专家岳建华认为，如果能充分发挥政策导
向、市场调节、模式创新，风电场配合电网
实现调峰、调频功能，并实现弃风供热与弃
风电制氢，就可以实现风电的大规模消纳。
技术和政策成各方关注焦点
目前，业界普遍关注的储能成本问题，
虽然仍占据较大比重，但可喜的是，已经有
了大幅下降。以锂电储能为例，在过去的三
年里，锂电储能系统成本迅速下降了 50%。

相比成本带来的挑战，更为各方关注
的是技术、应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方面带来
的挑战。中关村储能产业联盟理事长俞振华
认为，在技术方面，国内储能技术仍存在短
板。国内储能电池主要以铅电池、锂电池为
主，技术水平普遍不高，而全球主流储能电
池主要以钠硫电池为主，其技术水平较之国
内要高出很多。在储能应用方面，储能应用
是最核心、最能影响产业格局变化的因素。
如果没有应用，储能产业就无法进行技术对
比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而目前国内相关方面
的应用还比较缺乏。
他表示，目前应一方面是把某些创新示
范项目投入到实际应用中，真正为带动储能
产业发展做出示范；另一方面应围绕示范项
目将产业机制和市场环境建立起来。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博士王
彩霞也表示，要加紧储能示范项目立项和建
设，为未来大规模应用积累技术数据和运行
及电网管理经验；出台储能配套支持政策，
并在新一轮电力市场架构和规则设计中，考
虑提高储能盈利水平的可能性，探索适合储
能发展的规则设计。信息来源：中国电力网
http://www.chinapower.com.cn/focus/20
160520/26884.html

智能隔离断路器研制成功 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
近日，由平高集团承担，中国电力科学
研究院、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
与完成的“智能开断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制”
国网科技攻关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GLW2-252/T4000-50 型集成式智能隔离
断路器集成了接地开关、纯光纤电流互感
器、智能化模块、实时在线监测装置，大大
简化系统的设计和接线方式，优化检修策
略，减少了占地面积及电力设备使用量，简
化了电站设计，降低了设备故障率。验收专
家组认为，该智能隔离断路器具有先进、可
靠、集成、低碳、环保等优点，具备智能变
电站所需要的测量数字化、控制网络化、状
态可视化、功能一体化和信息互动化。
新一代智能隔离断路器是我国目前电
力市场上的抢手货。针对该项目研究课题

多、难度大、跨度时间长，平高集团组织精
兵强将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
“126/252kV 隔离式断路器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品研制”
“35kV 投切电容器组用固态复合
开关研制”“10~35kV 快速智能开关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品研制”等多项课题，共研制出
试验样机 18 台，撰写技术报告 30 篇，申请
专利 22 项，发表论文 20 篇，形成国家电网
企业标准两份。项目研究的大部分技术成果
已在生产中顺利应用，部分产品已在国家电
网挂网运行，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该
项目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
断，填补了国内开关领域的技术空白，为国
家电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信息来源：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
http://www.chinasmartg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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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吊”：中联重科 QAY2000 在宁夏风电场成功首吊
近日，被誉为“全球第一吊”的中联重
科 QAY2000 吨全地面起重机在宁夏完美实
现风电项目首吊。据悉，这是 QAY2000 交付
客户后的首次施工，此次 QAY2000 成功首吊
彰显了中联重科在全球吊装领域的领先地
位，实现了国产 2000 吨级起重机在风电领
域的成功应用，对我国轮式起重机发展及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
QAY2000 吊装采用主臂 97 米+额头臂 4
米的专用风电超起工况，作业半径 20 米。
负荷率高达 80%的情况下，历经变幅、回转、
起升，准确、高效完成 2.0 风电检修工作。
在安装过程中，中联重科将以客户为中
心的理念做到极致，第一时间派出了由产品
项目经理牵头的电气、液压、结构等各专业
线技术人员，组成专业技术服务小组指导安

装。服务小组到达现场后，与该项目施工方
服务人员精心策划，共同制订出详细的吊装
方案，并全程跟踪，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开展。
被誉为“风之子”的 QAY2000 起重机，
是中联重科通过对风场地理分布、安装施工
工法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开发出
的独具特征的风电系列大吨位轮式起重机，
其额定起重量超过两千吨，是目前全球唯一
采用伸缩主臂便可实现 3MW 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的全地面汽车起重机，并可覆盖所有
3MW 及以下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同时满足
了千吨级化工塔罐、冶金高炉等大型设备等
吊装工程的苛刻工况需求。
信息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
513/732987.shtml

辽宁省 2015 年电力供求基本情况
——风电发电增 8.02% 火电发电下降 1.62%
辽宁省发改委近日公布了辽宁省 2015
年电力供求基本情况，其中风电 2015 年装
机量为 638.84 万千瓦，
占总装机量 14.78%；
风电发电量为 1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2%，火电发电量为 1329 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 1..62%。
辽宁省是东北电网（东三省和内蒙东部
地区）的负荷中心，发电装机约占全网的

35%，发电量占 39%，而用电量则占到 50%。
一、发电装机情况
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发电装机总量为
4322 万千瓦，其中：水电、火电、风电、
核电和太阳能的装机分别为 293 万千瓦、
3074 万千瓦、639 万千瓦、300 万千瓦和 16
万千瓦,分别占总装机的 6.8％、71.1％、
14.8％、6.9%和 0.4%。

全省 2015 年发电装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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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省累计完成发电量 1619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0.12%。其中：水电、火电、
风电、核电、光伏分别发电 32 亿千瓦时、
1329 亿千瓦时、112 亿千瓦、145 亿千瓦时
和 1 亿千瓦时，分别占社发电总量的 2%、

82.1%、6.9%、9%和 0.1%。全年发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数为 3809 小时，同比减少 114
小时，其中：火电机组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4338 小时，同比减少 76 小时。

全省 2015 年和 2014 年发电量情况比较图

三、全社会用电量情况
2015 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为 1985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2.64%，其中：一、二、
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为 32 亿千瓦
时、1452 亿千瓦时、270 亿千瓦时和 230 亿

千瓦时，分别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73.1%、13.6%和 11.6%。其中：工业用电量
为 1425 亿 千 瓦 时 ，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的
71.8%，同比下降 5.86%。

全省 2015 年和 2014 年全社会用电量情况比较图

四、受外省电量情况
比下降 13.2%。
2015 年,辽宁实际从外省净受入电量
信息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36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8.4%，同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520/7349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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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建全球首个纯电动公交城市
曾被扣以“污染帽子”的山西省临汾市
最近发布消息称，该市将于 8 月底全面实现
公交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纯电动公交城
市。正破解“一煤独大”困局的山西，已把
新能源汽车产业视为转型发展的“重头戏”
。
2015 年，首批 32 辆纯电动公交车在临
汾投入运营。2016 年 3 月，第二批 191 辆
纯电动公交车上线。待 28 条线路全部被电
动公交覆盖后，
仅燃料费可节约 2 亿余元(人
民币，下同)。据临汾公交公司测算，423
辆电动公交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5000
多吨，相当于植树 138 万棵。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山西省在“十三五”
期间重点发展的装备制造业。按照规划，到
2020 年，山西省新能源汽车产能将达到 41
万辆，产销量 21 万辆，实现产值 500 亿元，
并带动相关工业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山西明确提出，全省省直机关、
事业单位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电动汽车应
用比例不低于 30%，并且逐年提高推广应用
比例。这一举措，也极大程度地使电动汽车
的市场占有率得到提升，更显示出山西官方

新能源成山西“重头戏”
向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为此，山西省在
全省进行了布局：打造太原、晋中、晋城电
动汽车产业基地。重点建设太原年产 5000
辆电动城市客车、榆次年产 3000 辆电动客
车和 4.5 亿安时动力电池、高平年产 3.6 亿
安时动力电池、晋城年产 8 亿安时锂离子电
池等项目。
不仅是山西，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乌拉
特后旗、新疆洛浦县等地在 2016 年春节期
间，陆续将首批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山西
省会太原官方曾宣布，到 2018 年将有 3000
辆纯电动公交车上路运营。未来三年，中国
公共交通将逐渐进入“电动时代”。
在治理大气污染越发紧迫的背景下，新
能源汽车成为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重点。在地
方政府更容易推动的公共交通领域，推广新
能源汽车已从此前的试点开始走向大规模
普及。有资料显示，过去的 2015 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中国正在成
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之一。
信息来源：北极星储能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520/
735092.shtml

全球首个工业规模漂浮式风力发电站被批准修建
离海岸越远风力越强，然而利用它们产生电力却被证实是不经济的。

深海钻油能赚钱，深海风力发电却不
能，至少目前来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能
停止能源巨头们对其进行尝试的步伐。

最近，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规模的漂浮式
风力发电站被批准修建，该项目由挪威能源
公司国家石油以及西门子联合提出，它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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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靠近苏格兰海岸的北海中。五个六百万
瓦的轮机将通过漂浮的钢管与海底相连，这
个名为“Hywind”的项目预计将在明年完成。
漂浮式风力发电站可以被安置在深海
中，远比被需要海底地基固定的发电站要
深。由此，它可以深入到远洋持续不断的强
风中。比如，日本的深海所拥有的潜在风能
可以满足全国几倍的电力需求。自 2013 年
起，两个漂浮式轮机就在海中运转。
目前，全世界有四十多个项目，使用各
种各样的设计理念。通过松弛地与海底相
连，可以将轮机安置在 1000 米深的深海。
当然，建造这种电站的困难是费用：安
置漂浮式轮机的费用比陆上风力发电站的
要更多，更不用提那些传统能源的发电站。
在 2014 年的《可再生能源》杂志中的一篇
研究发现，一个漂浮风力发电站所生产的能
源费用为 93-263 美元每百万瓦时，这跟传
统的海上轮机能源费用差不多。但是跟其他
种类发电站比，比如天然气发电站，能源费
用则要贵的多。
另外一个由组织“碳素信仰者（The
CarbonTrust）”发表的研究发现，漂浮式
轮机生产的能源费用可以比固定轮机的更
低—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建造费用则高得多
（漂浮轮机每百万瓦特产能需大约 470 万
美元，而固定轮机则仅需 390 万美元）。

此前的项目也没有给出积极的先例。在日本
西北岸的“福岛前进（Fukushima Forward）”
项目，要达到其计划产电量所需离岸距离差
不多比预计远了一倍。美国公司“理论能量
（Principle Power）”，本来计划在近俄
勒冈州海中修建五个漂浮轮机，并得到了由
美国能源部资助的 470 万美元，却找不到该
项目所生产能源的有效用户。因此，这个项
目现处于停滞当中。
尽管如此，“Hywind”以及“福岛前进”
这些项目仍在进行当中。技术的进步，大量
的生产，以及使用廉价的材料以降低成本，
这些也许能给他们带来希望。比如葡萄牙的
一组研究员们，他们设计了一种用混凝土而
不是钢铁制造的漂浮式轮机，他们认为以此
可以降低百分之六十的制造成本。
如果费用可以降低，潜在的能源则是非
常多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位于卡罗拉
多戈尔登市，其远洋风能部门经理沃尔特
（Walt Musial）表示，在美国海岸沿线，
技术上可利用的海上风能大约百分之六十
处于深 60 米以下的深海，在此难以安置传
统的固定轮机。而这些风能大概是一兆兆瓦
的清洁能源，这基本上等于当今美国全国的
电产能。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523/
735401.shtml

热点关注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需制度跟进
2015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
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目的是满足全
球电力需求，源头是清洁能源，这中间需要
一张大的电网来传输。当然，全球能源互联
网的构建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过程，
即从国内互联到洲内互联再到洲际互联。
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北美、欧洲、俄
罗斯--波罗的海三个特大型互联电网。欧洲
超级电网、东北亚互联电网、北非向欧洲输

电的“沙漠计划”等区域性电网互联日益受
到重视。这些区域性的电网都将成为全球能
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他们的推进过
程，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推进全球能源互
联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东北亚能源合作：巨大潜力待挖
以与我们联系较为紧密的东北亚能源
合作为例。
2005 年前后，有关东北亚能源合作的
讨论就很多。发展这些年，它主要包括两部
分：油气管网和东北亚超级电网。
油气管网主要是将俄罗斯丰富的油气
资源输送到中日韩等消费国。目前，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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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间的石油管道已经稳定运行。而俄
罗斯和日本、韩国的联网，由于海峡和朝鲜
的障碍，目前还在讨论中。东北亚超级电网
则是将蒙古的戈壁太阳能和俄罗斯的水电
输送到中日韩，俄、蒙、韩、日和中国已对
东北亚超级电网项目研究了数年，但推进缓
慢，一度因国际政局动荡而搁浅。
总的来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受关注
度虽然有所增加，但区域合作的潜力远未有
效发挥，多边合作关系还非常脆弱。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消除误解，增进
互信
全球能源互联网由习主席倡议，国家电
网公司是推进主要力量，未来几年是关键
期，除却技术方面，其他方面的挑战也不小，
首当其冲就是舆论压力和政治互信问题。
该怎么应对呢？
一是要消除误解，让社会真正了解全球
能源互联网。就像质疑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
海外的石油产量是否能够帮助提升中国的
能源安全、是否比直接在市场上购买更符合
逻辑一样，对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必要
性、经济性和战略意义的认知也并非铁板一
块。能源虽是一种战略性商品，但毕竟是商
品。既然是商品，就应当还原能源的商品属
性。事实上，中央最近也一直在强调还原能
源商品属性。这不仅仅只是指在国内构建有
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
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同时也应当包含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商业逻辑这
样一些问题。因此，在提高对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的必要性、经济性和战略意义的认知
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近几年，关于电改，关于特高压，国内
一直争议不断，在国家电网公司牵头推进全
球能源互联网时，对电价可能会被垄断的质
疑声也都存在。这也侧面说明了大众并没有
完全了解全球能源互联网及相关技术。
就说特高压，已经争议了好多年。现在，
在力推能源生产消费变革的背景下，科学发
展特高压已被定调，并被纳入“十三五”规
划。国家电网也凭此技术中标两个海外项
目，与高铁和核能一起，成为中国制造走出

去的一块招牌。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以收
购成熟项目股份的方式为主，先后在菲律
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和意大利成功
投资优质资产，海外的净资产回报率通常是
国内的 3--5 倍。
此外，有关电价的质疑也一直存在。如
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对全球能源互联
网的互联互通、做大做强会形成阻碍。这一
问题的关键不是大家一直热议的电网分拆，
而是要实现电力市场化定价，否则不管是两
个电网还是十个电网，对一个小区怎么用
电，并没有带来根本的变化。最近北京、广
州两大电力交易中心的成立，跨省电力交易
将实现，就是一个好的市场化开端。这样今
后包括三峡的水电、蒙东的风电、新疆哈密
基地的火电等要送到东部地区，可以按照市
场，而不是按照原先的调度计划来分配输
送，这将对电价市场化起到积极作用，使价
格信号从时间、空间上反映实际成本和供需
状况，有效引导供需。
更进一步，在全球能源互联的环境下，
每家每户都可能既是电力消费者又是电力
的生产者，电力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易，想要
垄断基本不可能。
国外的质疑则主要集中在能源安全方
面。如同互联网一样，全球能源互联网也会
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问题。但如今，没有网络，
我们生活的便利度会大打折扣，很多工作无
法开展。可以很确定的讲，目前互联网的利
是远大于弊。全球能源互联网也是这个道
理，气候变暖、雾霾侵袭已经严重干扰到我
们的生活，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
展成为全球共识。因为安全问题而放弃对绿
色生活的向往，无疑是因噎废食，而且随着
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的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我
们防范和控制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也会不
断增强。
二是要加强政治互信，尽快成立相关国
际组织，明确纲领性文件。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
政府倡议的国际合作项目，服务全球绿色发
展，也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交织着诸多
的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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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不同于国家电网
以往以收购成熟项目股份方式为主的境外
投资。它涉及的地域更广、因素更多，面临
比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更
多的困难与风险。因此，在强调构建全球能
源互联网战略意义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商业
逻辑，这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涉及到
多国经济利益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也不例外。
无疑，全球能源互联网从战略构想走向
共同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否认，特高
压电网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国家电网在

特高压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但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面临其他方面
的挑战可能远超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中国可
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为出发点，倡议建立
相关合作性组织，并尽快形成类似全球能源
宪章的纲领性文件，加强各国之间的政治互
信，让区域性能源合作跨越制度藩篱，为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制度保障。
信息来源：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
http://www.chinasmartgrid.com.cn/news
/20160513/615288.shtml

会议预报
2016 年 IEEE 集成电路与微系统国际会议 (ICICM 2016)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所属学科：计算机系统结构与硬件,电子工
程,半导体技术,仪器仪表与装置,电力电子
开始日期： 2016-11-23
结束日期： 2016-11-25
所在城市： 成都市
主办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协办单位： IEEE
承办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
电子学院
[重要日期]
摘要截稿日期：2016-07-25
全文截稿日期：2016-09-20
论文录用通知日期：2016-10-10
交修订版截至日期：2016-10-25
参会报名截止日期：2016-10-25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28-86528758
E-MAIL：icicm2016@vip.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211 大楼
邮政编码：610054
会议注册费：2750 人民币
会议网站：
http://www.icicm.net/index.html
会议背景介绍：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ICICM 2016) is an annual conference,
which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engineers,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industrial profession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legates to
exchange new ideas and research
findings face to face, to establish
business or research relations and to
find global partner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ICICM 2016) will be held duing November
23-25, 2016 in Chengdu, China. It is
supported b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征文范围及要求：
(1) Silic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anufacturing
(2) Digital, Analog, Mixed Signal IC and
SOC design technology
(3) Low-power, RF devices & circuits
(4)
IC
Computer-Aided
–Design
technology, DFM
(5) Silicon/germanium devices and
device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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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erconnect, Low K, High K and
other process technologies
(7) Advance memories technology (Flash,
FeRAM, PCM，ReRAM, MRAM etc.)
(8)Unconventional and nano-electronics
(9) Organic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technologies
(10) Compound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circuits
(11) Displays, sensors and MEMS
(12)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
(13) Reliability
(14)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15) Packag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16) Equipment technology
(17) Solar cell & other devices for new
energy sources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not
ice/meetingAction-70956!detail.action

我们的图书馆
○资源推介

“CIDP 制造业数字资源平台”试用
CIDP 制造业数字资源平台以我国机械工
程、航空航天、电气工程、汽车与机床等制
造业在长期设计制造过程中形成的海量信
息资源为对象，为制造类企业和用户提供不
同粒度、多种层次的、优质丰富的数字资源。
技术特色：
提供设计计算与分析、3D 零件模型下载、
多媒体视频教学等功能；支持平板电脑、智
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

内容特色：
囊括机械制造领域几千种优质图书与原
创资源之精华；
多样的知识表现形式：文字、表格、
2D/3D 图、3D 模型、PPT、动画、视频和小
程序。CIDP 制造业数字资源平台。
地址：http://www.CIDP.com.cn
试用日期：2016.5.12-2016.12.31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WISEVIDEO 实训教学专题视频库”试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实训教学专题视频库
是北京智坤数图科技有限公司基于教育部
相关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推出的
一款适用于高校专业学科实践教学的精品
专题数据库。全面整合了机械工业出版社、
时代传播音像分社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力
求提供最专业、最权威的实训教学课程。

针对“双证制”要求而设置近 5000 学
时、11 大类别
专业的摄制团队，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按照国家普通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分类
试用地址：http://www.wisevideo.cn
试用期限：2016 年 5 月 12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SYNC 教学资源库”再次开通试用
“SYNC 教学资源库”再次为我院开通
试用，已经建立覆盖理、工、农、医、文、
管全部学科的课件、电子教案、知识点动画、
图片、音视频素材、课程试题库等共计 50
万多条教学资源。
●K1 课件素材库： 35 万条教学课件，
15 万多条教学素确材；

●K2 精品课程资源库：包含 20053 门
课程；
●K3 高校课程试题库：包含 1136 门课
程，186 万道试题；
可为教师备课，制作精品课程共享课、
微课、慕课等提供素材。 支持教师多层次、
多角度，立体地呈现教学内容，便于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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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掌握。 也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资源。
试用网址： http://sync.cctr.net.cn
试用期限：2016-05-11 至 2017-05-10

校园网之上均可访问，欢迎广大师生试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服务动态

博看触摸屏报刊阅读系统
图书馆新购入了一台“博看触摸屏报刊
阅读系统”，读者只须轻点触摸屏，即可直
接阅读期刊，更能体验类似传统期刊的翻页
阅读，更可对页面随意放大、缩小、查询等
功能；容易操作，千种畅销期刊，尽在指尖！
部分高清期刊目录列表
时政新闻：今日中国、瞭望东方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华人世界、中国新闻周刊
管理财经：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
理财周刊、中国经济周刊、商界等
家庭健康：37°女人、爱情婚姻家庭、
爱人、幸福、前卫、东方女性
文摘文学：半月选读、今古传奇、特别

文摘、意林、人民文学、中国故事
时尚生活：家装家居、女友、流行色、
中国化妆品、都市丽人、城市画报
文化艺术：人像摄影、世界博览、艺术
与设计、收藏家、数码设计、荣宝斋
娱乐休闲：电影世界、旅游纵览、西藏
旅游、足球周刊、国家人文地理等
科学技术：生命世界、农村百事通、太
空探索、科学大观园、科海故事博览
教育教学：课外阅读、少年文摘、少男
少女、英语画刊、大学英语、发明与创新
学术学报：世界经济研究、中国钱币、
世界经济研究、戏剧之家、世界科学

欢迎广大读者到图书馆一楼大厅体验
下载浏览。
信息来源:图书馆

http://www.lib.sie.edu.cn/info/1012/1
453.htm

○它山之石

全民阅读时代图书馆阅读服务定位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 年
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
超过六成。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
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数字阅读品牌，资源、
平台这些图书馆固有的优势也在逐渐淡化。
公共场所建立起了自己的阅读资源和
平台，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上的核心价值需要

更清晰化。
伴随着移动化、碎片化等概念的深入人
心，阅读尤其是数字阅读，似乎已经被贴上
“短平快”的标签。
然而，以下数据显示，近年来阅读平台
更加多元、精准，
“深阅读”或“经典阅读”
反而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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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是服务，服务的风向
标离不开“用户需求”，图书馆具备空间、
资源、用户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全民阅
读普及，图书馆更应突出自身优势特色：
1、打破数字资源使用权限的壁垒，为
社区等输出数字资源。据测试新东方、中文

在线的数字资源均提供校内注册帐号校外
通用的功能，为图书馆拓展服务空间和渠道
提供了可行性。
2、精细化阅读服务，建立“经典阅读”
专区和平台。
信息来源：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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