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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T C 电力技术协作平台 
 EPTC 函〔2020〕6 号 

 

关于印发《EPTC 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主任工作会议纪要》的函 

 

各有关单位： 

2020年 3月 19日，EPTC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简称：

“专委会”）2020 年第一次主任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特邀专家等 1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肯定

了 EPTC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19年所取得工作成绩，分

析了当前电力机器人技术发展面临形势与存在问题，明确了2020

年重点工作计划。请专委会相关单位、牵头人员按照重点工作计

划任务安排，加强沟通协作，确保各项重点工作充分落实，以实

际行动推进电力机器人专业技术创新与健康发展。会议纪要详见

附件。 

附件：1.与会人员名单 

2.EPTC 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年第一次 

主任工作会议纪要 

3.《EPTC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年重点 

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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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田孝华 麦晓明 徐 波 李明洲 

联系电话：010-66595695 18910786128 

 

                              

 

 

 EPTC 电力技术协作平台 

                                 2020 年 4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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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与会人员名单 

姓  名 职  务 单位名称 

孙  杨 主任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张文亮 顾问 原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宋爱国 顾问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牛  捷 副主任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王洪光 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周大洲 副主任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田孝华 秘书长 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 

徐  波 副秘书长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麦晓明 副秘书长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李明洲 秘书 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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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PTC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年第一次主任工作

会议纪要 
一、分析当前电力机器人发展形势，建立专业组机制。 

专委会坚持多元创新，聚焦关键领域，坚持重点突破，针对电力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存

在的难点与问题，紧扣需求导向，充分整合资源，在变电站巡检机器人技术基础上积极推进

输电专业、配电专业及机器人检测工作等领域技术应用与创新工作。 

二、确定第二届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 年重点工作 

制定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详见附录），总计 18 项，其中技术

交流 6项、专题研究 7项；书籍编写 1项；行业调研 4项。 

1、组织召开第四届全国电力机器人技术应用与创新发展论坛 

本次会议围绕“聚力创新 • 共赢未来”开展技术交流，经商讨组建年会筹备组（简称“筹

备组”）并确定具体分工，会议定在 2020年 8月召开，地点暂定贵州省贵阳市。 

  为丰富本届年会交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筹备组”商酌将征集优秀成果、创新技术

（产品）做现场交流、展示与演示。专委会联合《高电压技术》联合征集论文，论文征集截

止 6月 20日之前完成。 

筹备组商定在 6月份召开 2020年年会筹备会议，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审核年会相关资

料（ppt、日程及文件、现场演示流程）。 

年会筹备组人员及分工 
姓 名 筹备组职务 工作内容 

孙  杨 组长 总体规划、协调 

陈  曦 副组长 年会总体协调及变电专业会议主题设计 

牛  捷 副组长 负责输电专业会议主题设计 

王洪光 副组长 负责配电电专业会议主题设计 

周大洲 副组长 负责会议主题设计 

许建刚 副组长 负责会议主题设计 

钱  平 副组长 负责会议主题设计 

田孝华 成员 负责整体协调、组织、沟通、 

徐  波 成员 议题征集及筛选 

麦晓明 成员 议题征集及筛选 

巫婵娟 成员 企业协调、组织、沟通、会务协调 

李明洲 成员 企业协调、组织、沟通、会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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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筹建电力机器人实验检测工作组 

目前国内市场上电力机器人产品的型号繁多、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相关专项检测方法和

流程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电力机器人产品质量试验检测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专委会联

合国内机器人检测机构、科研院及相关企业筹建电力机器人试验检测工作组，推动电力机器

人检测技术不断进步、促进电力机器人行业良性发展。 

3、建设电力机器人运行质量可靠性评价体系 

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为进一步提升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运行质量，确定组建电力机

器人运行质量可靠性评价工作组。工作组通过科学、专业的评价方法，对在运巡检机器人提

出真正有效解决方案，促进机器人制造单位主动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变电巡检机器人工作效

率，降低运行风险，提升运行服务能力，达到现场运行要求。 

4、变电专业组工作定位 

紧扣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运行可靠性问题，组织开展定位导航、视觉感知、图像识别等关

键技术攻关，以及电力机器人运行质量可靠性提升工作。 

5、输电专业组工作定位 

促进输电专业机器人科技创新发展，重点解决线路巡检、作业机器人线上通过性及长期

运行可靠性问题、拓展线路机器人作业能力，提升智能化水平。 

6、配电专业组工作定位 

确定配电领域机器人发展方向，围绕配网复杂环境感知、带电遥操作等核心技术开展配

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新技术专项研究、攻关与应用，推进配网作业机器人产业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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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PTC 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 年重点工作计划》 

重点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名称 内容 时间 负责人 成果 

1 

2020年（第四届）全国

电力机器人技术创新与

应用发展论坛筹备会 

1、第四届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年会主题确定； 

2、第四届电力机器人专家工作委员会年会议题内容讨论。 
6 月底 田孝华  

2 

2020年（第四届）全国

电力机器人技术创新与

应用发展论坛 

会议主题：聚力创新  共赢未来 

会议形式：主旨报告+前沿技术+专题研讨+优秀成果展示  

主要内容： 

1、变电运检机器人技术专题； 

2、输电线路巡检及作业机器人技术专题； 

3、配电网机器人技术深化应用专题； 

4、电力机器人新标准解读宣贯专题。 

8 月底 田孝华  

3 
电力机器人技术论文征

集 

为丰富 2020 年（第四届）全国电力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论坛会议内

容，展示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共享学术和技术成果。专委会与

《高电压技术》联合现面向电力机器人专委会委员专家及委员企业征集论

文。 

3-6月 李明洲 
《高电压技术》增刊 

《电力机器人机器人论文集》 

4 
电力机器人实验检测工

作组 

目前国内市场上电力机器人产品的型号繁多、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相关专

项检测方法和流程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电力机器人产品质量试验检测工

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亟需成立电力机器人试验检测工作组，推动

电力机器人检测技术不断进步、促进电力机器人行业良性发展。 

4-12月 蔡焕靑 

1、组建电力机器人检测技术工作

组；             

2、电力机器人检测体系顶层路线

设计；                             

3、电力机器人检测体系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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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专业组 

序号 工作名称 内容 时间 负责人 成果 

5 变电专业组工作会 

1、变电工作组三年发展路线设计； 

2、变电工作组 2020发展规划（含学科体系建设）；                                         

3、2020年重点工作讨论。 

4 月 陈曦 
1、编制三年发展规划书； 

2、编制电力机器人学科体系建设。 

6 
变电站巡检机器人接

口统一性磋商会 

针对目前全国范围内各机器人生产厂家产品充电接口、充电房尺寸方式各

异，为今后产品的长远发展，开展接口统一性、远程集控技术、标准化图

形界面功能的专项交流，为用户后期维护做好互换、互通打好基础。 

7 月 

刘旭 

孙立伟 

徐波 

成果：《电力机器人接口统一解决

措施方案》《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远

程集控技术报告》 

标准化：《变电站电力机器人接口

设计标准》《电力机器人标准化图

形界面功能》 

7 
极寒地区电力巡检机

器人关键技术提升 

针对低温状态下（0-45 度）电力巡检机器人蓄电池自放电造成续航能力降

低问题及红外检测及相机在低温状态下稳定性降低开展专项技术交流。

2020年重点围绕验收续航能力、低温红外传感器、导航技术，落实组配机

器人现场实验性应用工作，验证现场实用性及标准化编写工作。 

1-10月 冯新文 

成果;《极寒地区电力巡检机器人

应用发展报告》 

标准化：《极寒地区变电站室外巡

检机器人技术规范》 

8 
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运

行质量可靠性评价 

2020 年重点完善相关评价管理方法及标准化工作，对需求省份开展运行质

量评价工作并汇总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质量评价结果，进行运行质量服务能

力公示排名工作，促进变电站巡检机器人行业健康发展。 

全年 徐波 

成果：《电力机器人运行质量可靠

性评价管理办法》《机器人图像识

别能力和定位导航技术解决方案》

《变电站机器人巡检系统故障处

理手册》 

标准化：《电力机器人运行质量可

靠性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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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变电站综合辅助巡检

系统专项工作 

1、针对变电站半高层设备及设备构支架、避雷针等日常巡视盲点展开讨论

相关技术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2、为进一步加强机器人管理、变电站运维，通过讨论会促进联合巡检的技

术提升，实现例行巡视、全面巡视的人工替代，解决运维人员频繁往返现

场巡视的人身、交通风险及时间、交通成本。 

4-12月 

梁可道 

肖  云 

麦晓明 

会议：1、无人机变电站巡检安全

防控解决方案研讨会；2、电力机

器人与高清视频联合巡检策略技

术研讨会。 

成果：《变电站综合智能辅助巡检

技术应用报告》。 

标准化：围绕电力机器人与高清视

频联合巡检策略技术，开展标准化

启动工作。 

10 

沿海环境电力巡检机

器人关键技术能力提

升工作 

沿海地区由于地震、台风、雷击以等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受地理环境影响

产生高腐蚀、高湿度、高温等现象，具有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特征。开

展适应多台风、高温、腐蚀等气候环境的智能机器人（含输电、变电）关

键技术研究，对提高海南电网设备运维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减轻人工繁重

体力劳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4-12月 赵海龙 

会议：召开沿海环境巡检机器人关

键技术能力提升工作会；                                          

组织建设：组建沿海环境巡检机器

人技术工作组；                                                             

成果：编制《沿海环境巡检机器人

关键技术发展应用报告》。                                       

输电专业组 

序号 工作名称 内容 时间 负责人 成果 

11 
输电领域机器人应用

与创新工作会 

促进电力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探索与融合应用，推动电力机器人的

智能化发展和创新，提升运维的工作效率。                                                

1、探讨输电领域机器人发展方向； 

2、找出输电领域机器人发展创新因素； 

3、提出输电领域机器人创新点技术。 

4 月 牛捷 

 

                                           

 成果：《输电领域机器人技术发

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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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输电线路驻塔机器人

关键技术能力提升工

作 

1、当前架空输电线路驻塔机器人已经在国网公司多个省公司开展试点。建

议针对输电线路驻塔机器人应用情况、后续发展方向等撰写专题报告，扩

大专委会在线路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 

2、高压输电线路覆冰和积雪常会引起线路断线、倒杆、跳闸、绝缘子闪络、

通信中断及设备污闪等电力事故，而往往一次电力事故将伴随着巨大经济

损失和社会安定等问题。传统解决输电线路覆冰和积雪的方法是采用人工

上线除冰或直流融冰等技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较大的缺点，即需要中

断正常的电力传输，而且人工除冰也直接影响着除冰人员的生命安全； 

3、梳理输电线路作业机器人的消缺内容，来针对实用性、可靠性、经济性

等关键问题进行技术攻关。 

5-12月 

杨加伦 

黄修乾 

唐术峰 

会议：1、召开架空输电线路驻塔

机器人关键技术能力提升工作会 

 2、召开电力线路除冰机器人技术

研讨会 

调研：输电线路巡检作业机器人实

用化研究 

成果：1、《架空输电线路驻塔机

器人关键技术发展报告》 2、《电

力线路除冰机器人技术研究报告》 

标准化：1、《架空输电线路驻塔

机器人技术规范》2、《电力线路

除冰机器人技术规范》                             

13 

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

智能识别检测与应用

专题研讨会 

1、针对电力系统站、场、线路巡检与检测识别应用，对视觉传感与采集单

元的实际需求开展专项技术研讨； 

2、针对电力系统站、场内的“微场景”知识图谱应用开展专项技术研讨。 

4 月 丁宁 

 

成果：《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智能

识别检测技术分析报告》 

14 
电缆巡检机器人技术

能力提升研讨会 

1、针对海底电缆巡检机器人运行维护及管理方式，搭载水下海底电缆抢修

作业工具研究； 

2、水下机器人在水电厂应用研究（长距离，大深度水下机器人应用技术）； 

3、电缆隧道中运行环境复杂，人工巡检不仅工作量大、工作效果不理想，

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10 月 
黄小卫 

黄修乾 

成果：《输电电缆隧道巡检机器人

技术能力提升方案》                                          

标准化：《输电电缆隧道巡检机器

人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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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专业组 

序号 具体安排 内容 时间 负责人 成果 

15 
配网专业领域机器人科研

创新发展座谈会 

开展配网机器人功能、应用定位及科研创新点为核心关注点，推进配

网电力机器人技术的经济性、实用性、技术性的创新发展理念。 

1、探讨配电领域机器人发展方向； 

2、找出配电领域机器人发展创新因素； 

3、提出配电领域机器人创新点技术； 

4、配网领域机器人技术路线设计。 

4 月 王洪光 

                                                             

成果：《配网机器人技术发展路线规

划报告》《配网领域机器人国内外研

究与应用调研报告》                              

标准化：《配网机器人标准化体系建

设》 

                                                

16 
配网机器人感知与控制技

术研讨会 

基于多传感融合的环境感知与建模、目标识别与定位技术在配网研究

与应用。                              

 

5 月 

 

王洪光

宋爱国 

成果：《配网机器人感知与控制技术

研究报告》 

17 
配网机器人实用性技术研

讨会 

1.针对配网机器人电磁干扰问题及局放技术创新提升展开讨论，提升

配网机器人抗干扰能力及局放检测精准度；                                                                      

2、针对现有配网机器人功能与元器件的经济性、实用性开展关键能力

提升工作，并对目前机器人巡检过程中故障处理疑难点进行分析诊断。 

4-12月 
张辉 

王建中 

                                                               

成果：《配网机器人技术提升方案》              

                      

18 
配网机器人标准与产品检

测研究 

1、针对目前已有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开展标准化梳理，及未来配网机

器人发展前景技术标准化体系梳理；                                            

2、探讨配网机器人检测技术与方法。 

4-12月 
胡霁 

郭锐 

成果：《配网机器人标准化研究报告》

《配网机器人检测技术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