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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9日，变电专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在北京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主任工作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及副秘书长及特邀委员、委员单位共 19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总结了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讨论了 2021 年委员会工作计划并提

出重点工作建议。具体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总结委员会 2020年工作 

（一）委员会 2020 年工作成果 

1.2020 年 11月委员会举办第六届变电技术年会，会议内容对委

员会工作组及委员工作成果进行展示，在推动行业技术交流同时引

入跨界学科合作，会议影响力显著提升； 

2.套管故障分析工作组围绕变电站套管故障突出问题，开展专

项分析研究，形成《电网系统干式套管应用情况分析报告》，为行业

内干式套管应用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筹建电力设备设施防腐蚀技术工作组，为解决电力设备设施

腐蚀问题广泛吸纳各行业专家学者观点，总结研究经验。持续推进电

力防腐蚀技术研究工作。 

 

 



（二）委员会 2020 年组织工作  

1.出版《输配电观察杂志-2020 年变电技术专刊》，专刊以变电

智能化运维为主要脉络，分设专家观点、前沿技术、企业视角与创新

研发四大专题，综合体现当前变电领域技术发展趋势，采访变电技术

领域专家,呈现前瞻探索、技术研究、企业会员风采。为业内呈现变

电技术领域最前沿内容; 

2.委员会专访变电专委会专家及工作组委员、会员单位与负责

人，就变电技术智能运检、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输变电设备差异化

防腐、变电站噪声绿色环保为主题发表专家观点; 

3.委员会肯定了李盛涛、朱建新、高飞、于在明、莫娟、吴旭涛、

范松海、费烨、黄青丹、孙杨 10名“2020年度优秀工作者”的工作

成绩，对规范开展专业内和组织内表彰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积极推

进专业使命感和组织荣誉感的建设。 

二、讨论委员会 2021年工作计划 

（一）规范有序地组织委员会换届，有效落实工作机制 

根据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章程，筹建换届工作组筹备委

员会换届工作。根据 2021 年委员会工作计划，修订组织工作规则，

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工作计划有效落地。 

（二）提升委员会行业影响力 

一是进一步丰富变电论坛内容，创新论坛形式，提升行业品牌影

响力，逐步打造变电技术论坛成为行业年度交流平台；二是持续推进

行业性工作及专项工作，在数字化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推

进变电行业技术数字化转型研究、深化套管故障分析工作组调研分

析、推动电力设备设施防腐蚀工作组完善体系建设。同时积极构建专



业领域内体系化的人才培训、标准建设，为各单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技术研究发展提供支撑。 

（三）推进委员会工作多样化，实现工作分组运营 

在持续进行委员会成熟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工作。如：

利用协作网平台优势，开展前沿课题讨论与专题课题研究；深化成员

企业服务，开展调研走访、小型技术沙龙等活动；采用工作组工作机

制，联合专家、设备制造单位共建工作组，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地。 

（四）加强秘书团队专业化建设，提高委员会运作效率 

秘书处细分专业服务团队，强化专业服务要求，组织秘书与专家

委员共同组建执行团队。如标准组，开展标准体系梳理，标准建设规

划等工作，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 

三、秘书处联系人  

联系人：高  涛  吴  淘 

电  话：18601286852  18910969652 

邮  箱：gaotao@eptc.org.cn  674898441@qq.com 

 

附件：1.参会嘉宾名单 

2.变电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0 年工作总结 

3.变电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1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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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  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1 陈  曦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电力设计院 

2 刘  杰 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3 韩筛根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4 梁文进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5 李盛涛 西安交通大学 

6 张海洋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7 朱建新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8 杨国生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 赵燕茹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莫  娟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于在明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12 韩红军 特变电工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13 何  平 天威新域科技有限公司 

14 王新刚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5 吴  淘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16 武  齐 正泰电气集团 

17 张建业 山东和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宋晓东 北京博世因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19 田捷元 三合动力集团 

 

 

 

 



附件 2 

变电专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成立于 2014年，目前为第二届，委员

会委员共计 114人。 

（一）组织工作 

1.2020 年第一次主任工作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线上召开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主任工作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 2020 年委员会重点工作共十项，其中技术交流 2 项、专题研究 6 项、书籍编写 1

项、培训交流 1项。完成结项 7项，延续工作 3项。 

2.2020 年第六届变电技术年会 

2020 年 11 月 26-27 日在山东济南章丘举办了第六届变电技术年会暨变电智能运

维创新发展论坛。会议围绕变电智能运检、变电安防创新、变电设备监测与检修、电

力设备设施防腐蚀四个技术方向交流研讨，为电力行业工作者了解行业动态、开展学

术交流、展示先进成果搭建交流平台。 

（二）专项工作 

截至 2020 年 12 月，委员会下设套管故障诊断分析工作组（延续工作中）、变压

器抗突短工作组（延续工作中）、有载分接开关油色谱分析工作组（已结项）、电力设

备设施防腐蚀工作组（筹建中）。 

1.电力设备套管故障诊断分析 

2020年 3月由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南网广西省电科院提议筹建套管故障专项故

障分析工作组，围绕当前套管故障问题，联合使用单位、设备生产机构及研究单位，

通过现场案例收集与模拟试验等方式寻找有效的检测手段，同时摒弃无效监护手段。

2020 年 9 月工作组在南京商议启动编写《干式套管电网系统应用情况分析报告》，10

月完成初稿，11月工作组对于二次修改稿件在变电技术年会进行报告成果发布同时征

集行业反馈意见，该报告为干式套管在电网系统应用情况提供了数据支撑。 



2020年 12月工作组根据会议反馈及后续补充应用案例内容，预计 2021年 3月完

成报告向委员会汇报。 

2.电力设备设施防腐蚀技术工作 

由中国电科院输变电工程研究所牵头，国网山东电科院、国网湖南电科院，国网

陕西电科院、南网广东电科院、北京科技大学、中能国研（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提

议筹备组建电力设备设施防腐蚀工作组。共同推动电力系统防腐蚀专业技术发展，提

高电力行业科研创新能力，推广应用创新成果，促进行业间交流与合作。工作组预计

2021年 4月召开工作组启动会并对工作组工作方向进行发布。 

工作组计划工作方向： 

（1）针对电力设备安全运行要求，在不同自然环境下从设计到运维提供系统性防

腐蚀设计思路，制订差异化防腐蚀解决方案； 

（2）针对电力设备设施在腐蚀监测与检测领域发展方向进行探索研究，对电力设

备设施腐蚀评价标准、腐蚀监测检测方法和产品应用进行运维规范引导； 

（3）针对应用于电力设备设施防腐蚀的新材料、新技术与新工艺的使用效果，制

订评价指标； 

（4）对现有电力行业防腐蚀标准进行梳理，根据电力设备设施全寿命周期管理要

求，逐步完善符合当前及未来需求的防腐标准体系。 

3.变压器抗突短研究 

由云南电科院牵头提议设立变压器抗突短工作组，主要工作方向及任务有研究变

压器绕组模型、变压器绕组模型短路特性测试研究、在运变压器绕组模型参数辨识研

究、变压器绕组状态评估研究四项工作研究，工作组在 4月初组建，在 10月初明确工

作组成员构成及分期任务，预计在 2021年 12月完成项目研究，并提交工作成果。 

4.有载分接开关油色谱研究  

近两年，国网、南网在换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上相继发生多起真空分接开关故

障，给设备、电网安全运行带来较大影响。为解决行业普遍性问题，由南网科研院、国



网电科院、江苏电科院作为指导单位，联合 10 家系统单位，3 家真空开关生产单位，

共同进行案例数据收资汇总，开展数据分析与吊芯检查试验研究，由南网科研院汇总

成果形成《真空分接开关油色谱数据分析研究报告》在工作组内分享，为真空有载分接

开关产气等问题提供行业借鉴。 

（三）培训交流 

柔直培训标准化调研交流 

专委会在 4月到 6 月开展柔性直流运维人员培训体系标准化情况调研工作。经调

研国网福建厦门柔直运维培训班组、国网浙江舟山柔直培训运维班组、国网冀北柔直

运维班组，调研结果形成《国网系统柔性直流培训体系情况报告》。7 月 19 日委员会

组织四家调研单位相关柔直运维培训人员召开线上会议，进行经验分享与业务问题讨

论。 

（四）平台工作亮点 

1.专家访谈 

结合第六届变电技术年会，委员会同期采访变电专委会专家及工作组委员四位，

分别就变电技术智能运检、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输变电设备差异化防腐、变电站噪

声绿色环保为主题发表专家观点。 

2.委员单位服务 

EPTC公众号及官网为会员单位提供企业风采展示、技术交流与企业领军人物访谈

类专题，为 6家单位刊发相应技术及稿件。 

3.行业成果分享 

委员会 2020年完成《输配电观察杂志-2020 年变电技术专刊》出版，专刊以变电

智能化运维为主要脉络，分设专家观点、前沿技术、企业视角、创新研发四大专题，

综合体现当前变电领域技术发展趋势，采访变电技术领域专家,呈现前瞻探索、技术

研究、企业会员风采，为业内呈现变电技术领域前沿技术内容。 

 



4.优秀委员评选 

秘书处统计委员会委员 2020 年参与工作情况，依据参与组织工作积极程度与推

动行业技术进步等维度考量，主任委员会审核评选出 2020年度优秀委员为：李盛涛、

朱建新、高飞、于在明、莫娟、吴旭涛、范松海、费烨、黄青丹、孙杨。 

（五）存在问题 

委员会运营机制不足难以有效结合产学研用多方联合机制为行业输出研究成果。

秘书处统筹能力待提升，需高效准时推进工作开展与成果完成。秘书处提议 2021 年

委员会工作围绕存在问题对委员会机制进行完善，从而提升工作效率。 

 

 

 

 

 

 

 

 

 

 

 

 

 

 

 



附件 3 

分类 序号 工作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 工作机构 

组织

建设 

1 

变电专家工

作委员会 

主任工作会 

总结 2020年工作成果，审议 2021

工作计划。 
3 月 

秘书处 

(吴淘、高

涛) 

2 

变电专家工

作委员会 

换届工作 

1.召开换届主任工作会，商讨第三

届委员建议名单，讨论第三届委员会工

作规划、工作方向、工作条例等； 

2.修订新一届委员会工作规划、工

作方向、工作条例等相关材料； 

3.提出换届申请，经批复后开展换

届筹备工作； 

5.组建换届筹备委员会，讨论换届

会筹备方案，确定换届会召开时间、地

点； 

6.召开换届会，审定各类材料，选

举产生新一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委员等组织成员，并公示备案。 

4 月-

10 月 

秘书处 

（吴淘、高

涛）、 

换届委员会

工作组 

技术

交流 

3 

2021年（第

七届）中国 

变电技术 

论坛 

2021年（第七届）中国变电技术

论坛，以“加快变电数字转型 推动电

力绿色发展”为主题，会议形式有论

文征集，成果展示，技术交流，专题

沙龙等。主要内容围绕变电主设备可

靠性提升、设备智能化升级、在线监

测与带电监测技术发展、人工智能与

先进传感技术应用开展。打造具有行

业影响力的变电领域专业技术论坛。 

10 月 

秘书处、 

论坛筹备 

工作组 

4 

变压器智能

化及电力电

子变压器前

沿技术研讨 

调研变压器智能化及电力电子变

压器在智能电网、新能源领域应用前

景，围绕变压器智能化及电力电子变

压器当前技术发展现状、应用情况、

应用前景展开讨论，为变压器智能化

及电力电子变压器在电力领域应用及

相关技术标准建设进行研讨。 

4 月-

10 月 

秘书处、 

西安交通 

大学 

专项

工作 
5 

变电数字化

技术升级 

市场调研 

通过对变电数字化升级电力行业

单位进行走访调研，聚焦传感器、大

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分析等变电数字

化转型关键技术，加快推进基础理

论、技术算法、标准体系、设备材料

4 月-

10 月 

变电数字化

升级 

调研工作组 



分类 序号 工作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 工作机构 

等研究应用。完善监测与检测装置技

术及相关标准体系、深化推广带电检

测、在线监测技术成熟应用，进一步

推进设备管理规范体系，推动通信协

议、数据接口标准规范统一，夯实设

备状态感知和可靠性评估及预警技术

基础。引导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强化设备状态数据共享，深

化检测数据评估分析，构建分布广

泛、快速反应的设备网络体系，有力

支撑电网、设备、客户状态的动态采

集、实时感知与在线监测。 

6 

电力设备干

式套管行业

调研 

依托套管故障分析工作组深化电

力设备干式套管应用情况研究，对主

流套管厂的技术能力进行调研（了解

工艺装备和生产条件及管理水平，研

发能力等）；在解决行业需求方面，尝

试推进厂家直销，降低电网采购成

本。并持续跟踪 2021 年度干式套管国

内电力设备应用情况，形成年度工作

报告并推动相关标准立项。 

4 月-

12 月 

套管故障 

分析工作组 

7 

变电站预防

性试验数字

化转型调研 

为打通现场试验工作人员与试验

数据使用端互动合作通道，兼顾双方

的工作便利和使用便利，对变电站预

防性试验数字化转型进行调研，梳理

预防性试验仪器、电网公司预试系统

现存的共性问题，如试验设备品类众

多、智能化水平不一，数据存储格

式、数据传输类别各异，各班组现场

试验记录与数据录入的相关要求及流

程、数据编码规则、系统功能差异

等。形成变电站预防性试验问题调研

报告，为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规范提供

支撑。并推动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进

程，填补相关标准空白。 

4 月-

12月 

变电站预防

性试验 

数字化工作

组 

标准

建设 
8 

电力设备及

设施防腐蚀 

技术体系 

建设 

调研电力设备设施腐蚀情况现

状，开展腐蚀防护经验交流，针对问

题开展腐蚀预防性研究及腐蚀改善技

术研究。以电力设备及设施腐蚀问题

系统化解决为导向，建设符合实际生

产需求从设计、施工、验收、运维、

设备报废全寿命设备周期管理要求的

4 月-

12 月 

电力设备设

施防腐蚀 

工作组 



分类 序号 工作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 工作机构 

执行规范，推进形成电力设备及设施

的防腐蚀标准化体系。 

9 

变电一次安

装工职业 

技能标准 

为变电一次安装技能人员施工标

准化，委员会组织编制《变电一次安

装工职业技能标准》，标准涵盖从事

变电一次安装工技术要求，内容包

括：变电站主要设备等大型机具的操

作、使用及维护。提升一次安装工运

维工作质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 

3 月-

12 月 

变电一次安

装工 

职业技能标

准编写 

工作组 

10 

变电二次安

装工职业 

技能标准 

为变电二次安装技能人员施工标

准化，委员会组织编制《变电二次安

装工职业技能标准》，标准涵盖从事

变电二次安装工技术要求，内容包括

监测、控制、测量、调节和保护的低

压电气设备等的安装，电缆、光缆、

数据线的敷设、连接等。提升二次安

装工运维工作质量，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3 月-

12 月 

变电二次安

装工 

职业技能标

准编写 

工作组 

教育

培训 

11 

高电压等级

互感器故障 

分析公开课 

近年来高压互感器事故频发，严

重影响到电网生产安全。为解决互感

器运行故障问题，专委会开设线上公

开课程，刨析当前互感器问题本质，

故障原理及解决方案，并提出新型环

保低功耗互感器研究方向，为变电领

域研究学者、运维人员、设备厂家提

供技术解决思路。 

2 期 秘书处 

12 

电力设备及

设施防腐蚀 

技术培训 

针对腐蚀问题严重省份进行主要

案例汇总，针对腐蚀原因及诊断方法

设计对应培训课程，通过培训提升腐

蚀预防手段、腐蚀检测判别方法及处

理技能。 

4 月- 

8 月 

电力设备设

施防腐蚀 

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