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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机械化作业破解山城电缆展放难题
——走进重庆 220 千伏礼鸿线电缆改造现场
本报记者 游绍斌 通讯员 李涛

走进一线
11 月 17 日，在重庆两江新区 220
千伏礼鸿线电缆改造两江春城展放
点现场，一根碗口粗的崭新电缆在几
台电缆输送机的同步驱动下，匀速进
入距离地面 20 余米深的 220 千伏玉
鸿 电 缆 隧 道 内 ，沿 隧 道 底 部 向 前
延伸。
220 千伏礼鸿线电缆展放点施工
环境复杂，
最大埋深近70米，
最大垂直
高度落差近 90 米，存在 92 米 45 度长
坡。该工程于10月24日开工，
计划12
月底竣工。改造内容包括更换 6.7 千
米长的礼鸿线电缆及相关附属设备设
施，
调试、
试验电缆性能等工作。
今年，针对山地城市“大坡度、高
落差”电缆施工难点，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推进电缆标准化、机械化施
工，明确要求高压电缆必须采用机械
化 施 工 ，防 范 电 缆 外 护 套 受 损 等
隐患。
与以往采用传统绞磨方式展放
电缆不同，本次改造工程全部采用电
缆输送机驱动展放和回收电缆。该
工程也是国网重庆电力今年大规模
采用输送机、高落差全机械化展放电
缆的推广示范工程。
“采用电缆输送机等机械化设
备，可防范电缆外护套和主绝缘受
损，能够较好保障电缆安全。”国网重
庆电力设备部专责黄会贤介绍，以前
采用人拉肩扛绞磨方式展放电缆，电
缆受力不均匀，容易造成电缆外护套

施工人员在 220 千伏玉鸿隧道内使用电缆输送机展放电缆
千伏玉鸿隧道内使用电缆输送机展放电缆。
。
等损坏。而采用电缆输送机展放电
缆，每间隔 50 米左右布置一台机器，
可分散电缆展放时的受力点，使电缆
均匀受力，避免了电缆外护套变形及
主绝缘损坏的发生，对电缆后续运行
安全至关重要。
全机械化作业也减轻了施工人
员的工作压力。王飞有着多年电缆
展放经验，说起采用电缆输送机展
放电缆的好处也赞不绝口：
“ 以前电
缆展放完成后做外护套试验时，往往
需要多次修复，才能通过试验。现在
采用全机械化作业，可使电缆展放安
全水平得到提升，一次性通过外护套
试验。
”
走进玉鸿电缆隧道内，电缆输送
机、
各类滑车摆放整齐，
两名作业人员
通过这些装置控制电缆牵引头方向，
使电缆顺利进入隧道。而在隧道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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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每间隔几台电缆输送机或转弯等
重点位置，
就有一名作业人员值守，
负
责调试输送机旋转履带与电缆的间
隙，
做好设备运行状态监控，
确保负责
区段内电缆平稳展放。在电缆尾端，
同样有两名作业人员全程控制电缆
走向，防止尾端电缆与地面及支架摩
擦受损。
针对此次改造工程，重庆电力检
修公司精心编制施工方案，提前勘查
电缆输送机、
滑车、
发电机等设备的安
装位置，施工前将设备全部安装到
位。工程启动后，对具备展放新电缆
条件的隧道先行展放，不具备条件的
则先撤除旧电缆，
再展放新电缆。
“每个输送机功率为 1.5 千瓦，采
用履带式输送，上面固定厚厚的胶
皮 ，将 电 缆 包 住 ，可 以 防 止 电 缆 损
伤。”王飞介绍。改造工程的每个控

制单元有 8~10 台输送机集中控制，
展放时通过操控总开关，可实现各输
送机同启同停。一旦输送过程中任
何一处出现异常，按动单元内任何一
台分控急停按钮，整个单元可全部立
即停止，
避免损伤电缆和输送机。
“采用输送机一天可以展放 2 盘
电缆。”两江春城展放点工作负责人
阳绪刚介绍，输送机每分钟可以展放
约 6 米长的电缆，加上途中停机调节
调试等，一盘 360 米、重达 15 吨的电
缆展放完毕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同时，因展放点少，在电缆隧道内，还
需要一段时间将这根电缆输送到更
远的位置，然后再将电缆固定到电缆
架上准备展放。
为加快旧电缆拆除、新电缆展放
进度，工程共投入 112 台输送机、各
式电缆滑车 3000 余只。10 月 24 日停
电作业后，现场每天安排作业人员
100 余人、管理人员 10 余人，对同时
开工作业的 3 个电缆展放点，实施安
全质量管控，解决作业中出现的各种
安全问题和技术问题，优质高效完成
改造任务。
在输送机的维修保养上，重庆电
力检修公司协调输送机生产厂家安
排 4 名技术人员驻守在改造工程现
场，随时做好应急抢修准备。一旦机
械运行中的输送机发生异常或故障，
技术人员可第一时间开展检查维修，
避免耽误工期。
今年是国网重庆电力电缆作业
能力提升年，该公司将以本次改造工
程为基础，总结机械化电缆展放经
验，做好改进提升作业水平，保障城
市电缆供电安全可靠。

苏、浙、沪负荷中心的华东特高压受
端环网，提升地区受电能力 3500 万
千瓦。
10 月 28 日，苏通 GIL 管廊首次
年度检修工作收官。由于苏通 GIL
设备为金属外壳全封闭结构，且 95%
以上布置在长江江底，很多常规检测
手段无法应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联合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自

主研制了振动检测仪、声学成像检测
仪、高精度高频局放检测仪等多种仪
器，顺利完成了苏通 GIL 设备的全面
综合诊断分析。
“ 体检”完成后，该管
廊可进一步支撑总输电容量达 6980
万千瓦，约占华东电网最大负荷四分
之一的超、特高压直流送电，进一步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目前，江苏省已 经 成 为 我 国 负

荷最密集、规模最大的省级电网，苏
通特高压交流 GIL 综合管廊工程在
推进江苏能源互联网建设和推动地
区经济发展、节能减排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国网江苏电力坚持精益运
维的工作思路，建立运检管理标准
体系，与多家单位建立应急联动保
障 机 制 ，全 力 确 保 管 廊 安 全 稳 定
运行。

国网
相册
检测线夹
11 月 15 日，
湖北省宜昌
市清江画廊景区附近，湖北
电力检修公司检修人员在
500 千伏清葛线 4 号塔塔顶
对铁塔耐张线夹开展 X 光
检 测 ，保 障 输 电 线 路 安 全
运行。
赵海峰 摄

格库铁路新疆段配套电力工程竣工
本报讯（王磊 王骞） 11 月
17 日 9 时 32 分，随着新疆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祁曼 220 千伏变电站 2
号主变压器第 5 次空载全电压冲击
合闸试验成功送电，格库电气化铁
路新疆段 14 项配套电力工程全部
完工，为格库铁路新疆段建设通车
前调试用电及通车后安全可靠运
营提供了的电力保障。
格库电气化铁路是国家发改
委“十三五”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其
中新疆段全线位于巴州境内。格
库铁路新疆段 14 项配套电力工程
总投资 13.46 亿元，包括 220 千伏输
变电工程 5 项、110 千伏输变电工
程 9 项，变电总容量 90 万千伏安，
输电线路总长 1233 千米。
格库铁路配套电力工程大多处
在戈壁、荒漠和大山深处。其中，
110 千伏阿尔金山北牵引站工程施

福建电科院开发绝缘子防污闪涂层识别模块
半秒识别图片，
提升设备污闪隐患排查效率

工最高海拔 3860 米，
最低海拔 3200
米。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紫外线强，
早晚温差大。此外，
沙尘、
雨雪等恶
劣天气都给电力施工建设和工程
进度带来了挑战。自 2019 年 10 月
份新疆段配套电力工程开工建设
以来，参建人员克服恶劣自然环境
等困难，保障工程建设进度。
110 千伏阿尔金山北牵引站线
路工程和 220 千伏扬布拉克至祁曼
变电站线路建设工程，穿越了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保
护生态，施工人员优化工程施工衔
接，合理调配人员和机械设备，在
阿尔金山采用索道和人拉肩扛等
方式搬运塔材和沙石料，在高海拔
低气压的山顶用凿岩机开挖铁塔
基坑，保证施工安全和建设质量，
确保了格库铁路配套电力工程按
期投入运行。

本报讯（郭清梅 林承华） 11 月
16 日 ，经 过 9 个 小 时 的 人 工 智 能 运
算，福建电力科学研究院完成了 6 万
余张无人机巡检影像智能识别。据
了解，该院应用无人机巡检大数据，
自主开发架空输电线路绝缘子 RTV
涂层人工智能识别模块。目前，该模
块已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无人
机巡检管控平台上线，并运用于福建
电网 500 千伏及以上架空线路污闪隐
患排查治理中，
准确率达 95%以上。
在设备表面喷涂 RTV 防污闪涂
料是沿海及重污染地区防范电力设备
污闪的重要措施。掌握架空输电线路
绝缘子 RTV 涂料喷涂的状态是开展
设备污闪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基础。
“此前污闪隐患排查通常采用查
阅台账资料和历史档案的方式，难以
掌握现场实际情况，采取现场逐基巡

远距离高精度掌握杆塔及设备信息
本报讯（周永博 王文卓） “299
号塔！33.7 毫米！”11 月 16 日，甘肃电
力检修公司值班员焦小强收到杆塔地
基沉降监测系统第一时间发出的警
告，发现陇南 220 千伏早成线 299 号塔
累计位移 33.7 毫米，超过告警阈值 30
毫米。焦小强立即安排相关技术人员
前往现场勘查处理，
消除隐患。
据了解，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依
托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系统，基
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北斗精准服务
网”，成功开发杆塔地基沉降监测等
系统，解决了无人区输电杆塔地基监
测和无信号地区用电信息采集等方面
问题，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
供应。
国网甘肃电力在易发生地质灾害
区域的重点 33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
线路，部署投运 40 个输电铁塔北斗监
测装置。通过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

传送，实现供电杆塔地基变化的实时
高精度观测，
同时关联短信平台，
对杆
塔地基变化情况实时预警。
今年 8 月份，甘肃发生多轮暴雨
天气，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国网甘肃电力通过倒塔监测系
统及时发送的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安
排人员抢修、加固铁塔，保障了 3 条
110 千伏线路正常运行、86.78 万户客
户可靠用电。
同时，国网甘肃电力应用北斗短
报文功能，在甘肃 11 个地市 868 个无
信号台区安装北斗用电信息采集设
备，接入北斗用采系统后终端在线率
提高至 99.8%，2000 余台无信号地区
电表数据实现定期远程回传，解决了
偏远地区公网信号弱或无信号情况
下，
数据无法传输的问题，
提高甘肃电
网电力设备上线率、数据采集完整性
与设备维护效率。

平高集团成功研制550千伏滤波器组断路器
本报讯（杨红亚 师丽芳） 11 月
17 日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西
安高压电器研究院顺利通过滤波器组
电流开合极限试验后，该集团自主研
发的 550 千伏滤波器用高压交流断路
器（以下简称为滤波器组断路器）研制
成功。
作为特高压换流站中关键开关设
备，现有的断路器经常发生外绝缘闪
络及灭弧室重击穿的故障。此外，为
解决滤波器组断路器存在的分合闸操
作频次高、触头受合闸涌流烧蚀严重、
分闸易发生重燃等问题，平高集团开
展关键技术研究，
并邀请内、外部专家

进行多轮方案和试验论证，经过数次
调试，最终调出满足样机试验的最佳
状态。
平高集团自主研发的 550 千伏滤
波器组断路器，采用能够耐受高频大
涌流、高恢复电压、高电气寿命的双
断口压气式灭弧室和薄壁、高强度、
轻量化的绝缘拉杆，降低了特高压换
流站现有断路器故障概率，提高了直
流输电系统的电能质量。该产品将
在±800 千伏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首次应用，可满足该工程 22
台 550 千伏滤波器组断路器高参数、
高可靠性要求。

国网通航公司开展规模化
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描作业

苏通 GIL 综合管廊累计输送电量达 200 亿千瓦时
本 报 讯（记 者 黄 蕾 通 讯 员 章
岑） 11 月 16 日，苏通 GIL 综合管廊
工程已安全运行 420 天，累计输送电
量达 200 亿千瓦时，保障了华东地区
能源供应安全可靠，服务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该工程作为淮南—
南京—上海特高压交流工程的关键
控制点，与淮南—浙北—上海特高
压交流工程合环运行，形成贯穿皖、

国网甘肃电力研发应用杆塔监测系统

查的方式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福建电科院机巡作业室主管吴文斌
介绍，
“ 通过无人机巡检排查 RTV 涂
层情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肉
眼观察效率低下，且工作量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福建电科院机巡
作业室与输电技术室组建柔性攻关
小组，4 个月内研发了架空线路绝缘
子 RTV 涂层人工智能识别模块。
据测算，人工识别 6 万余张现场
绝缘子影像数据并完成标注记录需
要耗费 500 工时，即 2 名工作人员每
天处理 8 小时，需要 31 天。而人工智
能识别处理速度快、准确率高，综合
考虑图像数据加载等因素，每张图片
识别平均耗时仅 0.5 秒，较人工识别
提升效率约 50 倍。此次人工智能识
别工作仅人工时间成本就可节省 6
万余元。

本报讯（程海涛 李越） 11月15
日，
随着最后一架无人机在四川安岳县
石羊镇邓家坪村安全降落，
国网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首批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
描巡查作业任务完成。
本次作业自 10 月 26 日开始，历时
20 天，
共计开展作业 27 架次，
完成线路
激光扫描772千米。
中大型无人机载重大，能够搭载
性能优越的激光雷达设备，同时飞行
距离长、作业半径大，
适合应用于输电
线路激光扫描中。
为验证中大型无人机开展输电
线路激光扫描巡检的可行性，国网通
航公司结合生产运行实际，综合考虑
地形、天气、密集通道安全距离等因
素，在甘肃、四川和宁夏分别选取高
原、山地和平原地区的超、特高压输

电线路作为试点，分为两个作业组，
利用自有的三种中大型无人机组织
开展作业。
通过本次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描
试点，
国网通航公司建立了不同地形、
电压等级和应用场景下，
直升机、中大
型无人机协同开展输电线路激光扫描
作业的最优匹配方式。该公司探索相
关技术及作业模式的创新与升级，开
展了中大型固定翼无人机输电线路激
光扫描作业可行性、可靠性与经济性
分析论证，
促进直升机、无人机协同巡
检，
服务电网发展。
国网通航公司将持续加大中大
型无人机应用力度，提升科技研发投
入，推进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
新技术与中大型无人机应用结合，扩
大无人机在电网的应用范围。

山东500千伏管仲输变电工程投运
本报讯（记者徐宁 通讯员崔浩
杰） 11月13日13时20分，
山东500千
伏管仲变电站 4 号主变压器一次送电
成功，
500 千伏管仲输变电工程建成投
运。该变电站也成为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投运的第 56 座 500 千伏变电站
（含胶东换流站和沂南换流站内两座
500 千伏交流部分）。
500 千伏管仲输变电工程位于淄
博市淄川区，本期安装 100 万千伏安
主变 1 组，新建 500 千伏出线 4 回、220
千伏出线 9 回，安装 35 千伏电抗器 2
组、电容器 3 组，
组立铁塔 9 基，
线路长
度 2.2 千米。该工程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开工，历时 16 个月完工。该工程的
投运，缓解了淄博地区，特别是 500 千
伏淄川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优化了淄
博南部 220 千伏网架结构。
面对受疫情影响有效工期缩短等
困难，国网山东电力坚持问题、目标、
结果三个导向，按照“计划不调、任务
不减、目标不变”的要求，统筹各专业
部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
高效协同，
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
仅
用 10 天就完成了复工手续办理和各项
防疫措施落地；滚动修订停电、施工、
物资供货等关键节点计划，安排好施
工、
验收等工作环节衔接。

（上接第一版）
不仅对于张力，对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每名员工而言，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科技创新的“顶格”重视，正
如春风拂面。
今年，依托浙江区位经济、数字
技术、政策环境等特点，国网浙江电
力全面承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战略，
提出了建设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推
动能源互联网省域落地实践的构想
和方案，以此促使电网形态向具有高
承载、高互动、高自愈、高效能 4 项能
力的高弹性电网转变，实现海量资源
被唤醒、源网荷储全交互、安全效率
双提升，以及保障能源安全、推动低
碳发展、降低用能成本的能源高质量
发展目标。
“构建‘4283’多元融合高弹性电
网技术体系，培育一批首台首套重大
成果。”10 月中旬，国网浙江电力对内
发布了能源互联网形态下多元融合高
弹性电网技术体系框架。聚焦高承

载、高互动、高自愈、高效能 4 项能力
发展，该公司布局 20 项关键技术研
发，规划 80 项重点科技项目和 30 项科
技示范工程。
“4283”的前方是“无人区”。多元
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不仅需要技术
上的全面创新，也需要体制机制上的
全方位突破。近期，国网浙江电力出
台了激发科研活力释放创新动能 12
项举措，鼓励员工在微观层面大胆首
创，在提升电网辅助能力机制上努力
突破。
综合考虑浙江省发展阶段、经济
增速、结构调整、用电水平等因素，预
计“十四五”
期间浙江电力需求年均增
长 4.6% ，2025 年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将 达
5950 亿千瓦时，5 年累计新增用电需
求 1197 亿千瓦时，保障电力高质量供
应任务艰巨。从践行“八八战略”
到打
造“重要窗口”，浙江省开启省域现代
化先行之路，而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
将为这条道路提供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