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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资产管理战略管理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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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白皮书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 市场战略局 (ＭＳＢ) 下属电网资产战略

管理项目组编写ꎬ 成员来自各国的电网企业、 研究机构和设备供应商ꎮ 为完成本

书ꎬ 项目组分别在东京、 华盛顿和巴黎举办了三次研讨会ꎬ 并开展了两次国际性

调查ꎮ «电网资产战略管理» 白皮书英文版于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正式出版ꎮ

本白皮书主要论述了大多数电网企业面临的设备资产管理方面的挑战ꎬ 第 １

部分为概述ꎬ 第 ２部分至第 ６ 部分为主要内容ꎬ 第 ７ 部分为结论和建议ꎮ 其中ꎬ

本书第 ２部分从寿命因素、 财务因素、 主要挑战等方面论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电网资产的现状ꎮ 第 ３ 部分描述了资产管理实践ꎬ 包括资产的监控与维护、

对故障和重大事故的管理、 寿命周期成本和经济分析、 数据库的管理等ꎮ 第 ４ 部

分描述了风险分析的方法ꎬ 以及如何对资产管理方案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第 ５ 部分

描述了资产所有者应采用包括可靠性、 财务、 安全、 用户影响、 员工影响等指标

和评价标准ꎬ 来做出长期有效的投资决策ꎮ 第 ６ 部分介绍了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系列和

ＰＡＳ ５５标准ꎬ 以及其他相关的 ＩＳＯ、 ＩＥＣ标准ꎮ

目前电网企业缺少资产管理通用方法、 指标和最佳实践案例ꎬ 在本白皮书的

基础上ꎬ ＩＥＣ标准管理局 (ＳＭＢ) 第 １５５ 次会议决定设立特别工作组 (ａｈＧ６５)ꎬ

讨论成立电力系统资产管理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ꎬ 国家电网公司代

表中国担任该特别工作组联合召集人ꎮ ａｈＧ６５ 工作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 ＩＥＣ

日内瓦总部召开会议ꎬ 并于 ６月 ２７日和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两次网络会议ꎬ 包括中国

在内的 ６个工作组成员国同意在 ＩＥＣ设立新的技术委员会ꎮ 最终ꎬ 电力系统资产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ＴＣ１２３)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成立ꎬ 成员国包括中国在

内共 １５个国家ꎮ

近年来ꎬ 中国电网企业的资产规模持续增大ꎬ 投资效益和资产利用效率日益

受到关注ꎬ 国家电网公司一贯重视资产管理工作ꎬ 先后引进 ＰＡＳ ５５ 标准和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系列标准ꎬ 探索寿命周期成本管理ꎬ 研究资产管理技术方法ꎬ 建设资



　

产管理体系ꎮ 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ꎬ 在所有省级电网公司建立了资产全寿命周期管

理体系并实现常态化运行ꎮ

为更好地推动电网设备资产管理在中国的发展ꎬ 经 ＩＥＣ同意ꎬ 现将英文版白

皮书翻译成中文出版ꎮ

译者

２０１７年 １月



执行摘要

　 　 从分布式发电装置 (如太阳能屋顶发电) 的大规模投入ꎬ 到控制和通信设备

在电网中的大量使用ꎬ 世界各国的电网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 的挑战ꎮ 发达国家

的电网正致力于解决设备老化问题ꎬ 发展中国家的电网则在努力探索适应自身运

营模式的最佳管理实践ꎮ 面对这些挑战ꎬ 伴随着越来越大的监管和融资压力ꎬ 电

网企业必须证明其管理行为和投资决策是合理的ꎮ

在这些挑战中ꎬ 各国电网公司解决他们首要挑战 (即大型电网设备的设计、

维护和运行) 的做法千差万别ꎮ 电网公司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设备试验、

计算设备寿命和维护成本、 进行系统设备评估ꎮ 这种差异并不是各电网公司的主

观意愿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电网行业在资产管理方面缺少国际公认的标准或导则ꎮ

缺乏电网资产管理的国际标准或导则ꎬ 将对电网的可靠性和未来发展造成重

大影响ꎮ

尽管如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系列标准提供了关于最佳资产管理流程的通用导则ꎬ 但是

并未针对现有输配电的运营方法与面临的挑战提供行业指导ꎮ 现状表明:

• 各国的电网企业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估电网绩效ꎮ 由于没有公认的

方法计算故障率等参数ꎬ 不同组织或地区的电网间很难进行对标ꎮ

• 在具体设备健康状况检测及资产管理优选方法等方面缺少通用做法和最佳

实践ꎬ 使得各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ꎬ 造成了许多电网企业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浪

费ꎮ 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或小型电网企业中尤其严重ꎬ 他们原本可以通过借鉴

最佳实践方法即可受益ꎮ

• 由于在衡量和发布电网资产管理流程和绩效方面没有统一的全球性标准ꎬ

很难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ꎮ 当一家电网企业不能与同行进行绩效对标ꎬ

或者不能证明其采用了行业认可的最佳实践时ꎬ 利益相关方 (例如监管方或融资

机构) 很难信赖该电网企业的管理决策ꎬ 也很难了解电网企业面临的各种困难ꎮ

本白皮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ꎬ 对电网行业的资产管理实践进行了研

究ꎬ 并提出了可受益于国际标准的资产管理实践ꎮ 具体包括:

• 如果发布资产寿命和状态时有通用的标准ꎬ 各国的电网企业在根据设备寿

命申请资金升级设备时ꎬ 就更能获得监管者、 政府和公众的信任ꎮ



　

• 如果具有标准化的资产管理实践ꎬ 能够极大地增强电网行业内所有利益相

关方对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的信赖ꎬ 提高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的透明性ꎬ 这些独

立编制的资产管理最佳实践导则可供每个人查阅参考ꎮ

• 资产管理标准使得电网企业可以与不同管辖区域或地理位置的其他组织进

行对标ꎮ

• 资产管理标准可作为沟通和培训工具ꎬ 分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资

产管理的最佳实践ꎮ

我们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后编写了本白皮书ꎬ 并在全球举办了三次国际性

研讨会ꎬ 参会者包括电网企业、 设备制造商、 研究机构和其他标准化组织ꎮ 这些

研讨会的重点是确定电网行业内现在采用的资产管理实践ꎬ 并就标准的适用范围

咨询业内重要人士ꎮ 另外还向电网企业发出了两份调查问卷ꎬ 调查他们当前的资

产状态 (如设备组成、 寿命等) 以及它们目前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管理ꎮ

许多发达国家电网面临的重大挑战是设备老化ꎮ 在许多国家ꎬ 电网于 ２０ 世

纪 ４０ ８０年代集中投入运行ꎬ 但近些年来这一速度已经减缓ꎮ 目前ꎬ 许多重要

设备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它们的预期退役年限ꎮ

在众多发达国家ꎬ 老化设备基数大ꎬ 更替速度慢ꎬ 更新所有资产预计需要花

费几百年的时间ꎮ 因而带来了严重的可靠性问题ꎮ

设备老化问题不仅是设备损耗问题ꎬ 同时也表现为人力资源问题ꎬ 因为在许

多情形下ꎬ 具备维护技能和专业知识或者具备资产管理经验的人员已经退休ꎮ 由

于大量设备接近寿命末期ꎬ 且缺少维护设备的部件和管理设备的人员ꎬ 许多发达

国家的电网可靠性问题非常严峻ꎮ

尽管设备老化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新建电网较多的国家可能还不构成挑

战ꎬ 但在当前具有严格的监管或融资环境下ꎬ 从众多技术和管理方案中找出最佳

方案也存在诸多困难ꎮ

检测和维护流程

国际标准发挥作用的第一个领域是确定电网企业在电网管理中应采用哪些检

测和维护的方法ꎮ 各国的电网企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检测变压器的状态ꎬ 进

而决定需要遵循何种维护策略 (例如基于时间或基于风险的维护)ꎮ 标准不应该

强制限定某种具体方法ꎬ 因为电网企业需要能够按照自身实际情况确定其运营方

式ꎮ 但是ꎬ 标准应该能够协助电网企业从各种不同的检测和维护方案中确定最佳



　

方法ꎮ

确定绩效指标和可靠性等级

尽管各国的电网企业使用类似的绩效指标ꎬ 例如用系统平均停电持续时间

(ＳＡＩＤＩ) 衡量电网服务于每个用户的平均停运时间ꎬ 但这些指标的实际计算方法

却并不相同ꎮ 在衡量非技术性影响 (例如用户满意度) 时ꎬ 使用的指标千差万

别ꎬ 所以这一问题更为突出ꎮ 标准规定一系列绩效指标 (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

性) 及其计算方法ꎮ 为衡量、 评估电网绩效和各种资产管理实践提供了统一的尺

度ꎬ 这正是标准可直接发挥作用的地方ꎮ

标准还可用于评定电网的不同可靠性等级ꎬ 以及实现该可靠性等级需要的检

测和维护手段ꎮ 例如ꎬ 标准可规定 “１ 级” 为高可靠性电网 (用于敏感性负荷ꎬ

例如医院或半导体制造厂) 以及实现该等级的要求ꎬ 这些要求可能不同于 “３

级” 低可靠性电网的要求ꎬ 对于 “３级” 低可靠性电网ꎬ 一定程度的停电是可以

接受的ꎮ

在国际标准规定了实现特定可靠性等级的前提下ꎬ 电网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

才能够对实现这些绩效目标所需的管理实践和投资达成共识ꎮ

资产管理———评估和优选

有了设备健康状况数据和可选的维护方案后ꎬ 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在有限的财力、 物力、 人力等资源条件下ꎬ 对每一个备选方案进行风险、 收益等

方面的评估ꎬ 并确定最终的优选方案ꎮ 基于风险的评估方法 (即评估某个设备发

生故障的可能性和后果) 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一种对各种资产管理方案进行

优先级排序的方法ꎮ 该通用方法具有普遍性ꎬ 但其应用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各有

不同———有很多种用于计算风险矩阵的方法ꎬ 使用风险评估方法确定优先级的方

式更是多种多样ꎬ 一些更加复杂的方法还考虑了基于历史数据的剩余寿命计算方

法、 不同管理方案对未来的财务影响等ꎮ 如何应用这些方法并计算它们的各种指

标也是各有不同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ꎬ 但它不一定指定某种具

体方法ꎬ 而是提供多方案对比ꎬ 并对每种方案提供标准化计算方法ꎬ 使得各个企

业能用统一的方式进行对标ꎮ

缺陷数据库和应对方案

成熟的电网企业会维护设备的综合历史数据库ꎬ 记录已发生故障的类型和数

量ꎮ 然而ꎬ 不同电网公司数据库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差异很大ꎮ 另外ꎬ 电网企业很



　

难有渠道获得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ꎬ 并且许多小型企业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设备ꎬ

以获取有价值的统计信息ꎮ

一个统一的国际化电力设备故障与历史数据库能够实现多方共赢ꎬ 带来巨大

的效益ꎮ

这种历史数据库可方便地进行长期故障跟踪ꎬ 使本行业能够对特定的设备或

在特定的使用情景下确定设备的故障趋势ꎮ 航空业已使用类似的数据库ꎬ 以确定

具体设备的系统性问题并防止灾难性故障的发生ꎮ 标准在规定应保存历史记录的

类型和方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标准还可用于提供对具体设备故障进行各种响应的范例ꎮ 利用新技术或创新

性的设备维护方法ꎬ 许多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方案都可以成为电网公司的备选ꎮ 通

过明确共性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最佳实践方法ꎬ 标准能够确保电网企业

了解它们的方案ꎬ 并有助于电网企业向广大利益相关方证明他们遵循最佳实践ꎮ

新标准的利益相关方

新资产管理标准对电网行业的各种相关组织意义重大ꎮ 尽管电网企业以及与

其相关的融资、 监管组织是主要的受益方ꎬ 但主要设备供应商也会从中受益ꎮ 主

要电网设备的制造商和维护承包商 (下文中统称为制造商) 自身也面临着许多资

产管理挑战ꎬ 因为电网行业的采购模式极为严格ꎬ 制造商必须跟上快速变化的技

术ꎬ 保证所需的设备和人力ꎬ 以对可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老化设备提供支持ꎬ

还必须确保设备能够被终端用户使用ꎮ 另外ꎬ 制造商在做到上述要求的同时还必

须兼顾自身的运营ꎮ 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是制造商与其用户之间保持密切联系ꎬ

以便制造商能够预测未来的需求ꎬ 规划好自己的业务ꎮ

通过为资产管理模式、 故障率和历史设备性能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数据库ꎬ 资

产管理标准以及国际公认的导则能够为电网设备的制造商提供帮助ꎮ

新标准的范围

在本项目的整个调查阶段ꎬ 电网企业、 制造商和其他电力行业利益相关方都

非常支持编写有关资产管理的新标准ꎬ 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些标准范围的顾虑ꎮ

各国的电网企业业务各不相同ꎬ 包括运营和对性能的预期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电网

企业明确表示标准的规范性不应过强ꎬ 电网企业应可自由选择适合其自身情况的

运营方式ꎮ



　

标准不应为电网资产管理指定某种具体做法ꎮ 相反ꎬ 标准或导则应向电网企

业提供各种明确的方案ꎬ 使他们能够选择最适合其自身情况和要求的方案ꎮ

总之ꎬ 在电网行业的资产管理方面ꎬ 可能需要编制各种新的标准或导则ꎮ 这

些标准涵盖的领域包括:

• 主要设备的检查和诊断方法与标准

• 设备故障和故障数据的监测与报告

———主要设备的故障分析方法以及常见性能不足或故障

———主要设备补救措施 (全部更换、 部分更换或改造) 的最佳实践实例

• 主要设备的寿命的监测与报告

• 寿命周期成本计算

• 风险评估方法

• 主要设备的健康指数计算

• 资产管理的优先级排序方法

• 系统绩效指标 [用户平均停电持续时间指标 (ＣＡＩＤＩ)、 系统平均停电持

续时间指标 (ＳＡＩＤＩ)、 系统平均停电频率指标 (ＳＡＩＦＩ) 等]

电网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ꎬ 资产管理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电网企业的首要

挑战ꎮ 目前只有极少数国际标准规定了电网行业资产管理的通用方法和指标ꎬ 或

者提供了最佳实践范例以指导电网企业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方ꎮ 编制上述建议领域

内的新标准将是一个漫长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ꎬ 因为目前使用的资产管理实践在

不同的地区间差异显著ꎮ 尽管如此ꎬ 这项工作仍然意义重大ꎬ 建议国际电工委员

会 (ＩＥＣ) 尽快启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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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故障检修

ＥＢＩＴＤＡ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ＦＭＥＡ 故障形式和影响分析

ＩＲＯＬ 互联可靠性运行限值

ＮＥＬ 非初级

ＯＨＬ 架空线路

ＰＡＳ 公共可用规范

ＰＣＢ 多氯联苯

ＲＣＭ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检修

ＳＡＩＤＩ 系统平均停电持续时间指标

ＳＡＩＦＩ 系统平均停电频率指标

ＳＯＬ 系统运行限值

ＴＢ 技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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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Ｅｄ 联邦爱迪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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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 资产管理协会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ＥＥ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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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译者注: 以下术语和定义只适用于本白皮书)

资产 (ａｓｓｅｔ)

主要的电网设备ꎬ 例如断路器、 架空线路、 变压器或地下电缆ꎮ

电缆 (ｃａｂｌｅ)

地下敷设的用于输电或配电的大容量电力导线ꎬ 可替代架空线路ꎮ

断路器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自动动作的电气开关ꎬ 用于保护电网段免受电气故障引起的损坏ꎮ

注: 常见类型的断路器包括空气、 油或气体断路器ꎬ 所有断路器的最终功能

相同ꎬ 但断开电流的原理不同ꎮ

导线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通过电流的单股线或互相不绝缘的多股线组成的绞线ꎮ

分布式发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一种发电方式ꎬ 通常规模较小ꎬ 发电后就近接入供电系统ꎮ

配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除另有定义外ꎬ 指在输电供应点 (通常为变电站) 与各用户之间输送电力ꎮ

电网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电气设备的互联ꎮ 在本白皮书中ꎬ 电网是由多种设备组成的系统ꎬ 包括连接

发电机与负荷 (例如厂房、 建筑物和工厂) 的架空线路、 电缆、 变压器和断路

器ꎮ

高压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６９ ２３０ｋＶ或高于传统限值的任何电压ꎮ

注: 例如大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压上限值ꎮ

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参见电网ꎮ

电网企业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电网公司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电网企业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负责电网运行和维护的组织ꎮ



　

停电 (ｏｕｔａｇｅ)

发电机、 输电网络等退出运行ꎮ

架空线路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ｌｉｎｅ)

用于长距离输送电能的设备ꎬ 由导线与杆塔架设而成ꎮ

光伏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 / ＰＶ

将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技术ꎮ

电力系统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电力网络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参见电网ꎮ

开关设备 (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断路器等设备的通用术语ꎮ

变压器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在电网中升高或降低电压的设备ꎮ

输电 (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将高压电从发电侧输送到负荷中心ꎬ 转换为低电压供配送或供应给用户的过

程ꎮ

电网公司 (ｕｔｉｌｉｔｙ)

见电网企业ꎮ

电压 (ｖｏｌｔａｇｅ)

电气设备的一个关键参数ꎬ 电位差的表征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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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部分

概　 　 述

　 　 如何管理各种迥然不同、 复杂且

分散的资产是电网行业面临的一个主

要挑战ꎮ 遗憾的是ꎬ 世界各地的资产

管理实践在方法、 术语和指标上千差

万别ꎮ 不同企业的资产管理实践及其

获益也不尽相同ꎮ

鉴于当前资产管理方法的多样性ꎬ

通过标准化ꎬ 改进电网资产管理的方

法和结果尤为重要ꎮ 由各个组织 (例

如 ＩＳＯ 或 ＩＥＣ) 制定的国际标准能够

确保多个行为主体 (从企业到公司高

管和工程师) 在探讨资产管理实践时

都使用相同的术语和指标ꎮ 标准也可

以用来详细描述具体资产管理方法的

最新发展状况ꎬ 不仅可以对该领域的

新入行人员提供帮助ꎬ 还能使各个组

织间的对标变得容易ꎮ

根据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 ２０１４ꎬ 资产管理

带来的好处有:

• 更高的财务绩效

• 更规范的资产投资决策

• 实现风险管控

• 提升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

• 展现企业社会责任

• 展现企业规范化

• 提高企业社会声誉

• 提高可持续性发展能力

• 提升效率和效益

在 ＩＥＣ 进行调查时ꎬ 电网企业列

出了资产管理给他们带来的益处ꎬ

包括:

• 运营

———更好地了解资产

———指导长期投资计划

———明确长期资源需求

———绩效目标更容易实现

———更好地编制资产维护计划

• 财务

———有关费率 /融资的文件更

有说服力

———支出更有规划ꎬ 减少无效

支出

———提高方案规划的决策透

明度

图 １￣１ 给出了资产管理的概念模

型[１]ꎮ 资产管理战略与规划及资产管

１



电网资产战略管理 (中英文版)

理决策模块 (见图 １￣１ 的中间) 基于

来自组织战略规划和资产基础数据ꎬ

是资产管理的核心实践工作ꎮ

图 １￣１　 资产管理的概念模型[１]

由图 １￣１ 可见ꎬ 标准或行业导则

在所有资产管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ꎮ 本白皮书调查了标准或行业导则

如何使电网企业在资产管理时获益ꎮ

第 ２ 部分描述当前的电网资产情况ꎬ

以及这些电网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风

险ꎮ 第 ３ 部分 第 ５ 部分描述当前的

电网资产管理实践并探讨标准在哪些

方面可提供帮助ꎮ 第 ６ 部分考虑除现

有标准外还有哪些关于资产管理的

ＩＥＣ国际标准可以适用ꎬ 第 ７ 部分给

出了结论和建议ꎮ

本白皮书引用了多方信息ꎮ 除了

关于资产管理的现有 ＩＥＣ 和 ＩＳＯ 国际

标准外ꎬ 本白皮书还引用了 ＣＩＧＲＥ 的

各种技术手册ꎮ 为了获取各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ꎬ ＩＥＣ 分别在东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月)、 华盛顿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和巴

黎 (２０１５年 ４ 月) 专门举办了三次研

讨会ꎮ 世界各地的电网企业、 设备制

造商、 研究机构和标准化组织获邀参

加了这些研讨会ꎬ 详细介绍了他们当

前如何进行资产管理ꎬ 以及他们认为

电网资产管理标准或导则在哪些方面

可以使其受益ꎮ 最后ꎬ 作为本项目的

一部分ꎬ ＩＥＣ 项目组还开展了两次国

际性调查ꎬ 收集世界各地的电网公司

现有资产数据ꎬ 并请他们提供当前的

资产管理信息ꎮ 这些调查及其结果在

本白皮书中进行了详细介绍ꎮ

２



第 ２ 部分

现　 　 状

２ １　 市场概况

２０ 世纪ꎬ 为满足电力增长需求ꎬ

许多发达国家的电网建设发展十分迅

速ꎮ 如今ꎬ 这些发达国家的电力增长

需求已经大幅下降或者停止ꎬ 而传统

的电力企业或常规业务却面临着诸多

严峻的挑战ꎬ 包括新型分布式发电

(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 不断增长的

高峰负荷和降低成本的管理需求带来

的压力ꎮ 这些变化给电网资产的构成

带来了深远影响ꎮ 图 ２￣１ 依据 ２０００ 年

国际大电网委员会技术手册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１７６[２]详细说明了各种电网资产的

运行时间分布情况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１９９８年安装的设备数量 (对应图中

“０ ５”) 是 ２０ ３５ 年前 (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８年) 安装的设备数量的一半ꎮ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ꎬ 由于新型发电

技术的发展ꎬ 市场需求再次增长ꎬ 主

要原因是与新发电技术相关的新型输

配电设施需求ꎬ 而非电力需求的增加ꎮ

图 ２￣１　 各种变电站设施的寿命分布情况[２]

图 ２￣２[３]显示ꎬ 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以来ꎬ 美国的电力需求增长逐年下降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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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３[４]显示了美国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５

年的输电建设情况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美国的输电建设在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０ 年大幅

下降ꎮ 依据美国政府的一篇报告[５]ꎬ

这是气象因素引发的电网停电事故

增加ꎮ

作为本项目的一部分ꎬ ＩＥＣ 对国

际电网行业做了一项调查ꎬ 以了解电

网资产的运行时间ꎮ 调查结果显示各

个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ꎬ 但大体可分

为两组: 拥有相对老旧资产的发达国

家 (例如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和

拥有相对较新资产的发展中国家ꎮ

图 ２￣２　 １９５０ ２０４０年美国的电力需求增长情况 (３年移动平均值) [３]

图 ２￣３　 美国的输电建设情况[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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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４显示了某发展中国家变电站

变压器的投运时间分布情况ꎬ 从图中可

以看出投运时间相对较短ꎮ 而发达国家

则与发展中国家截然相反ꎬ 尽管近几年

进行了大规模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ꎬ 但

许多设备依然非常老旧ꎬ 没有经过升级

或者整修ꎬ 见图 ２￣５ꎮ 同时ꎬ 一些发达

国家开展了设备升级和翻新工作ꎬ 见

图 ２￣６ꎮ 图 ２￣４ 图 ２￣６是项目组基于收

集的电网运营商调查数据编制的ꎮ

图 ２￣４　 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电网资产投运时间分布情况

图 ２￣５　 发达国家的典型电网资产投运时间分布情况

图 ２￣６　 发达国家有新设备安装的典型电网资产投运时间分布情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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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寿命因素

从上一节讨论的投运时间统计情

况可以看出ꎬ 许多国家的设备更新速

度严重落后于设备老化速度ꎮ 在一些

国家ꎬ 如果按照当前的更换速度ꎬ 更

换掉所有老化设备需要花费几百年的

时间ꎮ 但也有一些国家老化设备的更

换速度相对而言比较快ꎮ 表 ２￣１ 依据

项目组收集的电力设备实际寿命的数

据对更换周期进行了预估ꎬ 预估数据

由设备总量除以每年更换数量得出ꎮ

表 ２￣２ 显示了各种电网设备寿命

的调查问卷结果ꎬ 该结果源于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１７６[２]ꎮ 从该表可以看出ꎬ 基于许

多电网企业当前的更换速度来看ꎬ 大

量设备将在超出使用寿命期望值很久

之后才能更换ꎮ

表 ２￣１ ５家电网企业更换老化设备预计所需时间 (年)

企业 架空线路 杆塔 电缆 变压器 开关装置

Ａ公司 ４７ ３９９ １１２ １１０ ８０

Ｂ公司 ６８ １７８ ２７８ ９３ ４５

Ｃ公司 ７５８ １７９ ６３ １２４ １７２

Ｄ公司 ２７６ ３２７ 不适用 ５９ ４１

Ｅ公司 ９６ １７４ ４２ ４９ ４７

表 ２￣２ 资 产 寿 命 估 测[２]

设备类型
系统电压
(ｋＶ)

资产寿命
估测平均值
和范围 (年)

标准偏差
(年) 资产寿命差异的原因

　 断路器

　 空气断路器

１１０ １９９ ４１ (３０ ５０) ６

２００ ２７５ ４１ (３０ ５０) ６

≥３４５ ４０ (３０ ５０) ６

　 额定值要求、 故障负载变化、 维护成本、 备件报废、
机械磨损、 安全性、 密封问题

　 油断路器

１１０ １９９ ４２ (３０ ５０) ６

２００ ２７５ ４１ (３０ ５０) ６

≥３４５ ３８ (３０ ４５) ５

　 额定值要求、 故障负载变化、 维护成本、 备件报废、
机械磨损、 安全性、 密封问题

　 气体断路器

１１０ １９９ ４３ (３０ ５０) ６

２００ ２７５ ４２ (３０ ５０) ６

≥３４５ ４２ (３０ ５０) ６

　 额定值要求、 故障负载变化、 维护成本、 备件报废、
机械磨损、 安全性、 密封问题、 “缺少鲁棒性”、 与 ＳＦ６
相关的环境问题

　 间隔设备

　 接地开关和隔离
开关

≥１１０ ４２ (３０ ５０) ８ 　 额定值要求、 维护成本、 腐蚀、 机械磨损

　 油 浸 式 电 流 互
感器

≥１１０ ３９ (３０ ５０) ７ 　 设计缺陷、 密封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１１０ ３９ (３０ ５０) ７ 　 水分进入、 印刷电路板被油污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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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备类型
系统电压
(ｋＶ)

资产寿命
估测平均值
和范围 (年)

标准偏差
(年) 资产寿命差异的原因

　 变压器 ≥１１０ ４２ (３２ ５５) ８ 　 设计、 负荷、 绝缘纸和变压器油降解、 系统故障、 备
件、 额定值要求、 高温、 水分含量

　 户内气体绝缘开
关装置 (ＧＩＳ) ≥１１０ ４２ (３０ ５０) ８

　 额定值要求、 故障负载变化、 维护成本、 备件报废、
机械磨损、 安全性、 密封问题、 与 ＳＦ６相关的环境问题

　 机电保护 — ３２ (２０ ４５) ９ 　 磨损、 接触腐蚀、 可靠性、 铜锈、 温度极限、 熟练工
人、 备件、 功能、 系统设计变更

　 钢芯铝绞线架空线路 (ＡＣＳＲ－ＯＨＬ)

　 “正常” 环境  １１０ ５４ (４０ ８０) １４

　 “严重污染”  １１０ ４６ (３０ ７０) １５

　 气候、 环境、 腐蚀、 导电脂等级、 蠕变、 机械疲劳、
绝缘子失效、 风、 降雨、 覆冰、 污染等级、 材料质量、
负载产生的高温、 连接、 设计

　 杆塔

　 格构式钢杆塔  １１０ ６３ (３５ １００) ２１ 　 气候、 环境、 腐蚀、 维护、 镀锌不良、 地面条件、 混
凝土剥落、 格架腐蚀、 钢 /混凝土连接

　 木杆 ４４ (４０ ５０) ４ 　 防腐处理、 腐烂、 啄木鸟、 昆虫、 风、 降雨

　 电缆

　 充油电缆  １１０ ５１ (３０ ８５) ２０ 　 环境问题 (漏油)、 回填、 电缆护套 (加强带) 腐蚀、
电气 /热机械应力、 负载、 铅锈蚀

２ ３　 财务因素

设备老化和更换速度相对较慢带

来的影响不仅是技术问题ꎬ 同时也是

重要的财务问题ꎮ 尽管很难将设备寿

命的统计数据直接用于可靠性评估影

响或者停电预测ꎬ 但我们还是可以直

观推断ꎬ 资产管理不当最终会造成意

外停电ꎬ 并导致成本大幅增加ꎮ

例如ꎬ 利用上述美国政府报告[５]进

行了宏观分析ꎬ 其中还列出了在美国与

气象因素相关的停电预估成本 (见

图 ２￣７)ꎮ 尽管这些预估有很大的出入ꎬ

但是与气象因素相关的停电事故通常会

导致数百亿美元的损失ꎮ

再比如ꎬ 英国监管机构 ＯＦＧＥＭ

做了一项微观分析ꎬ 详细说明了英国

电网运营商 ＮＧＥＴ 许可文件的一项可

靠性激励机制ꎮ 这一激励机制规定

“停电损失为 １６ ０００ 英镑 / ＭＷ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价格水平)ꎮ” [６]

２ ４　 资产管理的主要挑战

纵观全球ꎬ 在电网资产管理方面ꎬ

存在四大挑战:

１) 许多设备安装于 ２０世纪ꎬ 现在

仍在运行ꎬ 不久后将达到或超出设计

寿命ꎮ

２) 虽然许多旧设备仍然可以稳定

运行ꎬ 但要为这些几十年前设计生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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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取得相关技术支持或者购买备

件仍然是一大难题ꎮ

３) 在许多电网企业ꎬ 按照当前的

更换速率ꎬ 完成旧设备更新需要几百

年的时间ꎮ

４) 由于旧设备较多ꎬ 因此存在多

事故并发的重大风险ꎬ 一旦出现事故ꎬ

大多数电网企业无法独立解决ꎮ

图 ２￣７　 美国与气象因素相关的停电估测损失[５]

这些挑战也对供电质量和可靠性

带来了重大风险ꎮ 因此ꎬ 如何决策更

新和维护设备是当今电网企业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之一ꎮ 这些议题不仅困扰

电网企业ꎬ 对于设备供应商和其他行

业利益相关方同样是一项重大挑战ꎮ

他们需要维持供应链、 生产能力和专

业知识ꎬ 确保可靠商业运行ꎮ

但是ꎬ 由于各个国家采用的资产

管理方法、 术语和指标以及具体实践

差别很大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电网企业

需要自己决定如何进行资产管理ꎬ 很

少能获得同行业企业外部人员的指导

帮助ꎮ 在进一步调查时ꎬ 项目组对电

网利益相关方的当前资产和管理实践

做了调查ꎬ 利益相关方将其面临的主

要资产管理挑战列举如下:

１) 缺少有关设备 维 护 的 国 际

规范ꎮ

２) 行业中设备更换标准不统一ꎮ

３) 在运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缺乏技

术人员ꎮ

４) 在运设备的管理ꎮ

５) 如何按照优 先 级 进 行 投 资

决策ꎮ

２ ５　 传统资产管理和未来展望

尽管全球电网企业仅仅通过简单

的资产管理实践统一就能获得重大利

益ꎬ 资产管理实践仍在持续在发展ꎮ

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 ＩＥＣ ＭＳＢ 资产管

理研讨会上ꎬ 来自芝加哥的联邦爱迪

生公司 (ＣｏｍＥｄ) 将传统资产管理和

新一代资产管理进行了对比ꎬ 做出如

下总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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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传统资产管理ꎮ

ａ) 依据现象和经验ꎬ 结合历史数

据进行故障判别ꎮ

ｂ) 基于设备 /元件的整体数量制

订管理计划ꎬ 而不考虑单体设备的具

体状态和风险 /紧急程度ꎮ

ｃ) 对系统和元件健康水平重视程

度不够ꎬ 缺乏统一的 /广泛适用的监测

程序ꎮ

２) 新一代资产管理ꎮ

ａ) 对系统和元件的状态与状况更

加重视ꎻ 具备标准的、 广泛适用的监

测程序ꎮ

ｂ) 依据各类设备 (例如变压器、

杆塔、 地下电缆) 的健康状况评估结

果ꎬ 根据事实推断各设备出现故障的

概率ꎮ

ｃ) 可以基于维护活动直接对设备

健康状况进行单独评估ꎬ 例如ꎬ 有机

会对状态尚好的设备采取措施以减缓 /

减轻设备老化ꎮ

ｄ) 结合风险评估ꎬ 可以找出状况

较差的独立设备ꎬ 而这些设备往往会

给系统带来极大的风险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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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指标

资产管理实践涉及三类角色职责ꎮ

图 ３￣１ 中 所 示 内 容 是 根 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和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８] 中的信息

绘制而成的ꎬ 主要角色职责包括:

１) 资产所有者ꎬ 设定提升整个公

司的价值目标ꎮ

２) 服务供应商ꎬ 提供现场服务ꎬ

例如数据收集和设备维护ꎮ

３) 资产管理者ꎬ 通过管理促使上

述两种职责实现并达成一致ꎮ

依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９]ꎬ 资产管理

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 状态评估和设备监测

• 寿命终止问题

• 资产管理决策制定和风险管理

• 电网发展

• 维护流程和决策

• 收集资产数据和信息

图 ３￣１　 资产管理角色职责和信息交换[７ꎬ８]

资产管理的工作流程大致为:

１) 设备安装与运行ꎮ

２) 创建设备数据库ꎮ

３) 检查 /诊断设备ꎮ

４) 设备异常 /事故发生ꎮ

５) 调查设备异常 /事故发生的原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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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ꎬ 分析设备ꎮ

６) 创建设备异常数据库ꎮ

７) 基于使用寿命制定设备运维

计划ꎮ

８) 对提议的措施进行对比分析ꎬ

确定采取哪些措施ꎬ 同时考虑所有经

济性限制条件ꎮ

通常情况下ꎬ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为资产管理者ꎬ 实施第 １ ７ 项流程ꎮ

第 ８项流程由资产管理者依据资产所

有者提供的条件执行ꎮ

目前有很多 ＩＥＣ 国际标准与电网

设备相关ꎬ 例如:

• 高 压 试 验 的 电 压 与 持 续 时

间———例如ꎬ 对于 ２２０ ２３０ｋＶ 电缆ꎬ

规定 “在 ３１８ｋＶ 电压下试验 ３０ｍｉｎ”

(ＩＥＣ ６２０６７)ꎮ

• 材料的化学、 机械和电气性能

试验ꎬ 包括试验方法和评估标准———

例如ꎬ 交联聚乙烯 (ＸＬＰＥ) 材料的断

裂伸长率为 ２００％ (ＩＥＣ ６２０６７)ꎮ

• 物理参数值———例如ꎬ １０００ｍｍ２

的 铜 导 线 的 电 阻 值 应 小 于 等 于

０ ０１７６Ω / ｋｍ (ＩＥＣ ６０２２８)ꎮ

• 输电容量的计算方法———例如ꎬ

电 缆 芯 的 温 度 按 下 列 公 式 计 算

(ＩＥＣ ６０２８７———此处省略细节ꎬ 只是

为了说明 ＩＥＣ对设计的要求非常精确):

Δθ＝ Ｉ２Ｒ＋ １
２
Ｗｄ

æ

è
ç

ö

ø
÷Ｔ１＋[Ｉ２Ｒ(１＋λ１)＋Ｗｄ]ｎＴ２＋

　 　 [Ｉ２Ｒ(１＋λ１＋λ２)＋Ｗｄ]ｎ(Ｔ３＋Ｔ４)

这些 ＩＥＣ 国际标准一般在电网企

业从制造商处购买产品时或者在工程

设计期间使用ꎮ 极少 ＩＥＣ 国际标准涉

及电网资产管理ꎮ 事实上ꎬ 只有一个

比较知名的 ＩＥＣ国际标准 (ＩＥＣ ６０５９９)

侧重于资产管理ꎬ 涉及变压器溶解气

体分析ꎮ 除此以外ꎬ 在资产管理的技

术方面ꎬ 电网企业几乎没有可以参考

的标准ꎮ 它们只能自行决定测试的对

象、 频次以及验收标准ꎮ 而且ꎬ 更多

利益相关方 (如政府、 监管机构以及

公众) 只能选择相信电网企业做出的

此类决定ꎮ

３ １　 资产监测与维护

资产管理服务供应商的一个主要

职能是监测资产状态并对其进行维护

和管理ꎮ 大型电网企业可能花费数亿

美元的资金检查、 测试、 翻新和更换

设备ꎮ 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应当遵循

哪些测试程序? 如何分析测试结果?

有哪些可用的维护方案? 全球的电网

企业在这些方面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别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５ ２ １ ５ ２ ２

节描述了对设备进行定期、 有计划的

深度检查的优点ꎬ 见图 ３￣２ꎮ 与不定期

检查的被动式维护相反ꎬ 定期和仔细

的检查可以实现对设备的精心维护ꎮ

尽管人们认识到定期检查意义重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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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各地的检查方式却千差万别ꎮ

表 ３￣１列出了世界各地 １０ 个不同电网

企 业 的 电 缆 检 查 项 目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７９[１０])ꎬ 其他示例见附录 Ａꎮ

图 ３￣２　 维护的影响链[７]

表 ３￣１ １０家不同电网企业的电缆检查项目[１０]

项目

１
号
电
网
企
业

２
号
电
网
企
业

３
号
电
网
企
业

４号电网企业
５号电网

企业
６号电网

企业

７
号
电
网
企
业

８号电网
企业

９
号
电
网
企
业

１０号电网企业

电缆线路巡检
两个

月 １次

目前由
专人
负责

土建工程检查ꎬ
电缆标记可见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６个
月一
次

每月检查一
次环境活动
(仅限重要

回路)

警告标识检查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环境改造知识
未使用

警告标识

管理程序ꎬ 向
承包商提供
与电缆线路
相关的信息

有ꎬ
国家规定

有ꎬ 国家规定 有

压力监测ꎬ
报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压力读取
两个
月一
次

每月
一次

有 每 ２年一次
每月
一次

３或 ６个
月一次

两个
月一
次

５０ｋＶ: ６个月
一次 １３２ｋＶ:
３个月一次

报警器检查
自容式充油

电缆＋压气电缆

３年
一次

３个月
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１年、 ３年
或 ６年一次

每年
一次

５０ｋＶ: ６ 个月
一次 １３２ｋＶ:
３个月一次

腐蚀检查
３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一次ꎬ
仅检查压
气电缆

压气电缆和
充油电缆:
每年一次ꎬ

油箱保护受控

６个月
一次

３或 ６个月
一次ꎬ 仅限

终端

护套测试
(外皮测试)

３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一次 有
市内每年

一次ꎬ 其他
地方两年一次

每年
一次

基于状态

热电偶检查 有 有

终端目视检查
３年
一次

检查外部损坏、
介电液体泄漏、
油位及与架空
线路的连接

每年一次
３或 ６个月

一次
每年
一次

５０ｋＶ: ６个月
一次ꎻ １３２ｋＶ:
３个月一次

户外终端
清洁与处理

有

油箱目视检查
３年
一次

３或 ６个月
一次

每年
一次

电缆油分析
３年
一次

接地电阻测试 ６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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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ꎬ 即使是设备的同一

项检查ꎬ 检查方法和频率也有很大的

差别ꎮ 例如ꎬ 有些电网企业每三个月

检查一次油箱ꎬ 其他一些电网企业则

每六年检查一次ꎮ 再如ꎬ 有些电网企

业每两个月巡检一次电缆线路ꎬ 其他

一些电网企业则每年巡检一次ꎮ 同样ꎬ

不同电网企业对检查结果 (某个项目

是否需要维护) 的解释方式也大不相

同ꎮ 最后ꎬ 缺乏状态监测标准ꎬ 造成

世界各地的电网企业采取不同的监测

手段ꎬ 难以选出最佳方案ꎮ 即使制造

商能为资产管理者提供维护手段ꎬ 这

些维护手段通常也因制造商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ꎮ 鉴于此种原因ꎬ 在调查过

程中 (如第 ２ ４部分所述)ꎬ 电网企业

认为 “没有国际性的维护规范” 是它

们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ꎮ 与公认的电

缆制造材料规范、 测试方法、 测试频

率以及质量测试标准 (详见 ＩＥＣ 标

准) 相比ꎬ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ꎮ

确定资产监测程序后ꎬ 下一步将

利用这些程序中的数据并决定如何维

护电网资产ꎮ 同样的ꎬ 资产维护方法

有很多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０９[１１]中提及的方

法有:

• 故障检修 (ＣＭ) ———最简单

的维修策略ꎮ 元件一直工作到出故障

为止ꎮ 出现故障后ꎬ 对元件进行状态

评估ꎬ 确定是否需要修理或更换ꎮ

• 定期检修 (ＴＢＭ) ———一种传

统方法且一直广泛沿用至今ꎮ 这种方

法规定定期检查及例行维护间隔ꎮ

• 状态检修 (ＣＢＭ) ———预计状

态达到某一临界情形时进行维护ꎮ 可

用性高ꎬ 维护成本适中ꎮ

• 以 可 靠 性 为 中 心 的 检 修

(ＲＣＭ) ———维护计划通过两方面进

行优化: 设备状态和设备对电网的重

要性ꎮ

这些方法差别很大ꎬ 其各自的优

势仍需进一步研究ꎮ 但是ꎬ 这些差异

性给所有利益相关方带来了困惑ꎮ 应

用不同的资产管理方法时ꎬ 资产管理

者和利益相关方很难将各企业的结果

进行对比ꎮ

不同维护方法存在的问题举例如

下: 大多数电缆事故是第三方在施工

(例如道路施工) 时造成的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５８[１２])ꎮ 这一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

的解决方式:

１) 最佳实践示例: 沿道路的路线

进行电缆巡检ꎬ 与负责道路开挖的承

包商签订协议ꎬ 明确如何管理电缆损

坏风险ꎮ

２) 不良实践示例: 此种情况下ꎬ

相关公司不主动采取任何措施避免外

部电缆损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７９[１０])ꎮ

标准不需要明确规定某一特定方

法 (例如需要进行检查) 而是需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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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体的目标ꎬ 因为允许资产管理方

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以及允许企业

自行决定实现目标的方法很重要ꎮ 在

以上示例中ꎬ 如果在线监控系统有实

时报警功能ꎬ 就无需进行例行检查ꎬ

任何 一 种 方 法 都 能 实 现 这 一 类 似

目标ꎮ

最后ꎬ 标准能带来很多好处ꎬ 不

要求企业使用相同的检查项目、 频次、

方法或者验收标准ꎬ 各企业可根据具

体情况自行选择ꎮ 当然ꎬ 标准不仅可

用于确定可靠性等级ꎬ 还可以为这些

等级规定各种检查频次和其他指标ꎮ

在确定可靠性等级后ꎬ 企业就可以选

择所希望的可靠性等级ꎬ 与同等级的

其他企业相比较ꎬ 同时还允许世界各

地的实施方式存在差异ꎮ

３ ２　 故障和性能降低

电网企业的另一项关键任务是对

设备故障或重大事故进行管理ꎮ 现代

故障和事故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步骤: 调查事故的根本原因 (根本

原因分析)ꎬ 确定异常模式ꎬ 了解故障

对设备使用寿命的影响ꎮ 如果不采用

这些分析方法ꎬ 对重大故障及事故的

响应通常是针对特定问题ꎬ 而不调查

故障及事故的根本原因ꎮ 从长远的角

度来看ꎬ 这种做法通常会造成更严重

的损失ꎮ 例如ꎬ 以一根频繁发生故障

的电缆为例ꎬ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ꎬ 可

能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ꎮ

１) 最佳实践: 在管理这种情况

时ꎬ 负责任的电网企业调查了事故的

原因ꎮ 制造商坚持认为电缆故障是因

为电缆敷设不当引起的ꎬ 因为与故障

电缆结构完全相同的其他电缆都完好

无损ꎮ 电网企业认为电缆故障的次数

过多ꎬ 于是自行对多段电缆进行了检

查ꎮ 检查结果表明ꎬ 电缆故障的根本

原因并不是因为电缆在敷设过程中发

生损坏ꎬ 而是在于电缆本身ꎮ 在认识

到这一点之后ꎬ 电网企业将同制造商

生产的电缆全部更换ꎬ 防止以后发生

重大事故ꎮ

２) 不良实践: 电网企业没有调查

电缆故障的根本原因ꎬ 而是每当出现

故障时ꎬ 才将电缆挖出ꎬ 然后拼接成

新的电缆ꎮ 最终ꎬ 在所有检修工作完

成之后ꎬ 电缆有很多段拼接电缆和接

头ꎬ 而原来的电缆只剩下了很小一部

分ꎮ 如果电网企业一开始就对电缆进

行全面检查ꎬ 发现电缆的制造缺陷ꎬ

那么电网企业将能够节省大量成本ꎬ

并且大大减少停电次数ꎮ

在上述案例中ꎬ 可以在标准中规

定故障调查的通用方法或者某一电缆

施工和安装的通常停电次数ꎬ 以帮助

确定故障的根本原因ꎮ 这些标准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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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用性ꎬ 涵盖设备生产、 安装与

运行等诸多环节ꎬ 同时应能够为最佳

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ꎮ

在因设备的基本性能下降导致的

故障方面ꎬ 标准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ꎮ

对于这种情况ꎬ 维护和更换方案通常

试图预测和推断主要设备元件的性能

下降速率ꎮ 在这一方面ꎬ 标准能够带

来显著的效益ꎮ 例如ꎬ 可以在标准中

规定设备的具体性能降低指标及下降

速率ꎬ 帮助电网企业估算资产的剩余

使用寿命ꎻ 此外ꎬ 标准还可以比较各

种维护策略对设备性能下降速率的影

响ꎮ 附录 Ｂ 给出了各种主要电网资产

性能降低指标的详细示例ꎮ

３ ２ １　 使用寿命的定义

虽然性能降低是决定设备使用寿

命的主要因素ꎬ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ꎮ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第 ７ 章中给出的影响

因素包括:

• 安全性

• 可靠性

• 维护成本

• 容量不足

• 部件损耗

• 对环境的影响

• 人力资源

• 制造商的支持

• 老化

• 过时

举例来说ꎬ 虽然某一设备仍然可

以工作ꎬ 但是由于其维护成本非常高

或者没有熟悉设备情况的训练有素的

人员ꎬ 该设备的寿命周期有可能已经

结束了ꎮ

总之ꎬ 资产所有者、 管理者以及

服务供应商之间如何测算特定设备的

使用寿命是非常关键的ꎮ

遗憾的是ꎬ 用以确定主要资产的

使用寿命的方法差别明显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第 ５ １ ４节对 ＮＧＥＴ和 ＫＥＭＡ

进行的使用寿命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对

比ꎬ 如表 ３￣２所示ꎮ

表 ３￣２ 使 用 寿 命 估 测[７]

资　 产　 类　 别

ＮＧＥＴ ＫＥＭＡ

中值
ＥＯＳＵ (２ ５％ ) /
ＬＯＳＵ (９７ ５％ )∗

平均值 标准偏差

４００ / ２７５ｋＶ ５００ ７５０ＭＶＡ变压器 ４５ ３０ / ７０ ５０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 / ２７５ｋＶ １０００ＭＶＡ变压器 ５５ ４０ / ８０ ５０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 / １３２ｋＶ ＧＳＰ / ＧＳＰ ＥＥ ２４０变压器 ５５ ４０ / ８０ ５０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 / １３２ｋＶ ＧＳＰ ＦＥＲ ２４０变压器 ５０ ３５ / ７５ ５０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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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　 产　 类　 别

ＮＧＥＴ ＫＥＭＡ

中值
ＥＯＳＵ (２ ５％ ) /
ＬＯＳＵ (９７ ５％ )∗

平均值 标准偏差

２７５ｋＶ变压器 ５５ ４０ / ８０ ５２ ５ (１ ２５) １０ (１ ００)

１３２ｋＶ变压器 ５５ ４０ / ８０ ５５ (１ ２５) １０ (１ ００)

并联电抗器 ４５ ２５ / ６０ ４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串联电抗器 ５５ ４０ / ８０ ５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电容器组 ３０ ２０ / ４０ ３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 (ＳＶＣ) ３０ １５ / ４０ ２５ (１ ２５)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ｋＶ ＧＩＳ开关装置 (户外) ４０ ２５ / ６０ ３５ (１ ２５)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ｋＶ ＧＩＳ开关装置 (户内) ５０ ４０ / ６０ ４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ｋＶ ＳＦ６开关装置 ５０ ４０ / ６０ ４７ 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ｋＶ ＰＡＢ Ｒ开关装置 ５０ ４５ / ６０ ４７ 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００ｋＶ ＰＡＢ Ｎ开关装置 ４０ ３５ / ４５ ４７ 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２７５ｋＶ多油开关装置 ４５ ４０ / ５０ ４７ ５ (１ ２５) ７ ５ (１ ００)

　 　 ∗ＥＯＳＵ—初期严重不可靠性ꎬ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缩写ꎻ ＬＯＳＵ—近期严重不可靠性ꎬ Ｌａｔｅｓｔ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缩写ꎮ

根据上表以及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１７６[２]中

的结果可以得出ꎬ 设备的使用寿命一

般为几十年ꎬ 但是关于设备的剩余使

用寿命ꎬ 仍然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ꎮ

目前ꎬ 用于估算某一具体设备的

剩余使用寿命的一种最先进的方法是

统计法ꎬ 即对设备的历史性能数据进

行分析评估ꎬ 然后预测其剩余使用寿

命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５ １ ３ 节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示例来说明应用这些方

法是何等困难ꎮ 由图 ３￣３ 可以看出ꎬ

根据历史数据估算故障概率是非常困

难的ꎮ

基于这些结果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推荐了一系列根据历史数据预测设备

剩余使用寿命或故障概率的方法ꎮ 然

而ꎬ 在预测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时ꎬ

不同的电网企业仍然很可能采用不同

的方法或不恰当的统计方法ꎮ 例如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８]介绍了全世界不同电

网企业对变压器故障率的预测报告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８]使用了很多种统计方

法对设备的使用寿命进行预测ꎬ 所列

的每一家企业都各自采用了不同的方

法ꎮ 如图 ３￣４ 中所示的差异给资产的

利益相关方制造了难题ꎬ 导致难以对

设备类型、 运营及维护方法ꎬ 甚至是

运行环境进行对比ꎮ

在这一方面ꎬ 若制定标准ꎬ 则能

够缩小在资产寿命预测方面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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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可以指定一组与历史数据拟合

的标准化函数ꎬ 并考虑到具体环境和

负荷条件ꎬ 针对给定的数据集指定需

使用哪个具体函数ꎮ 这样一来ꎬ 能够

大大提高不同企业预测使用寿命的准

确性ꎬ 并且允许不同预测方法之间进

行对标和比较ꎮ

图 ３￣３　 危害—年限分布 (合并) [７]

图 ３￣４　 变压器寿命—危害率对比图[８]

注　 图例的括号中第一个数值为平均值ꎬ 第二个数值为标准偏差ꎮ

３ ２ ２　 应对措施的制订

在识别出某个故障或资产维护问

题之后ꎬ 下一步工作是制订出应对措

施ꎮ 可能的应对措施包括:

• 增加设备

• 设备改进 /扩充

• 设备升级 (更换)

• 设备部分更换、 翻新或修理

• 改变 /增加运行模式

• 改变 /增加维护程序

• 提供备品备件

• 维持现状 (接受该风险)

世界各地不同电网企业在如何选

择和应用这些应对措施方面也存在很

大差异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 国际标准可

以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具体而言ꎬ 可以

针对具体的资产管理或维护问题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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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中确定一系列通用的响应方

法ꎬ 甚至是有助于调查问题的根本原

因ꎬ 从而简化电网企业所面临的选择

以及帮助证明某一具体管理决策的合

理性ꎮ 当电网企业通过查阅相关标准ꎬ

识别出某一经常性故障时ꎬ 电网企业

能够确定针对该故障的最佳响应方法ꎮ

例如ꎬ 电缆接头多次发生故障ꎮ 欧洲

的电力公司调查该问题之后ꎬ 找到两

种可能导致这些故障的常见原因ꎬ 每

一种原因都有各自适用的最佳响应方

法ꎮ 最终确定由一种原因导致发生故

障的电缆应当更换ꎬ 而由另一种原因

导致发生故障的电缆可以继续使用

(尽管只能是在低温条件下)ꎬ 从而避

免了更换电缆ꎮ

举例来说ꎬ 在某一主要设备发生

故障而制造商坚持认为应当更换整个

设备的情况下 (尽管可能仅仅是设备

中的一个小部件发生了故障)ꎬ 与资产

维护相关的国际标准将能够发挥重要

的作用ꎮ 如果设备所有者是一家相对

较小或者没有经验的电网企业ꎬ 该企

业只能按制造商说的去做ꎬ 难以提出

其他的维护方案ꎮ 然而ꎬ 如果有可用

的国际标准ꎬ 提及了该故障情形并且

提供了可能的响应措施ꎬ 那么电网企

业就可以根据这些措施ꎬ 研究他们的

维护方案是否恰当并且论证他们的

选择ꎮ

３ ３　 寿命周期成本和经济分析

在确定了某项资产可能的维护策

略以及预测剩余使用寿命之后ꎬ 接下

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各种维护策

略的长期成本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第 ６ ３

节汇总了寿命周期成本的原则ꎬ 通过

这些原则可以在一次性的大额支出

(例如购置替换资产) 与长期分多次

小额支出 (例如继续使用老化的资产ꎬ

但是加强定期维护) 两种选择之间进

行对比ꎮ 为了对这些措施进行对比ꎬ

需要根据通货膨胀率和贴现率ꎬ 将持

续性的支出换算成现值ꎮ 除了设备成

本之外ꎬ 这些分析还试图将停电及外

部因素 (例如经营许可) 可能带来的

成本考虑在内ꎮ

目前已经有一些关于资产寿命周

期分析和成本核算的国际标准ꎬ 包括:

• ＩＳＯ １４０４０ 系列 (关于环境的

寿命周期评价)ꎬ 例如 ＩＳＯ １４０４０ «环

境管理—寿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

• ＩＥＣ ６０３００ － ３ － ３ «可靠性管

理—第 ３－３ 部分: 应用导则—寿命周

期成本核算»

然而ꎬ 不同电网企业进行寿命周

期成本核算的方法仍然存在巨大差异ꎮ

作为本项目的一部分ꎬ 在对电网企业

进行调查时ꎬ 部分电网企业指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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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进行寿命周期成本核算ꎬ 而那

些进行成本核算的电网企业ꎬ 采取的

计算方法千差万别ꎮ 例如ꎬ 某些电网

企业在进行核算时ꎬ 不考虑通货膨胀

率或折旧率ꎬ 而有些电网企业则会考

虑这些方面ꎮ 此外ꎬ 在计算寿命周期

成本时ꎬ 并不是所有的电网企业都将

资产的处置成本考虑在内ꎮ

在这一方面ꎬ 基于有关寿命周期

分析的 ＩＥＣ 或 ＩＳＯ 国际标准制定的电

力行业寿命周期成本核算标准可以发

挥作用ꎬ 这些标准可以规定寿命周期

分析的通用方法ꎬ 尤其是针对电网行

业的特定因素 (例如停电成本)ꎬ 同

时将诸如地方及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

考虑在内ꎮ

３ ４　 设备和故障数据记录

世界各地有经验的电网企业都会

建立资产的综合数据库ꎬ 保存设备的

详细信息ꎮ 这些数据库中可以增加故

障数据ꎬ 详细记录不同制造商供应设

备的故障次数和类型ꎬ 使电网企业能

够迅速了解某一设备安装了多少台ꎬ

以及该设备已经出现的故障数量和类

型ꎮ 附录 Ｃ 给出了常见电网资产故障

率的示例ꎮ

设备和故障数据记录还可以用于

特定形式的分析ꎬ 例如了解不同供应

商提供的设备发生故障的频率及类型ꎬ

以及根据综合历史数据ꎬ 制订主动维

护计划ꎮ 遗憾的是ꎬ 许多电网企业并

没有建立类似的数据库ꎬ 或者他们收

集的数据缺少重要的细节信息ꎬ 例如

制造商或故障数据ꎮ 通常ꎬ 企业建立

这些数据库的初衷是用于其他商业用

途ꎬ 例如财务报告ꎬ 因此无法记录加

强资产管理所需的详细技术信息ꎮ

统一故障数据库能够在某个设备

发生重大故障时ꎬ 向所有用户发送信

息ꎬ 从而提醒其他用户仔细监测相同

型号的设备是否出现故障迹象ꎮ 这种

数据库能够使较小的电网企业大大受

益ꎬ 因为其资产数量不足以让他们基

于自己的系统获得具有统计意义的数

据ꎮ 可以为具体活动提供指导的参考

文献包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５ １ 节

(故障数据) 和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８]第 ３章

(相关实践)ꎮ

最先进的资产管理方法包括故障

形式和影响分析 ( ＦＭＥＡ) 等ꎮ 这些

方法对导致资产性能降低和引发故障

的各种故障形式进行了分析研究ꎬ 规

定了可以进行哪些检查来确定各种性

能降低指标ꎮ 鉴于典型电网设备的范

围以及故障特点ꎬ 进行这些分析的成

本高昂且非常耗时ꎮ 国际标准在此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ꎬ 通过提供关于常见

电网资产的典型故障形式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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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故障形式的方法和用于故障管理

的例行维护程序来减轻负担ꎮ

国际标准还可以为了解各种设备

的典型故障率和故障形式提供参考ꎮ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历史性能和故障信

息数据库也将为预测特定资产的可能

故障以及故障的影响ꎬ 提供非常宝贵

的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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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部分

风险分析和优先级排序

最后ꎬ 资产管理中最重要和最具

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风险评估和对各

种资产管理方案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当

项目组调查电网企业在这方面的相关

做法时ꎬ 发现这些企业采用了各种各

样的手段ꎮ 例如:

• 几乎所有的电网企业在进行风

险分析时都考虑设备故障ꎬ 但仅有约

１５％ 的被调查企业会考虑地震或强风

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ꎮ

• 仅有约 １５％ 的电网企业会在进

行风险分析时考虑人为活动 (包括重

大程序失效、 恐怖袭击等)ꎮ

• 约 ８０％ 的电网企业针对单项

资产进行风险分析ꎮ 其他电网企业

将系统看作一个整体ꎬ 分析与电网

某一特定部分以及其中的部件相关

的风险ꎮ

• 约 ６０％的被调查企业在进行风

险分析时使用风险矩阵作为主要工具ꎮ

其余被调查企业综合采用定量方法、

定性评估等多种技术ꎮ

４ １　 风险分析

正如调查结果所发现的一样ꎬ 最

普遍的风险管理方法是采用风险矩阵

分析某种特定风险的影响ꎮ 风险矩阵

一般由两条轴组成ꎬ 一条轴代表 “影

响” (有时也称为重要性、 危险程度

或严重程度)ꎬ 另一条轴代表 “发生

频率”ꎮ 图 ４￣１ 图 ４￣３ 为 ３ 个风险矩

阵的示例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６ ２ ３ 节介绍

了荷兰一家电网企业数据库的风险识

别范例ꎮ 通过采用风险矩阵识别风险ꎬ

资产管理者和服务供应商可采用相同

术语相互交流ꎬ 理解风险的影响ꎮ 更

多信息请参见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 的 ４ ２ 节

附录 Ｂ[９]ꎮ

４ １ １　 风险矩阵 (影响评估)

通常ꎬ 风险矩阵的影响轴不只代

表单一影响ꎬ 而是多方面影响的组

合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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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　 风险矩阵示例 (ＣｏｍＥｄ２０１５年ꎬ 来自ＭＳＢ研讨会)

可能性 发生概率

９０％

下一年事件的
发生概率: １０
次中发生 ９ 次
或更大

５ 影响中等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极大 影响极大

５０％

下一年事件的
发 生 概 率: ２
次中发生 １ 次
或更大

４ 需谨慎对待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极大 影响极大

１０％

下一年事件的
发生概率: １０
次中发生 １ 次
或更大

３ 需谨慎对待 影响中等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极大

１％

下一年事件的
发生概率: １００
次中发生 １ 次
或更大

２ 影响较小 需谨慎对待 影响中等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１％

下一年事件的
发 生 概 率:
<１％ ( １００ 次
中发生 １次)

１ 影响较小 影响较小 需谨慎对待 需谨慎对待 影响较大

影响标准 １ ２ ３ ４ ５

安全
需 急 救 的 损 伤 /
疾病

需医疗救助
的工伤 /疾病

失 时 工 伤 /暂 时
残疾

永久残疾
致死 (一人或多
人)

财务
影响总额 ５０ 万
美元

影响总额为
５０ 万  １００
万美元

影响 总 额 为 １００
万 ５００万美元

影 响 总 额 为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影响总额≥１０００
万美元

可靠性

下列情况之一:
用户损失小时数

 ２５万 ｈ或未输
送电量 ２ＧＷｈ

下列情况之
一: 　
用户损失小
时数 ２５万 
１００万 ｈꎻ 或
未输送电量
２ ７ＧＷｈ

下列情况之一:
用户损失小时数
１００万 ３００ 万 ｈꎻ
或 未 输 送 电 量
７ ２０ＧＷｈ

下 列 情 况 之
一: 　
用户损失小时
数 ３００ 万  
７００ 万 ｈꎻ 或
未 输 送 电 量
２０ ５０ＧＷｈ

下列情况之一:
用户损失小时数
≥７００ 万 ｈꎻ 或未
输送电量≥５０Ｇ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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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标准 １ ２ ３ ４ ５

市场影响

用户或缴费人向

不列颠哥伦比亚

输 电 公 司

(ＢＣＴＣ) 投诉

ＢＣＴＣ 用 户

与缴费人向

政府或公共

事业委员会

投诉

政府或不列颠哥

伦比亚公共事业

委员会 (ＢＣＵＣ)
调查 ＢＣＴＣ 的业

务与政策

政府或 ＢＣＵＣ
要求 ＢＣＴＣ改

变战 略 或 运

行方式

未能提供规定水

平的服务ꎬ 导致

失去营业执照

关系

外部反对意见导

致工作计划短期

延迟或轻微调整

外部反对意

见 使 ＢＣＴＣ
实施工作计

划的能力受

到 限 制 及 /
或需要对工

作计划做重

大调整

外部反对意见导

致 监 管 力 度 加

大ꎻ 利益相关方

审查 及 /或 进 入

工作场地受限

外部 反 对 意

见导 致 监 管

力度加大 /法
律法 规 要 求

更严格 /诉讼

或政 府 干 预

增 加ꎬ 致 使

职 责 缺 失ꎬ
影响了 ＢＣＴＣ
的企业授权ꎬ
包括 进 入 主

要项 目 场 地

受限

外部反对意见导

致失去营业执照

和 /或致使企 业

重组

组织和人员

对提供的服务及

员工的影响可忽

略不计

对某些服务

的效率或效

力 有 影 响ꎬ
但 可 内 部

解决

组织内的某些部

门遭遇意外摩擦

或吸引力下降

威胁 到 实 现

企业 目 标 的

能 力ꎬ 或 服

务成 本 大 幅

增加

多名 重 要 员 工

(包括高级管理

人 员 ) 意 外 流

失ꎬ 无法提供重

要服务

环境
无需报告的环境

事故

应报告的环

境事故ꎬ 缓

解影响所需

时间短

( １年)

应报告的环境事

故ꎬ 缓解影响所

需时间长 ( １
年)

应报 告 的 环

境 事 故ꎬ 被

监管 部 门 罚

款ꎬ 可 以 缓

解影响

应报告的环境事

故ꎬ 被监管部门

起诉和 /或不 确

定可否缓解影响

严重程度分类

影响极大 必须由执行官制定的详细计划管理

影响较大 要求高级管理层进行详尽调查与计划ꎻ 需要执行官重视

影响中等 必须明确规定管理责任ꎻ 由具体监控或响应程序管理

需谨慎对待 通过常规程序管理—需要定期监控

影响较小 通过常规程序管理

图 ４￣２　 风险矩阵示例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输电公司ꎬ ５×５) [１３]

风险矩阵

影　 　 响

灾难性影响 影响严重 影响较大 影响中等 影响较小 影响很小 影响极小

战
略
目
标

安全 多人伤亡 一人伤亡 重伤 受伤致旷工
受伤但

不致旷工
需急救处理

的轻伤
无需急救

处理的轻伤

供电质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见 “供电

质量” 一栏

财务  １亿欧元
１０００万 
１亿欧元

１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欧元

１０万 
１００万欧元

１万 
１０万欧元

１０００ 
１万欧元

 １０００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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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矩阵

影响

灾难性影响 影响严重 影响较大 影响中等 影响较小 影响很小 影响极小

战
略
目
标

信誉
关注度 国家 /政治

国家 /区域 /
行业内

国家 /政治
国家 /区域 /

行业内
国家

区域 /
行业内 /当地

当地

原因 有意 /欺诈 有意 /欺诈 无意 无意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无意

环境 刑事处罚 民事诉讼 行政罚款
影响范围
大于 ５００ｍ

影响超出
相关规范

规定的 １２５％ /
影响范围
小于 ５００ｍ

影响在相关
规范规定的
１００％至 １２５％
间 /影响范围
小于 ５０ｍ

影响范围
限于内部

合规性 刑事处罚 民事诉讼 行政罚款 赔偿 不合规 /警告
群体投诉和
已处理投诉

已处理投诉

故
障
频
率

非常
频繁

一年超过
１０次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极高 高 中等 低

频繁
一年超过

一次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极高 高 中等 低 可忽略

经常
每 １ １０年
发生一次

不可接受 极高 高 中等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很可能
每 １０ 
１００年

发生一次
极高 高 中等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能
每 １００ 
１０００年
发生一次

高 中等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不大
可能

每 １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年
发生一次

中等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几乎
不可能

少于
１０ ０００年

一次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供电质量
持续时间

 ２ｈ ２ ６ｈ ６ １２ｈ １２ ２４ｈ ２４ｈ １周 >１周

停
电

 １００ＭＷ 影响很小 影响较小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２５０ＭＷ 影响较小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５００ＭＷ 影响中等 影响较大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１０００ＭＷ 影响较大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１５００ＭＷ 影响严重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１５００ＭＷ 影响严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灾难性影响

图 ４￣３　 风险矩阵示例 (荷兰ꎬ ７×７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第 ４ ２节[９] )

• 对人身安全的影响

• 经济影响

• 对可靠性的影响

• 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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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根据影响的严重程度来评估

这些项目ꎬ 如图 ４￣４和图 ４￣５所示ꎮ 在

荷兰的示例中ꎬ 被评估的影响还包括:

• 公司信誉

• 合规性

严
重
性

每个事件 安全 财务 可靠性 环境

５级影响 致死 (一人或多人) 影响 总 额  １０００
万美元

用户损失小时数 
７００万

应报告的环境事故ꎬ 被监管部门
起诉和 /或不确定可否缓解影响

４级影响 永久性残疾
影响总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万美元

用户损失小时数为
３００万 ７００万小时

应报告的环境事故ꎬ 被监管部门
罚款ꎬ 可以缓解影响

３级影响 失时工伤 /暂时残疾
影响总额 １００ 万 
５００万美元

用户损失小时数为
１００万 ３００万小时

应报告的环境事故ꎬ 缓解影响所
需时间长 ( １年)

２级影响
需医疗救助的工伤 /
疾病

影响总额 ５０ 万 
１００万美元

用户损失小时数为
２５万 １００万小时

应报告的环境事故ꎬ 缓解影响所
需时间短 ( １年)

１级影响 需急救的损伤 /疾病
影响总额 ５０ 万
美元

用户损失小时数 
２５万小时

无需报告的环境事故

图 ４￣４　 多种风险分析影响示例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第 ４ ３节[７] )

灾难性影响 影响严重 影响较大 影响中等 影响较小 影响很小 影响极小

安全 多人伤亡 一人伤亡 重伤 受伤致旷工 受伤但不致旷工 需急救处理的轻伤
无需急救

处理的轻伤

供电
质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见图 ４￣３中
“供电质量”

一栏

财务  １亿欧元
１０００万 
１亿欧元

１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欧元

１０万 
１００万欧元

１万 １０万欧元 １０００~１万欧元  １０００欧元

信誉

关注
度

国家 /
政治

国家 /
区域 /
行业内

国家 /
政治

国家 /
区域 /
行业内

国家
区域 /

行业内 /
当地

当地

原因
有意 /
欺诈

有意 /
欺诈

无意 无意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无意

环境 刑事处罚 民事诉讼 行政罚款
影响范围
大于 ５００ｍ

影响 相关规范规
定的 １２５％ /影响范
围小于 ５００ｍ

影响在相关规范规定的
１００％  １２５％ /影 响 范
围小于 ５０ｍ

影响范围
限于内部

合规性 刑事处罚 民事诉讼 行政罚款 赔偿 不合规 /警告 群体投诉和已处理投诉
已处理投
诉　

图 ４￣５　 影响轴示例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 ４ ２节[９]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９] 给出的示例包括

评估环境影响ꎮ 它明确表示该类分析

应考虑:

• 用电量

• 架空线路输电

• 废弃物

• ＳＦ６泄漏

• ＣＯ２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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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油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１４]提供了更多详细

信息ꎬ 如表 ４￣１所示ꎮ

很重要的一点是ꎬ 对这些风险的

考量会随着时间而变化ꎮ 有些风险在

以前可能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ꎬ 但现

在则被视为重大隐患ꎮ 例子包括:

• 敷设在路面下的充油电缆漏油

• 由短路电流 /接地故障电流引

起的通信线路上的感应电压

• 保障工人安全的方法的范围

• 公众对架空线路的接受程度

风险矩阵的使用相当广泛ꎬ 其应

用也多种多样ꎮ 例如ꎬ 可能缺乏关于

可接受影响的详细定义ꎬ 或者电网企

业未考虑到某种风险的所有潜在影响ꎮ

或者ꎬ 在较差的风险评估中ꎬ 风险评

估通过直觉而不是可验证的衡量指标

来完成ꎬ 不同的评估对同一风险可能

给出不同的结果ꎮ

表 ４￣１ 环境影响项目示例[１４]

　 领域: 能源

ＥＮ３ 　 初级能源的直接能源消耗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１节

ＥＮ４ 　 初级能源的间接能源消耗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１节

　 领域: 生物多样性

ＥＮ１１ 　 在环境保护区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意义的地区或其毗邻地区ꎬ 拥有、 租赁
或管理土地的位置及面积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３节

ＥＮ１２ 　 活动、 产品及服务对保护区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意义的地区生物多样性的
重大影响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３节

ＥＵ１４ 　 替代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与被替代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对比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３节

　 领域: 废气、 废水和废弃物

ＥＮ１６ 　 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２节

ＥＮ２２ 　 按类型和处置方法划分的废弃物总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４节

ＥＮ２３ 　 严重泄漏的总次数和总量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３中 ３ １ ５节

　 领域: 合规性

ＥＮ２８ 　 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以高额罚款的金额ꎬ 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ＥＮ３０ 　 按类型划分的总环保开支与投资额

鉴于风险矩阵及其应用的多样性ꎬ

标准很难规定一个全球统一的风险矩

阵ꎮ 尽管如此ꎬ 标准仍可以带来显著

益处ꎬ 例如规定任何风险评估至少应

包括的影响项ꎮ 另外ꎬ 标准还可指定

三种风险管理类型 (以及每种风险管

理的风险矩阵) ———最少评估项组、

可选组和最佳实践组ꎮ

例如ꎬ 感应干扰可能被定为地下

电缆风险评估的一个必选评估项ꎬ 但

漏油则被一些管辖区域视为可选评

估项ꎮ

在标准框架中为某个影响指定衡

量指标也存在问题ꎮ 例如ꎬ 有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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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１０ ０００美元的经济损失是严重影

响ꎬ 而其他企业则认为这种损失并不

严重ꎮ 虽然标准可能无法明确规定指

标的解读方式ꎬ 但却可以对指标本身

做出明确规定ꎬ 例如ꎬ 统一按某一具

体货币单位计算经济影响ꎬ 或者按失

时工伤或伤亡判断人身安全性ꎮ

通过尽可能采用统一方式衡量风

险的影响ꎬ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和

沟通变得更加容易ꎬ 从而极大地改善

了电网企业的风险管理ꎮ

４ １ ２　 风险矩阵 (频率分析)

与影响分析一样ꎬ 在考虑事件的

发生概率时也会采用多个要素ꎮ 频率

一般被定义为 “每多少年发生一次”

或 “下一年的发生概率” (视具体情

况而定)ꎮ 一些风险矩阵也会考虑非常

罕见的事件ꎬ 例如ꎬ 图 ４￣６ 右侧所示

的发生频率少于 １０ ０００年一次的事件ꎮ

与影响分析一样ꎬ 对于故障发生

频率的可接受水平ꎬ 不同企业的答案

迥异ꎬ 不宜由标准做出规定ꎮ 但标准

可以指定故障发生频率从最低要求

(发生次数相对较多) 到最佳实践

(发生次数相对较少) 的范围ꎮ

　 　 　 发生概率

下一年该事件的发生概率≥９０％

下一年该事件的发生概率≥５０％

下一年该事件的发生概率≥１０％

下一年该事件的发生概率≥１％

下一年该事件的发生概率 １％

非常频繁 一年超过 １０次

频繁 一年超过 １次

经常 每 １ １０年发生一次

很可能 每 １０ １００年发生一次

可能 每 １００ １０００年发生一次

不大可能 每 １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年发生一次

几乎不可能 少于 １０ ０００年一次

图 ４￣６　 风险矩阵频率轴示例 (加拿大 (左) [１３]和荷兰 (右) [７] )

４ ２　 健康指数

面对处于不同健康状态或运行准

备阶段的设备ꎬ 资产管理者的一大挑

战是对目标设备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

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除使用风险矩阵外ꎬ

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健康指数ꎮ

图 ４￣７展示了电力变压器的健康指数

计算示例ꎮ 健康指数对设备状态、 利

用度、 寿命和性能降低率等多项参数

进行加权ꎬ 然后计算出每个设备的健

康得分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５ ４ 节详

细介绍了健康指数ꎮ

鉴于计算健康指数的方法多种多

样ꎬ 国际标准很难规定统一的方法ꎬ

但却可以提供若干最佳健康指数计算

方法示例ꎬ 以便相关行业人士参考ꎮ

附录 Ｄ 提供了一些可用于计算健康指

数的参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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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７　 健康指数示例 (ＣｏｍＥｄ ２０１５年ꎬ 来自ＭＳＢ研讨会)

４ ３　 电网分析

输电设备连接到电网中ꎬ 通常使

用并联连接方式并具有冗余ꎮ 鉴于其

结构的复杂性ꎬ 有效的资产管理应将

电网看作一个整体考虑ꎮ 例如ꎬ 当某

一资产需要维护或更换时ꎬ 电网企业

可能也会考虑对相邻资产执行类似工

作ꎬ 尽管这些资产还未到维护的时间ꎮ

通过在同一电网区域内同时进行多个

项目ꎬ 可减少计划停电次数ꎬ 从而提

高更换作业期间电网的稳定性ꎮ 进行

此类联合项目规划时ꎬ 一般需要将附

近设施及其现有状态映射到同一图层

上ꎬ 如图 ４￣８ 所示ꎮ 资产管理者可根

据该图改变某些设施的优先级别和 /或

更换时间ꎬ 以减少计划停电次数ꎮ

但事实是ꎬ 电网企业经常不会考

虑多个邻近资产ꎬ 也不会为减少后续

计划停电次数而安排工作ꎬ 电网企业

经常将资产当做孤立个体考虑ꎬ 最终

导致了不必要的计划停电和低效维护ꎮ

在这方面ꎬ 标准建议将电力系统看做

一个整体来考虑资产管理技术ꎬ 从而

提高效率和减少计划停电次数ꎮ

４ ４　 优先级排序

在分析了与各种活动 (或不作

为) 相关的风险并评估了整个电网内

设备的相对健康状况后ꎬ 资产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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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８　 不同设施及其风险影响 /要求图

必须尝试对适宜的行动进行优先级排

序ꎮ 为了区分多个项目的优先顺序ꎬ

需要考虑各种因素ꎮ 项目组对电网企

业的调查显示ꎬ 电网企业采取了一系

列优先级排序方法:

• 约 ２ / ３的电网企业采取固定顺

序来划分优先级: 首先是强制规定必

须执行的项目ꎬ 然后是基础建设项目ꎬ

接着是一般的运行和维护项目ꎮ 其余

电网企业会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和响应

时效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 所有电网企业都认为法律法规

规定的项目是必须执行的项目ꎬ 但仅

有约 ３３％的电网企业认为由需求增长

驱动的项目是必须执行的项目ꎮ
■ 大多数电网企业将应对需求增

长、 老化的基础建设或扩容作为主要

基础建设项目的关键驱动因素ꎬ 仅有

约 ２５％的电网企业将安全问题作为该

类项目的关键驱动因素ꎮ

• 有一小部分电网企业使用风险

分析方法对基础建设项目和运行维护

项目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一些企业会计

算进行此类优先级排序的预期经济回

报ꎬ 其他一些企业将基础建设项目视

为必须执行的项目ꎬ 将运行和维护项

目排在后面ꎮ

• 在分析某一设备资产的重要性

时ꎬ 几乎所有电网企业都会考虑该设

备传输的功率或电量和与其连接的负

荷 (即是否有非常重要的负荷ꎬ 比如

医院)ꎮ 仅有 ５０％的电网企业会考虑与

设备资产相连的电网的特性 (是住宅

区还是工业区等)ꎮ

４ ４ １　 使用健康指数进行优先级排序

在各种优先级排序法中ꎬ 有一种

基于健康指数结果的优先级排序法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９]的第 ４ 章附录 Ｃ 介绍

了一家加拿大电网企业采用健康指数

对各种应对措施进行优先级排序的案

例ꎮ 该案例基于寿命、 历史故障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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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影响数据分析得出健康指数ꎬ 以确

定哪种设备最可能出现故障以及这类

故障何时可能有严重影响ꎮ

４ ４ ２　 使用风险矩阵进行优先级排序

或者ꎬ 可单独使用风险矩阵对项

目进行优先级排序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９]

第 ５ ２ 节介绍了一家荷兰电网企业采

用风险矩阵将多个项目进行优先级排

序的案例ꎮ 在该案例中ꎬ 企业评估了

每个项目的风险影响 (优先采用经济

分析ꎬ 也可通过定性分析和后续数值

得分得出) 和风险发生概率ꎬ 权衡得

分给出最终排名ꎮ

４ ４ ３　 使用风险分值进行优先级排序

芝加哥 ＣｏｍＥｄ 使用风险分值进行

优先级排序ꎮ 在华盛顿召开的 ＭＳＢ 研

讨会上ꎬ ＣｏｍＥｄ的风险分值表述如下:

每个需要资金的工程或项目按以

下内容计算风险分值:

• 安全性

• 环境影响

• 可靠性

１) 在进行风险评估后ꎬ 识别出一

系列需出资以改善系统的项目ꎮ 例如ꎬ

可使用 １０％ 的可用资金更换所有高风

险资产ꎬ 如图 ４￣９所示ꎮ

２) 通过将资金用于风险最高的项

目ꎬ ＣｏｍＥｄ可以将输配电系统中基础

设施的投资回报最大化ꎬ 同时持续提

升系统的整体可靠性ꎮ

３) 该模式还便于公司提前了解哪

些项目需要在随后几年内予以实施ꎮ

图 ４￣９　 长期计划和优先级排序 (ＣｏｍＥｄ ２０１５年ꎬ 来自ＭＳ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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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４　 优先级排序和标准

上述 ３ 个例子给出了电网企业对

各种资产管理方案进行优先级排序的

方法ꎬ 但还有许多其他方法ꎮ 由于进

行优先级排序的工作并不成熟ꎬ 方法

也多种多样ꎬ 不宜尝试在一项国际标

准中规定某一种优先级排序方法ꎮ 然

而ꎬ 对一家电网企业而言ꎬ 对各种应

对措施进行优先级排序是一项重要任

务ꎬ 如果引进了最佳实践并有标准化

的方法可供参考ꎬ 可以使电网企业与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变得更简单ꎮ

综上所述ꎬ 标准的作用是提供各种最

佳实践方法的详细案例研究ꎬ 电网企

业可以参考这些案例来开展它们的

工作ꎮ

４ ５　 中长期战略和其他分析

资产管理决策中的另一项因素是

保持稳定的投资 /支出环境ꎮ 例如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４１[９] 第 ４ １ ３ ３ 节有一个

案例ꎬ 描述一家加拿大电网企业考虑

制订一个数年的资产管理计划ꎮ 如果

该电网企业仅使用健康指数编制资产

管理计划 (如前述章节所述)ꎬ 则每

一财年要开展的工作量将会有显著差

异ꎬ 出现图 ４￣１０ 所示的非常明显的高

峰和低谷ꎮ

图 ４￣１０　 未平摊之前的更换计划[９]

通过将工作量平均分配到多个年

度中ꎬ 可以避免增加此类峰值工作量

在经济、 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临时风险ꎬ

上述计划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来说也更

有用ꎬ 如图 ４￣１１所示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 第 ６ ４ 节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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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资产管理策略的制定流程ꎬ 其

目标是将工作量平均分配至多个年度ꎮ

该技术手册中采用以下步骤制订了长

期稳定的策略:

１) 评估各设备的当前状态ꎮ

２) 建立各设备的性能降低指标ꎮ

３) 考虑人员或预算可行性等限制

条件ꎬ 模拟各项资产管理措施ꎮ

４) 评估对员工、 用户和长期收入

的影响 (如图 ４￣１２所示)ꎮ

图 ４￣１１　 平摊之后的更换计划[９]

图 ４￣１２　 整体资产评估策略[７]

５) 分析模拟结果和随后的决策ꎮ

此处还将电网企业以外的更多利

益相关方考虑在内ꎮ 例如ꎬ 对资产管

理计划的严重限制条件还可能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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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供应商及其材料或劳动力的可用性ꎮ

总之ꎬ 资产管理计划应该立足长

远ꎬ 并力争考虑从人员可用性到预算

和用户影响等多种限制条件ꎮ 国际标

准可为电网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

供制订此类计划的最佳方法的指导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提供了多个案例以及

多种方法ꎬ 制定相关标准时可以作为

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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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部分

资产所有者决策

　 　 尽管资产管理活动大多注重于解

决短期问题———如何在整个电网中实

施管理、 维护和更新等工作ꎬ 资产所

有者还是要放眼长远ꎬ 做出确保获得

长期成功的投资决策ꎬ 并在投资决策

与短期资产管理承诺和限制条件之间

进行权衡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２２[７]第 ４ 章对资产所

有者的典型决策进行了概述ꎮ 这通常

包括在尽力增加营业收入的同时满足

法规要求ꎬ 以及在行业和技术等变革

时做出战略投资决策ꎮ 考虑到这种分

析的长期性ꎬ 资产所有者所采用的指

标和评价标准就变得极其重要ꎮ

５ １　 可靠性指标

衡量某决策长期影响的一个关键

指标是该决策如何影响电网的可靠性ꎬ

有许多与可靠性相关的指标:

• 停电绩效指标ꎬ 如系统 /用户

损失时间、 ＳＡＩＤＩ、 ＳＡＩＦＩ、 重大事件

次数、 供电中断事件次数、 损失电源

事件次数、 未供电量 /分界点总量等ꎮ

• 可用率 /不可用率指标 (如年

平均可用率、 输电持续性)ꎮ

• 电能质量绩效指标 (如电压幅

值 /波动、 电压不平衡、 电压合格率、

总谐波畸变)ꎮ

• 扰动指标 (如线路故障 /事故 /

停电次数)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６７ 第 １ ３ 节和第 ２ ４

节[１５]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各种

行业可靠性指标ꎮ 监管部门经常使用

这些指标ꎬ 以根据系统性能奖励或处

罚输电或配电运营商ꎬ 或者在各组织

之间进行对标ꎮ 不同电网企业的系统

性能差异十分显著ꎮ 例如ꎬ 图 ５￣１ 所

示为欧洲国家的 ＳＡＩＤＩ 数据ꎬ 如图所

示ꎬ 这一数值从不到 ２０ 分钟到超过

５００多分钟不等[１６]ꎮ

电网企业常用 ＳＡＩＤＩ、 ＳＡＩＦＩ 和未

供电量指标来检验其系统性能并与其

他企业对标ꎬ 但这种方法存在严重问

题ꎮ 首先ꎬ 这些常用指标的定义在各

类组织和监管区域都各不相同ꎮ 例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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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ＩＤＩ 在 输 电 领 域 的 定 义 “ Ｔ －

ＳＡＩＤＩ” 为

Ｔ－ＳＡＩＤＩ＝∑ 用户停电持续时间 /

被监测的分界点的总数

但 ＳＡＩＤＩ在配电领域的定义为:

ＳＡＩＤＩ＝∑ 用户停电持续时间 /

服务用户的总数

图 ５￣１　 欧洲 ＳＡＩＤＩ数据[１５]

而且ꎬ ＳＡＩＤＩ和 ＳＡＩＦＩ的定义在欧

洲各国间也存在细微差异ꎮ 这些差异

包括:

• 可能不含短时停电

• 可能不含计划停电

• 通常不考虑大规模灾难

欧 洲 能 源 监 管 机 构 理 事 会

(ＣＥＥＲ) [１７]报告中给出了各个国家的

定义ꎮ

由于常用的行业绩效指标定义各

不相同ꎬ 很难准确比较不同输电和配

电系统的性能ꎮ 国际标准在消除这种

差异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在美国ꎬ ＩＥＥＥ １３６６[１８] 定义了一

些指标ꎬ 如 ＳＡＩＤＩ和 ＳＡＩＦＩꎮ 亚洲一些

地区已采用了该标准ꎬ 这为这些地区

制定更多国际标准提供了有益指导ꎮ

据项目组调查发现ꎬ 除了各行业

文件 中 提 出 的 指 标 (如 ＳＡＩＤＩ 和

ＳＡＩＦＩ) 外ꎬ 世界各地的电网企业还会

采用与以下大电力系统输电事件相关

的可靠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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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负荷损失的事件

———超过 ５０ＭＷ的负荷损失

———损失负荷

———受影响用户的数量

• 互联电网频率响应

• 低频减载激活

• 系统电压性能

• 超出互联可靠性运行限值 /系

统运行限值 (ＩＲＯＬ / ＳＯＬ) 次数

• 保护系统误动作导致自动停止

输电次数

• 设施可用率 (ＡＰＣ)

• 输电系统不可用率

ＩＥＣ 应考虑制定标准统一这些指

标ꎮ 关于这一点ꎬ 根据行业反馈ꎬ 需

要标准化的并不是实际的可靠性目标ꎬ

而是如何实现可靠性目标ꎮ 例如ꎬ 输

电公司常常以 Ｎ－１ 可靠性为目标ꎬ 即

如果电网中只有一条线路出故障ꎬ 供

电不受影响ꎮ 但也有些输电公司以 Ｎ－

２可靠性为目标 (即使出现 ２ 个故障ꎬ

供电也不受影响)ꎮ 配电公司则可能采

用 Ｎ－０可靠性ꎬ 即任何故障都将导致

供电中断ꎮ 最好由电网企业自己选择

要实现何种目标ꎬ 由标准来规定如何

衡量目标的实现情况ꎮ

总之ꎬ 由 ＩＥＣ 这样的组织制定一

个国际标准ꎬ 规定世界统一的可靠性

指标和计算方法是相对简单的选择ꎮ

有了这种统一标准和指标ꎬ 电网企业

和广大的利益相关方就可以对世界各

地的电力系统性能进行对标ꎮ

５ ２　 财务指标

电网企业进行资产管理时采用的

另一项长期绩效指标是财务指标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６７附录 Ｂ[１５]列举了 １９家输

电和配电公司所采用的财务指标ꎮ 项

目组对世界各地的该类公司进行了调

查ꎬ 这些公司称他们常用的财务指标

包括:

• 税前和税后净收入

• 信用等级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ＥＢＩＴＤＡ)

• 经营现金

• 运行、 维护和管理开支

• 股本回报

• 现金流 (预测准确度)

• 可控单位成本法

• 经济附加值

• 营业利润

• 利息备付率

• 债务股本比

• 资本融资比率

• 净利润率

• 最小偿付能力比率

在上述指标中ꎬ 最常用的指标是

税前和税后净收入ꎮ 一般通过会计总

则、 会计准则和各种财务分析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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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程序来计算这些指标ꎮ

５ ３　 安全

世界上大多数电网企业都将保护

员工和用户的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

置ꎬ 因此资产管理也应将计划和执行

资产管理项目时会考虑的一系列安全

绩效指标包括进来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６７ 附

录 Ｂ中列出了一系列常用的行业安全

指标ꎮ 具体包括:

• 事故严重率

• 失时工伤事故率

• 所有伤害事故频率

• 可记录事故率

• 可预防的交通事故

• 安全管理系统活动

• 总可记录事故率

• 工伤意外事故率

• 致残和需医疗救助的伤害

• 频率严重性指数

• 医疗服务调查

• 生病员工平均百分比

上述许多指标衡量的是相似的影

响ꎬ 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些指标

制定世界各地电网企业可通用的一系

列指标ꎮ 然而ꎬ 即使电网企业采用同

样的指标ꎬ 各个不同地区和组织计算

指标的方式通常不同ꎮ 通过确定配电

和输电企业使用的一系列健康和安全

指标并提供计算这些指标的方法ꎬ 标

准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５ ４　 用户影响

用户影响是电网企业测量其绩效时

经常使用的另一个长期指标ꎮ 用户影响

经常被用来衡量用户满意度ꎬ 但是对于

如何计算用户影响ꎬ 不同企业采用的

方法却千差万别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６７ 附录

Ｂ[１５]给出了一些如何解释用户满意度

的示例ꎮ 例如ꎬ “用户” 可能指电力

用户ꎬ 也可能指电网企业的利益相关

方 (不论公私)ꎮ 可以通过用户或利

益相关方会议结果、 详细调查结果及 /

或与用户满意度事件相关的一些测量

指标来衡量此类用户的满意度ꎮ

很显然ꎬ 了解用户满意度是衡量

电网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ꎬ 但用

户满意度也许是电网行业中最不成熟

的绩效指标之一ꎮ 用户满意度指标的

衡量方法千差万别ꎬ 甚至对用户的定

义也有所不同ꎬ 这为标准的制定提供

了良好契机ꎮ 标准可以提供一系列重

要用户影响指标ꎬ 明确世界各地通用

的定义ꎬ 意义重大ꎮ

５ ５　 员工影响

员工是所有电网企业的关键利益

相关方之一ꎬ 了解资产管理对电网企

业员工的影响是另一项有益的长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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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ꎮ 项目组调查电网企业的绩效指标

时ꎬ 有 ４ 家企业列举了与员工影响相

关的指标ꎮ 具体包括:

• 就业指数: 适配、 能力、 资

源、 动机 (ＡＣＲＭ)

• 受调查员工指数

• 每位员工的年培训时间

• 每位员工的年平均病假时间

• 人力资源发展策略和举措

• 接班管理

• 员工保留策略和举措

• 人力资源可持续性指数

• 种族平等

• 性别平等

• 员工满意度调查

• 公司医疗服务调查

• 外聘的非初级 (ＮＥＬ) 岗位人

员所占百分比

• 电网企业员工中指定小组成员

所占百分比

员工影响指标是衡量员工满意度

和幸福感的指标ꎬ 制定标准和通用的

员工影响指标可以使全世界的电网企

业大大受益ꎮ

５ ６　 资产供应链的资产管理标准

考虑电网企业 (包括设备制造商

和承包商ꎬ 本节内容适用于设备制造

商和承包商) 目前面临的资产管理挑

战ꎬ 保持广泛的资产供应链非常重要ꎮ

本白皮书通篇都在讨论电网企业面临

的资产管理挑战ꎬ 但设备制造商自身

也面临挑战ꎮ 电网行业的采购模式通

常相对严格ꎬ 而制造商必须尽力在此

行业中保持长期发展ꎮ 它们既要保持

老化设备的维护能力ꎬ 还要跟上快速

变化的新技术ꎬ 除此以外ꎬ 必须在资

本密集型制造设备领域立足ꎮ 另外ꎬ

制造商还需要管理其人力资源ꎬ 以在

其老化的劳动力中维持不断更新ꎮ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ꎬ 也为了保持

业务的稳定性ꎬ 设备制造商需要与其

用户和设备购买方保持紧密联系ꎮ 通

过了解未来的设备需求 (这通常需要

很长的制造提前期) 以及当前的技术

需求和故障率ꎬ 制造商可以在内部限

制条件下不断满足用户的需求ꎮ

电网企业和设备制造商共享信息ꎬ

是健康的电网资产管理链必不可少的一

个重要环节ꎬ 而标准可在促进双方交流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ꎮ 本白皮书前文所讨

论的几乎所有标准不仅对电网企业有

益ꎬ 也对设备制造商有益ꎮ 在为编制本

白皮书召开的行业研讨会上ꎬ 设备制造

商也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ꎮ 无论

是通过统一术语和绩效指标的定义促进

交流ꎬ 还是建立故障和故障特征的国际

数据库ꎬ 新的资产管理标准都将对整个

输配电行业带来显著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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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部分

现行标准和导则

　 　 目前ꎬ 有一系列与电网资产管理

面临挑战相关的国际标准或规范ꎮ

６ １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系列与 ＰＡＳ ５５

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系列标准

(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１ 和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２)

是基于英国标准协会 ＰＡＳ ５５ 标准制

定的国际通用资产管理标准ꎮ 这些标

准本质上是通用标准ꎬ 旨在对大型有

形资产管理作出规定ꎬ 常用于公共或

私人的燃气、 电力和水务公司 /部门以

及与道路、 航空和交通系统相关的公

司 /部门ꎮ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１标准中至少有 ２条规定

了可以从本白皮书的建议中获益的

活动ꎮ

• 第 ６ １ 条: “组织应针对这些

风险规划相关行动” (与资产故障和

其后续影响有关)ꎮ 本白皮书第 ５部分

的建议着眼于标准如何规划资产管理

行动并对资产管理行动进行优先级排

序ꎬ 恰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ꎮ

• 第 ９ １ 条: “组织应确定需要

监督和测量的项目、 进行监督和测量

的方法、 进行监督和测量的时间以及

分析和评估监督和测量结果的时间ꎮ”

这与本白皮书第 ３ 部分和第 ４ 部分的

建议一致ꎮ

更多关于电网企业采用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１

系列标准和相关标准的评论如下: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 第 ２ １ 节[８]: 描

述了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系列标准对电力行业

的适用性ꎮ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 第 ４ １ 节[８]:

Ｔｅｎｎｅ Ｔ和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ꎮ

•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５９７ 第 ５ ２ ２ 节[８]:

将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系列标准用于 ＥＴＣ 的

建议ꎮ

６ ２　 其他标准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委员会已建议将本标

准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ꎬ 包括:

• ＩＳＯ 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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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使用导则

• ＩＳＯ ５０００１ 能源管理体系—要

求和使用导则

• ＩＳＯ ３１０００ 风险管理—原则和

导则

•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１ 合格评定—管

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

•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９７７０ 信息技术—软

件资产管理

• ＡＳＴＭ Ｅ５３ 资产管理标准

• 国 际 维 护 和 资 产 管 理 论 坛

(ＧＦＭＡＭ) 出版物

• 美国维修与可靠性专业学会

(ＳＭＲＰ) 出版物

• 资产管理协会 ( ＩＡＭ) 知识

体系

其他标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ꎬ

包括:

• ＩＥＣ ６０３００ 可靠性管理

• ＩＥＣ ６０８１２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

术—故障形式和影响分析 ( ＦＭＥＡ)

程序

• ＩＳＯ / ＩＥＣ ３１０１０ 风险管理—风

险评估技术

• ＩＥＣ ６１０２５ 故障树分析 (ＦＴＡ)

• ＩＥＣ ６１０７８ 可靠性分析技术—

可靠性方框图和布尔代数法

• ＩＥＣ ６１６４９ 威布尔分析

• ＩＥＣ ６０７０６ 设备的可维护性

• ＩＥＣ ６１８５０ 变电站通信网络和

系统

• ＩＥＣ ６１９６８ － １１ 电力设施应用

集成－配电管理系统接口—第 １１部分:

配电用通用信息模型 (ＣＩＭ) 扩展

• ＩＥＣ ６１９７０－４５２ 能源管理系统

应用程序接口 (ＥＭＳ－ＡＰＩ) —第 ４５２

部分: 通用信息模型 ( ＣＩＭ) 交换

规范

• ＩＥＥＥ １３６６ ＩＥＥＥ配电可靠性指

标导则

６ ３　 标准化—如何取舍

在编制本白皮书以及询问哪些标

准或导则可能会对资产管理流程有益

时ꎬ 项目组也询问了电网企业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哪些项目应被排除在标准

之外ꎮ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收到了很多

反馈ꎬ 这些反馈主要是围绕以下内容

展开:

• 电网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

业务进行资产管理ꎮ 因此ꎬ 标准可以

规定具体目标或这些目标的衡量方法ꎬ

但不应强制要求采用某种资产管理

实践ꎮ

• 世界各地采用的供电可靠性目

标和其他绩效指标差别很大ꎮ 标准不

应规定某一特定可靠性目标ꎬ 而应提

供一系列可靠性指标ꎬ 以便电网企业

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根据自身情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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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ꎮ

• 标准不应强制规定遵守某种商

业实践规则ꎬ 但可以规定要实现某具

体可靠性等级需要遵守的实践规则ꎮ

电网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应可以自

行决定他们的设备要实现哪种可靠性

等级ꎮ

• ＩＥＣ制定的国际标准应重点关

注与输电和配电网络资产管理挑战相

关的技术问题ꎮ 有关最佳资产管理流

程的话题可以留给 ＩＳＯ ５５０００ 系列这

样的通用性标准来讨论ꎮ

• 电网和配电行业目前正经历深

刻变化ꎬ 从新技术的发展 (如智能电

网技术) 到分布式发电设备的大规模

上马带来的商业实践的改变ꎮ 标准制

定应与行业、 技术发展齐头并进ꎬ 并

紧跟商业实践的步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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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部分

结论和建议

　 　 在世界范围内ꎬ 电力行业正面临

着许多重大挑战ꎬ 其中被很多电网企

业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 列为首要难题

的是资产管理ꎮ 不论是拥有的资产趋

近其预期寿命末期ꎬ 处理维护支出方

面的监管或资金压力ꎬ 还是应对劳动

人口老龄化ꎬ 电网企业以及广泛的利

益相关方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资产

管理挑战ꎬ 这些挑战会对供电质量和

可靠性、 财务支出和未来经营实践产

生深远的影响ꎮ

在当今各种资产管理挑战中ꎬ 一

个显著问题是完全缺乏被广泛接受的

电网资产管理标准或方法ꎮ 无论是计

算指标来报告系统性能预测或老化设

备的故障率ꎬ 还是试图对各种资产管

理项目进行优先级排序ꎬ 世界各地的

电网企业在资产管理的几乎所有方面

均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方法和实践ꎮ 尽

管保持一定水平的多样性非常重要ꎬ

这可以确保电网企业能根据其特定环

境量身定制解决方案ꎬ 但是当前管理

模式过于多样表明电力行业整体缺乏

对资产管理程序最佳实践的认知ꎬ 导

致当前电网经营实践或绩效对标面临

着很大的困难ꎮ

ＩＥＣ 等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和导

则对改善这一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并在应对电网资产管理挑战方面产生

了积极影响ꎮ 国际标准和导则给电网

企业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带来了一系

列好处ꎬ 包括:

• 如果发布资产投运时间和状态

的通用标准ꎬ 世界范围内的电网企业

在根据设备寿命和设备升级要求申请

资金时ꎬ 能够获得监管者、 政府和公

众的信任ꎮ

• 如果具有标准化的资产管理方

法ꎬ 能够极大地增加电网行业内所有

利益相关方对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的

信赖ꎬ 提高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的透

明性ꎬ 这些独立制定的资产管理最佳

实践导则可供每个人查阅参考ꎮ

• 资产管理标准使电网企业能够

与不同管辖区域或地理位置的其他组

织进行对标ꎮ

２４



第 ７部分　 结论和建议

• 资产管理标准可用作沟通和培

训工具ꎬ 分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进行资产管理的最佳实践ꎮ

本文建议了一些可编制国际标准

的领域ꎬ 以促进在电网企业中更广泛

地进行资产管理ꎮ 新 ＩＥＣ 国际标准的

具体主题包括:

• 主要设备的检查和诊断方法与

标准

• 故障和设备故障数据的监测与

报告

———主要设备的分析方法以及常

见性能降低模式或故障

———主要设备故障处置措施 (全

部更换、 部分更换或改造) 的最佳实

践实例

• 主要设备的寿命估算方法和报

告方法

• 寿命周期成本计算

• 风险评估方法

• 主要设备的健康指数计算

• 资产管理的优先级排序方法

• 系统绩效指标 (ＣＡＩＤＩ、 ＳＡＩＤＩ、

ＳＡＩＦＩ等)

７ １　 主要建议

基于本白皮书提前所作的研究ꎬ

以及对电网企业及其当前资产和资产

管理实践的详细调查ꎬ 本白皮书为

ＩＥＣ和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提出了一些

可供参考的建议:

１) 考虑细化具体的国际标准或导

则ꎬ 以在电网行业引入一种评价当前

系统性能的通用语言ꎮ ＳＡＩＤＩ 和 ＳＡＩＦＩ

等指标对电网性能对标至关重要ꎬ 但

这些指标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方式不同ꎮ

２) 研究引入中央数据库或相关系

统ꎬ 以采集主要电网设备的历史性能

数据、 故障信息和维护信息ꎮ 建立一

个公开可访问的全球数据库来介绍各

种设备 (来自不同制造商) 如何出现

故障ꎬ 并提供维修方法示例或备件来

源ꎮ 这会使整个电网行业受益ꎬ 特别

是当一些设备趋近预期寿命末期时ꎮ

３) 考虑制定国际标准来对电网的

可靠性目标或性能进行分级ꎮ 这类标

准使电网企业间可以交流其不同电网

的目标性能或服务水平ꎬ 然后提供达

到某一性能目标所需的各级资产管理

的导则ꎮ

４) 针对电网企业出台一系列资产

管理程序性标准或导则ꎬ 可以包括具

有下述主题的国际标准或导则:

ａ) 主要设备的检查、 诊断方法与

标准

ｂ) 故障和设备故障数据的测量与

报告

ｃ) 主要设备故障处置措施 (从全

部更换到部分更换或翻新) 的最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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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实例

ｄ) 主要设备的寿命估算方法和

报告

ｅ) 寿命周期成本计算

ｆ) 风险评估方法

ｇ) 主要设备的健康指数计算

ｈ) 资产管理的优先级排序方法

５) 在很多情况下ꎬ 上述建议设立

的标准并不需要单独或从头开始编制ꎮ

一些组织已经编制了很多资产管理导

则ꎬ 如 ＣＩＧＲＥ关于资产管理程序的技

术手册系列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将这些

参考文件作为后续国际标准或导则的

起点是很有用的ꎮ 另一方面ꎬ 不熟悉

ＣＩＧＲＥ的人通常很难知道或识别出这

些技 术 手 册ꎮ 因 此ꎬ 建 议 ＩＥＣ 和

ＣＩＧＲＥ展开合作ꎬ 在合适的手册与可

能从中受益的相关方之间担当起媒介

的作用ꎮ

６) 尽管现在是引入新标准来协调

世界各地的电网资产管理实践的重要

机会ꎬ 并且这种协调很可能产生巨大

收益ꎬ 但是应注意确保企业有足够的

自由来根据其经营或运行环境来调整

管理方法ꎮ 此结果通过以下方法实现:

制定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管理方法

(例如针对不同的可靠性目标) 的标

准ꎬ 或者提供最佳管理导则作为整个

行业的主要参考文件ꎬ 但并非强制性

采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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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监测和维护程序及周期

　 　 本附录提供了常见电网资产的监

测和维护项目及周期的示例ꎮ

Ａ １　 变压器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４４５[１９]提供了电力变压

器的典型维护项目和维护周期ꎬ 见表

Ａ－１ꎮ 表 Ａ－２ 列出了可通过电气试验

或溶解气体分析识别出的电力变压器

常见故障ꎮ

除表 Ａ－２ 中列出的故障之外ꎬ 绝

缘纸降解、 绕组松动和变压器绝缘油

带电都是熟知的电力变压器的性能降

低模式ꎮ 下文介绍了这些故障的诊断

和评估方法ꎮ

绝缘纸降解

绝缘纸的近似强度可根据聚合度

估算ꎬ 聚合度则使用糠醛、 ＣＯ、 ＣＯ２
和丙酮等产物的数量衡量ꎮ 此外ꎬ 最

近提出的新诊断方法是基于甲醇量来

估算强度[２０]ꎮ

表 Ａ－１ 电力变压器的维护周期[１９]

活　 　 动
任　 务　 周　 期

低频次 常规 高频次
备　 　 注

巡视 ６个月 １个月 １天 保持运行状态

详细目视检查 １年 ３个月 ２周 保持运行状态

溶解气体分析 ２年 １年 ３个月 任务周期可能根据监控情况而有所不同

油试验 ６年 ２年 １年

冷却系统清洁 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任何间隔 可能需要停运

附件验证 １２年或有条件的 ６ ８年 １ ２年 需要停运

电气基本测试 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任何间隔 需要停运

绝缘试验 (ＤＦ或 ＰＦ) 有条件的 ６ ８年 ２ ４年 需要停运

有载分接开关内部检查 １２年 ６ ８年 ４年 考虑操作次数、 技术和制造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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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松动

日本正在研究一种基于 ＣＯ和 ＣＯ２
估算剩余压紧强度的方法ꎮ 根据初始

压紧力和下降诊断结果评估耐受力ꎮ

老化变压器绝缘油带电

由日本提出的绝缘油带电诊断方法

评估了变压器绝缘油带电的风险ꎬ 并将

风险分为 ３个级别[２１]ꎬ 如表 Ａ－３所示ꎮ

表 Ａ－２ 电气试验和溶解气体分析诊断矩阵[１９]

表 Ａ－３ 变压器绝缘油带电风险级别[２１]

级别 分　 级　 概　 念
评　 估　 项

累积电荷密度 性能降低情况

Ⅰ 　 基于性能降低带来的风险增长ꎬ 变压器在
当前或不久的将来都可能发生静电放电

　 • 小于 ６０ｎＣ / ｃｍ２

　 • 大于等于 ６０ｎＣ/ ｃｍ２且小于 ８０ｎＣ/ ｃｍ２ꎬ
使用年限大于等于 ２０年

　 • 检测到少量 Ｃ２Ｈ２
　 • 带电程度超过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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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监测和维护程序及周期

续表

级别 分　 级　 概　 念
评　 估　 项

累积电荷密度 性能降低情况

Ⅱ 　 变压器在当前几乎没有静电放电的可能性ꎬ
但在未来可能发生静电放电

　 •大于等于６０ｎＣ / ｃｍ２且小于８０ｎＣ / ｃｍ２ꎬ
使用年限小于 ２０年

Ⅲ 　 变压器在当前没有静电放电的可能性ꎬ 且
在将来也几乎没有静电放电的可能性

　 • 大于等于 ８０ｎＣ / ｃｍ２

Ａ ２　 气体断路器

如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１６５ 中所述[２２]ꎬ 开关

装置的大多数维护方法均采用基于时间

的维护方法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８１[２３]中报告的

典型维护方法见图 Ａ￣１和表 Ａ－４ꎮ

图 Ａ￣１　 断路器维护方法[２３]

表 Ａ－４ 断路器的典型维护和检查活动[２３]

检查和维护服务说明 (在规定时间或耗损后)

时　 　 间 耗　 　 损
备　 　 注

目视检查 (ＶＫ)
８年后

　 开关装置保持工作状态ꎻ 间隔必须逐个隔离开ꎮ
　 不必打开气室

目视检查 (ＶＫ)
１６年后

　 断路器:
　 ３０００次机械操作循环后

　 开关装置保持工作状态ꎻ 间隔必须逐个隔离开ꎮ
　 不必打开气室

大检查 (ＭＩ)
２４年后

　 断路器:
　 ６０００次机械操作循环后
　 高速接地开关和工作中接地开关
　 ２０００次机械操作循环后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模块: ２０００ 次机械操作
循环后

　 开关装置全部或分段地退出运行ꎬ 取决于涉及的
工作量ꎮ
　 需要打开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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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查和维护服务说明 (在规定时间或耗损后)

时　 　 间 耗　 　 损
备　 　 注

接触系统检查 (ＣＣ)

　 断路器:
　 如果 ４ １ 所述的故障电流动作次数达到最大
允许次数ꎮ
　 达到最大 ６０００次故障电流动作次数后!
　 高速接地开关:
　 在对带电导体进行第二次合闸操作后

　 模块必须隔离开ꎮ
　 气室是打开的

目视检查 (ＶＫ)
３２年后

　 重复目视检查和维护计划

Ａ ３　 绝缘电缆

对于绝缘电缆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５８[１２]

列出了一系列常见的缺陷ꎬ 见表 Ａ－５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７９[１０]给出了常见的维护方

法ꎬ 见表 Ａ－６ 表 Ａ－９ꎮ

表 Ａ－５ 各类型绝缘电缆的最常见缺陷[１２]

维护项 缺　 陷　 类　 型
自容式

充油电缆
高压充油

电缆
压气电缆

挤出型
绝缘电缆

１ 　 第三方损坏电缆 × × × ×

２ 　 第三方损坏外护套导致脆化以及油、 溶剂、 沥青等外部
污染

× ×

３ 　 第三方损坏金属护套以及腐蚀或疲劳损耗 × ×

４ 　 绝缘层进水 × ×

５ 　 由于繁重交通、 不良地基条件或不稳定地面ꎬ 电缆位移造
成外部破坏

× ×

６ 　 地面变化、 热胀冷缩或不当夹紧引起外部机械应力 × ×

７ 　 装配误差ꎬ 导致接头和终端处电气应力局部增加 × × × ×

８ 　 终端发生内部绝缘油泄漏 × × × ×

９ 　 由于热循环或不当夹紧引起电缆位移 × ×

１０ 　 水进入接线盒 × ×

１１ 　 强制冷却系统 (若安装有) 故障 × × × ×

１２ 　 腐蚀造成钢管泄漏或损坏 × ×

１３ 　 由于相关管道和油箱发生油泄漏、 油泵系统故障、 仪表故
障ꎬ 导致油 /气供应和增压系统故障

× ×

表 Ａ－６ 低压充油电缆的诊断指标[１０]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１) 电缆线路巡视
检查 (针对第三方活
动)

　 对电缆线路进行目视检查ꎬ 观察
电缆线路附近的任何第三方活动

　 预防第三方损坏
电缆

　 技术成熟 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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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监测和维护程序及周期

续表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２) 油压下降指示 　 持续油压测量和 /或低压警报
　 金 属 护 套 受 损ꎬ
终端发生泄漏

　 技术成熟 在线

　 ３) 维修测试
　 采用高压试验测量外护套的绝
缘电阻
　 定位缺陷并进行维修

　 外部护套受损 　 技术成熟 离线

　 ４) 温度测量
　 测量光纤沿线温度 (分布式光
纤测温系统)

　 温度上升ꎬ 造成
热老化
冷却系统故障

　 技术成熟ꎬ 但要求系统设
计中安装有光纤

在线

　 ５) 局部放电测量 　 测量电缆系统内的放电 　 绝缘缺陷和退化
　 开发中ꎮ 有效性取决于系
统设计

在线 /离线

　 ６) 绝缘油的化学
和物理分析

　 自电缆系统提取油样本ꎬ 进行以
下测试项目:
　 —溶解气体分析
　 —介质损耗角
　 —含水量
　 —微粒
　 —其他

　 绝 缘 层 热 老 化
(由不同事件造成)

　 技术成熟ꎬ 依赖于定期检
测制度ꎬ 因为无法清楚理解
各溶解气体分析结果

离线

　 ７) 附件的 Ｘ 射线
检测

　 对附件进行 Ｘ射线检测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接头连接器未正确
组装

　 技术成熟ꎬ 但存在重大健
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实际应用
限制

离线

　 ８) 电缆系统检查
　 对电缆系统的所有部件进行目
视检查ꎬ 确认是否存在损坏、 泄
漏、 腐蚀等

　 肉眼可见的损坏、
泄漏、 腐蚀等

　 技术成熟 在线

　 ９) 检查终端是否
存在套圈回缩

　 套圈移动的内部检查和测量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０) 仪表的定期维
护和校准
　 仪表 /传感器报警
功能的定期测试

　 液压启动仪表 /传感器报警触点
　 对连接至控制室的装置进行压
力报警测试

　 预 防 报 警 系 统
故障
预防误报警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１) 护套电压限制
器测试

　 测量护套持续电压增量
　 护套电压限制器
故障

　 基本测试ꎬ 仅检查完整性 离线

　 １２) 金属连接系统
测试

　 通过测量绝缘电阻和 /或屏中的
循环电流ꎬ 检查专门连接的系统的
完整性

　 交 叉 互 联 功 能
丧失

　 技术成熟 离线

表 Ａ－７ 高压充油电缆的诊断指标[１０]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１) 电缆线路巡视
检查 (针对第三方活
动)

　 对电缆线路进行目视检查ꎬ 观
察电缆线路附近的第三方活动

　 预防第三方破坏
电缆

　 技术成熟 在线

　 ２) 油压下降指示 　 持续油压测量和 /或低压警报
　 钢管受损ꎬ 终端
发生泄漏

　 技术成熟 在线

　 ３) 管道涂层的电
气试验

　 护层的绝缘电阻 　 钢管受损 　 开发中 离线

　 ４) 阴极防护系统
检查

　 管对地电位测量 钢管受损
　 要求适当安装并运行阴极
保护系统ꎮ 分析了趋势后更
有效

在线

　 ５) 温度测量
　 测量光纤沿线温度 (分布式光
纤测温系统)

　 温度上升ꎬ 造成
热老化
　 冷却系统故障

　 技术成熟ꎬ 但要求系统安
装有光纤

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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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６) 热回填料测量
　 测量电缆附近回填料的热电阻
系数

　 过载、 短路和过
热点造成绝缘层热
老化

　 当怀疑存在问题时很有效 在线

　 ７) 绝缘纸和浸渍
剂的化学和物理分析

　 测量以下参数:
　 —抗折强度
　 —撕裂强度
　 —爆裂强度
　 —聚合程度
　 —断裂延伸
　 —拉伸强度

　 绝缘层性能降低
(由不同事件造成)

　 技术成熟ꎬ 但是对这些试
验结果的解释尚不能清楚地
用来确定电缆使用寿命的
终止

离线

　 ８ ) 附 件 Ｘ 射 线
检测

　 对附件进行 Ｘ射线检测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接头连接器未正
确组装

　 技术成熟ꎬ 但存在重大健
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实际应用
限制

离线

　 ９) 电缆系统检查
　 对电缆系统的所有部件进行目
视检查ꎬ 确定是否存在损坏、 泄
漏、 腐蚀等

　 肉眼可见的损坏、
泄漏、 腐蚀等

　 技术成熟 在线

　 １０) 检查终端是否
存在套圈回缩

　 套圈移动的内部检查和测量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１) 泵送系统检查
　 当油压警报被激活时ꎬ 对泵、
管道等进行目视检查和机械检查

　 油泵系统故障 　 非常有效 离线

　 １２) 仪表的定期维
护和校准
　 仪表 /传感器报警
功能定期测试

　 液压启动仪表 /传感器报警触点
　 对连接至控制室的装置进行压
力报警测试

　 预 防 报 警 系 统
故障
　 预防误报警

　 技术成熟 离线

表 Ａ－８ 压气电缆的诊断指标[１０]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１) 电缆线路巡视
检查 (针对第三方活
动)

　 对电缆线路进行目视检查ꎬ 观察
电缆线路附近的第三方活动

　 预防第三方破坏
电缆

　 技术成熟 在线

　 ２) 气压下降指示 　 持续气压测量和 /或低压警报
　 金属护套受损ꎬ
终端发生泄漏

　 技术成熟 在线

　 ３) 管道涂层的电
气试验

　 护层的绝缘电阻 　 钢管受损 　 发展中 离线

　 ４) 阴极防护系统
检查

　 管对地电位测量 　 钢管受损
　 需要适当安装并运行阴极
保护系统ꎮ 分析了趋势后更
有效

在线

　 ５) 温度测量
　 测量光纤沿线温度 (分布式光
纤测温系统)

　 温度上升ꎬ 造成
热老化
　 冷却系统故障

　 技术成熟ꎬ 但要求系统安
装有光纤

在线

　 ６) 热回填料测量
　 测量电缆附近回填料的热电阻
系数

　 过载、 短路和过
热点造成绝缘层热
老化

　 当怀疑存在问题时很有效 在线

　 ７) 绝缘纸和浸渍
剂的化学和物理分析

　 测量以下参数:
　 —抗折强度
　 —撕裂强度
　 —爆裂强度
　 —聚合程度
　 —断裂拉伸
　 —拉伸强度

　 绝缘层性能降低
(由不同事件造成)

　 技术成熟ꎬ 但是对这些试
验结果的解释尚不能清楚地
用来确定电缆使用寿命的
终止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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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监测和维护程序及周期

续表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８) 附件 Ｘ射线检测 　 对附件进行 Ｘ射线检测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接头连接器未正
确组装

　 技术成熟ꎬ 但存在重大健
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实际应用
限制

离线

　 ９) 电缆系统检查
　 对电缆系统的所有部件进行目视
检查ꎬ 确定是否存在损坏、 泄漏、
腐蚀等

　 肉 眼 可 见 的 损
坏、 泄漏、 腐蚀等

　 技术成熟 在线

　 １０) 检查终端是否
存在套圈回缩

　 套圈移动的内部检查和测量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１) 仪表的定期维
护和校准
　 仪表 /传感器报警
功能定期测试

　 液压启动仪表 /传感器报警触点
　 对连接至控制室的装置进行压力
报警测试

　 预 防 报 警 系 统
故障
　 预防误报警

　 技术成熟 离线

表 Ａ－９ 挤出型电缆的诊断指标[１０]

工　 　 具 方法说明 事件 /检测到的原因 评　 　 价 在线 /离线

　 １) 电缆线路巡视
检查 (针对第三方活
动)

　 对电缆线路进行目视检查ꎬ 观察
电缆线路附近的第三方活动

　 预防第三方破坏
电缆

　 技术成熟 在线

　 ２) 维修测试
　 采用高压试验测量外护套的绝缘
电阻
　 定位缺陷并维修

　 外部护套受损 　 技术成熟 离线

　 ３) 介质损耗角测量 　 测量功率因数增量 　 绝缘区进水
　 发展中ꎮ 该方法只针对中
压电缆开发出ꎬ 目前还不能
用于高压电缆

离线

　 ４) 温度测量
　 测量光纤沿线温度 (分布式光
纤测温系统)

　 温度上升ꎬ 造成
热老化
　 冷却系统故障

　 技术成熟ꎬ 但要求系统安
装有光纤

在线

　 ５) 局部放电测量 　 测量电缆系统内的放电
　 绝缘层缺陷和性
能降低
　 附件装配误差

　 对于附件而言ꎬ 技术成熟ꎮ
只在故障发生前很短的一段时
间内才能检测到局部放电增加

在线 /离线

　 ６) 终端绝缘油的
化学和物理分析

　 自电缆系统取液体样本ꎬ 进行以
下试验项目:
　 —溶解气体分析
　 —介质损耗角
　 —含水量
　 —微粒
　 —其他

　 绝 缘 层 热 老 化
(由不同事件造成)

　 技术成熟ꎬ 依赖于定期检
测制度ꎬ 因为无法清楚理解
单个溶解气体分析的结果

离线

　 ７) 附件 Ｘ射线检测 　 对附件进行 Ｘ射线检测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接头连接器未正
确组装

　 技术成熟ꎬ 但存在重大健
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实际应用
限制

离线

　 ８) 电缆系统检查
　 对电缆系统的所有部件进行目视
检查ꎬ 确定是否存在损坏、 泄漏、
腐蚀等

　 肉 眼 可 见 的 损
坏、 泄漏、 腐蚀等

　 技术成熟 在线

　 ９) 检查终端是否
存在套圈回缩

　 套圈移动的内部检查和测量
　 电缆位移ꎬ 造成
套圈被拔出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０) 护套电压限制
器测试

　 测量护套持续电压增量
　 护套电压限制器
故障

　 是仅检查完整性的基本
测试

离线

　 １１) 金属连接系统
测试

　 通过测量绝缘电阻和 /或屏中的
循环电流ꎬ 检查特别连接的系统的
完整性

　 交 叉 互 联 功 能
丧失

　 技术成熟 离线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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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４　 架空线路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３０[２４]总结了架空线路

的维护方法ꎬ 关键差异之一是杆塔的

维护ꎬ 见表 Ａ－１０ꎮ 此外ꎬ 本书还列出

了专用检测工具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３０ 给出的架空线路杆

塔维护的主要工作项包括:

• 杆塔所在区域内的植被

• 轻微腐蚀

• 油漆性能降低

• 杆塔部件变形

• 螺栓松动

架空线路杆塔的专用检测工具

包括:

• 电镀层测厚仪

• 涂层测厚仪

• 杆塔缺陷或扭转检测装置 (例

如ꎬ 经纬仪)

• 拉线张力测量

• 杆塔脚腐蚀检测装置

• 钢铁锈蚀测量装置

• 拉索 /拉线腐蚀检测装置

• 几何结构 (摄影测量法)

• 内窥镜装置

表 Ａ－１０ 架空线路维护的周期 /抽检率[２４]

检查方式

一般线路 (架空线路) 战略线路 (架空线路)

周期 (年) 抽检率 周期 (年) 抽检率

中值 平均值 中值 平均值 中值 平均值 中值 中值

汽车 １ ０ １ ４ ４９％ ５７％ ０ ８ ０ ８ ６５％ ６６％

地面 １ ０ １ ４ １００％ ８７％ １ ０ １ ３ １００％ ９０％

攀爬 ２ ８ ４ ２ ３３％ ５３％ １ ０ ３ ０ ６８％ ６０％

直升机 １ ０ １ ５ １００％ ９４％ １ ０ １ ５ １０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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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电网设备的性能降低指标

　 　 本附录提供了各种常见电网设备

的性能降低指标示例ꎮ

Ｂ １　 变压器

绝缘纸降解

热量累积导致的绝缘纸降解会造

成绝缘纸的绝缘强度降低ꎮ 图 Ｂ￣１ 说

明了绝缘纸降解与老化产生的 ＣＯ２ ＋

ＣＯ量、 糠醛量之间的关系ꎮ

变压器绕组松动

热性能降低作用导致的绝缘体

(如绝缘纸板ꎬ 见图 Ｂ￣２) 尺寸收缩会

造成绕组压紧力下降ꎮ 人们最近才开

始认识到老化设备中的这一现象ꎮ

变压器绝缘油老化带电

绝缘油含硫量的变化加上绝缘纸

板性能降低会增大油流带电的可能性ꎮ

这是影响电力变压器寿命的一个因素ꎮ

图 Ｂ￣１　 绝缘纸聚合度的残存率与 ＣＯ２＋ＣＯ量 (左图)、 糠醛量 (右图) 的关系[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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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２　 绝缘纸板的收缩过程

Ｂ ２　 气体断路器

气体断路器的常见性能降低模式

包括:

• 灭弧室漏气

• 气体断路器中活动部件磨损

• 材料热性能降低导致气体密封

性能降低

动作次数和中断电流的累积能量

可作为维修或更换灭弧室内部元件的

依据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气体断路器的

结构随制造商和类型不同而发生变

化ꎬ 通过检查气体断路器中的活动部

件进行外部诊断通常较为困难ꎮ 此

外ꎬ 这类断路器的气体密封性能也随

着 Ｏ 型密封圈材质和防水结构的不

同而存在显著差异ꎮ 依材质而定ꎬ 密

封件的寿命为 ２１ ９１ 年不等ꎮ 密封寿

命终止是指压缩永久变形率达到 ８０％

的时刻ꎮ

Ｂ ３　 绝缘电缆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５８[１２]总结了挤出型电

缆的性能降低因素ꎬ 如图 Ｂ￣３ 所示ꎮ

无防水层的交联聚乙烯 (ＸＬＰＥ) 电缆

的最常见故障模式为形成水树ꎬ 从浴

盆曲线上看ꎬ 水树易发生于偶然故障

期与耗损故障期的过渡阶段ꎮ 根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５８ 的报告ꎬ 预期故障数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线性至指数增长

态势ꎮ

Ｂ ４　 架空线路杆塔

根据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２３０[２４]的报告ꎬ 钢

铁腐蚀是架空线路支撑杆塔产生异常

的主要原因ꎮ 本书在下面介绍了腐蚀

类型和原因:

架空线路杆塔的常见腐蚀类型和

原因:

• 自然老化

• 工业污染

• 盐侵蚀 (沿海区域)

• 间隙腐蚀 (造成局部锈蚀)

• 温带地区植被生长过快

• 温带地区的高湿度条件

• 材料的晶间腐蚀

• 热带地区的高湿度条件

• 热带地区植被生长过快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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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受腐蚀影响的架空线路支撑杆

塔部件有:

• 杆塔基础

• 螺母或螺栓

• 钢结构的辅助构件

• 整个支架

• 钢结构的主要构件

• 螺栓杆

• 螺栓垫圈

• 杆间接头

• 角撑板 (节点处)

• 角撑板的组合

• 拉线 (缆索)

• 拉线接头 (地面 /支撑处)

• 焊缝

图 Ｂ￣３　 挤出型电缆的性能降低因素[１２]

５５



附录 Ｃ
常见电网设备故障及故障率

　 　 本附录介绍了电网中常见的主要

设备的故障及故障率的相关信息ꎮ

Ｃ １　 变压器

根据 ＣＩＧＲＥ Ａ２ ３７工作组报告[２６]ꎬ

表 Ｃ－１ 列出了输电系统中变电站变压

器的故障率ꎮ 该报告对产生这些故障的

原因也进行了调查ꎬ 如图 Ｃ￣１所示ꎮ

表 Ｃ－１ 变电站变压器的故障率[２６]

故障和变压器
总数信息

最高系统电压 (ｋＶ)

６９≤Ｕ １００ １００≤Ｕ ２００ ２００≤Ｕ ３００ ３００≤Ｕ ５００ Ｕ≥７００ 全部

故障次数 １４５ ２０６ １３６ ９５ ７ ５８９

变压器数量×
使用年数

１５ ０７７ ４６ １５２ ４２ ６３５ ２９ ４３７ ２１９ １３５ ４９１

故障率 ０ ９６％ ０ ４５％ ０ ３２％ ０ ３２％ ３ ２０％ ０ ４３％

图 Ｃ￣１　 变电站变压器的故障位置[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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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２　 气体断路器

ＣＩＧＲＥ还对气体断路器及其生产

年份、 主要故障频率进行了调查ꎬ 结

果如图 Ｃ￣２[２７]所示ꎮ 从图 Ｃ￣３ 可以看

出ꎬ 接地箱壳式断路器和瓷柱式断路

器的故障频率存在差异ꎮ

图 Ｃ￣２　 主要故障频率与断路器生产时期的关系[２７]

图 Ｃ￣３　 塑壳型断路器的主要故障频率[２７]

Ｃ ３　 绝缘电缆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７９[２８]提供了关于绝缘

电缆故障率的调查结果ꎮ

图 Ｃ￣４显示了地下电缆的内部故

障趋势ꎬ 表 Ｃ－２ 则分类说明了不同电

压范围、 电缆类型和附件类型对应的

故障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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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Ｃ￣４　 地下电缆内部故障数量随部件寿命的变化趋势[２８]

表 Ｃ－２ 交流地下电缆附件的故障率[２８]

电压等级
(ｋＶ) 电缆类型 附　 件　 类　 型 ２００５年附件总量 内部故障总量 故障率

６０ ２１９
挤出型电缆

(ＸＬＰＥ、 ＰＥ、 ＥＰＲ)

预制直接头 １６ ９９５ １３ ０ ０２８

现场制作直接头 １２７ ７１１ １３ ０ ００２

过渡接头 １３３６ ２ ０ ０３５

户外终端—充油式—陶瓷 ４６ ２２６ ７ ０ ００３

户外终端—充油式—复合绝缘子 ２６１９ ２ ０ ０１９

户外终端—干式—陶瓷 １９５４ ２ ０ ０２４

户外终端—干式—复合绝缘子 １３５３ ０ ０

户外终端—类型未指明 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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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压等级
(ｋＶ) 电缆类型 附　 件　 类　 型 ２００５年附件总量 内部故障总量 故障率

６０ ２１９

挤出型电缆
(ＸＬＰＥ、 ＰＥ、 ＥＰＲ)

自容式充油
(ＳＣＯＦ) 电缆

高压充油
(ＨＰＯＦ) 电缆

ＧＣ

户外终端—总计 ５２ １５２ １７ ０ ００７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４２２２ ０ ０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干式 ２０ ７７１ １５ ０ ０１５

直接头 ４８ ８４３ １ ０

塞止接头 ２９４９ ４ ０ ０２８

过渡接头 ２０２ ０ ０

户外终端—陶瓷 １３ ２６２ ２ ０ ００３

户外终端—复合绝缘子 ２２ ０ ０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３３０６ ２ ０ ０１２

直接头 １３５９ ４ ０ ０６

塞止接头 ５６ ０ ０

三线分支直接头 ４５ ０ ０

三线分支塞止接头 ０ ０ ０

户外终端—陶瓷 ７９６ ０ ０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３８ ０ ０

直接头 １１９４ １ ０ ０１７

户外终端—陶瓷 ３８０ ２ ０ １０５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 ９９ １ ０ ２０２

过渡接头 ４１ ０ ０

２２０ ５００

挤压成型电缆
(ＸＬＰＥ、 ＰＥ、 ＥＰＲ)

自容式充油
(ＳＣＯＦ) 电缆

高压充油
(ＨＰＯＦ) 电缆

预制直接头 ２２１２ ４ ０ ０４４

现场制作直接头 ２７８０ ２ ０ ０１５

过渡接头 ７ ０ ０

户外终端—充油式—陶瓷 １４９３ ２ ０ ０３

户外终端—充油式—复合绝缘子 ６１ ０ ０

户外终端—干式—陶瓷 ０ ０ ０

户外终端—干式—复合绝缘子 ５３ ０ ０

户外终端—类型未指明 ０ １３

户外终端—总计 １６０７ １５ ０ ２１５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２４４７ ２ ０ ０１６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干式 ６３７ ２ ０ ０７１

直接头 １３ ４２５ １ ０ ００２

塞止接头 １２７２ ６ ０ ０９７

过渡接头 １３ ０ ０

户外终端—陶瓷 ４１４２ ５ ０ ０２４

户外终端—复合绝缘子 ０ ０ ０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３６８２ １ ０ ００５

直接头 ９２３ １ ０ ０２２

塞止接头 １６ ０ ０

三线分支直接头 ３８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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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压等级
(ｋＶ) 电缆类型 附件类型 ２００５年附件总量 内部故障总量 故障率

２２０ ５００

高压充油
(ＨＰＯＦ) 电缆

ＧＣ

三线分支塞止接头 ８ ０ ０

户外终端—陶瓷 ２４４ ３ ０ ２４６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充油式 １０９ ０ ０

直接头 ０ ０ ０

户外终端—陶瓷 ０ ０ ０

ＧＩＳ或变压器终端 ０ ０ ０

过渡接头 ０ ０ ０

０６



附录 Ｄ
电网设备资产的健康指数参数

　 　 本附录提供了计算常见电网设备

资产的健康指数时可考虑的一些参数

的示例ꎮ

Ｄ １　 变压器

表 Ｄ－１ 变压器健康指数的参数

参　 　 数 说　 　 明

寿命 　 变压器寿命

溶解气体分析结果

　 变压器内部状态评估指

数ꎬ 根据被测溶解气体产

物的量和类型进行估算

聚合度

　 绝缘纸的性能降低指数ꎬ
根据被测甲醛、 ＣＯ＋ＣＯ２和
糖醛的量进行评估

绝缘油分析结果
　 根据酸值和介质损耗因

数 (ｔａｎδ) 进行评估

含水量 　 油中水分含量评估

同类型设备历史故障

　 基于事件经历ꎬ 按同类

型变压器进行分类ꎮ 按照

变压器规格、 制造商、 批

号和生产年份进行分组

漏油事件 　 是否漏油

包含多氯联苯 (ＰＣＢ) 材料 　 是否包含 ＰＣＢ材料

套管性能降低诊断
　 按照套管类型和状态进

行索引

有载分接开关的动作次数
　 按照有载分接开关的类

型和状态加索引

事件故障率
　 根据事件故障率的统计

数据进行评估

Ｄ ２　 气体断路器

检测气体断路器的异常情况并进

行状态诊断通常较为困难ꎮ 尽管预计

将来会改善和取得进展ꎬ 但是就目前

而言ꎬ 表 Ｄ－２ 列出的一些项目可作为

计算气体断路器健康指数的参数ꎮ

Ｄ ３　 绝缘电缆

作为绝缘电缆可靠性评估的一个示

例ꎬ ＣＩＧＲＥ ＴＢ３５８[１２]提出了 “剩余寿命”

的概念ꎬ 并使用剩余寿命方法进行了案

例研究ꎮ 表 Ｄ－３介绍了这种方法ꎬ 该方

法可视为类似于健康指数计算ꎮ

表 Ｄ－２ 气体断路器健康

指数的参数

参　 　 数 说　 　 明

寿命 　 断路器寿命

开关特性的诊断结果
　 根据开关时间和行程的测量结
果进行评估

磨损状况
　 基于操动机构区域的润滑脂寿
命和负荷情况 (有 /无多频开关
负荷)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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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　 　 数 说　 　 明

密封性
　 基于 Ｏ型密封圈的材质和法兰
结构的密封性能 (漏气风险)
确定

同类型设备的故障经历

　 基于故障经历统计数据ꎬ 按同
类型变压器进行分类ꎮ 按照变压
器规格、 制造商、 批号和生产年
份进行分组

油脂性能降低
　 油脂性能降低 (油脂凝固和滑
动性能)

表 Ｄ－３ 绝缘电缆剩余

寿命估算问题[１２]

问题 说　 　 明 可能的回答 回答

　 技术问题

Ｔ１
　 所考察电缆的故障率是
否正显著增加?

Ｎ＝ ０ꎬ Ｙ＝ ６

Ｔ２
　 是否仅参考电缆的故障
率正显著增加?

Ｎ＝ ０ꎬ Ｙ＝ ２

Ｔ３
　 所考察附件的故障率是
否正显著增加?

Ｎ＝ ０ꎬ Ｙ＝ ３

Ｔ４
　 是否仅参考附件的故障
率正显著增加?

Ｎ＝ ０ꎬ Ｙ＝ １

Ｔ５
　 系统是否已投产 ４０ 年到
６０年之间?

Ｎ＝ ０ꎬ Ｙ＝ １

Ｔ６
　 系 统 是 否 已 投 产 超 过
６０年?

Ｎ＝ ０ꎬ Ｙ＝ ２

Ｔ７
　 沿 线 是 否 经 常 漏 油 或
漏气?

Ｎ＝ ０ꎬ Ｙ＝ ２

Ｔ８ 　 是否怀疑护套的完整性? Ｎ＝ ０ꎬ Ｙ＝ ２

Ｔ９
　 电缆是否处于高热负荷
或热过负载状态?

Ｎ＝ ０ꎬ Ｙ＝ １

Ｔ１０
　 该线路的腐蚀风险是否
增加?

Ｎ＝ ０ꎬ Ｙ＝ １

Ｔ１１

　 本问题仅针对固体绝缘
电缆: 电缆系统是否未设
有防水层且处于潮湿的环
境中?

Ｎ＝ ０ꎬ Ｙ＝ １

Ｔ１２
　 电缆是否受到较强的机
械力或振动的影响?

Ｎ＝ ０ꎬ Ｙ＝ １

　 技术问题总分数:
　 Ｔ＝ (Ｔ１＋Ｔ２＋   ＋Ｔ１２) /
Ｎꎬ 式中 Ｎ为该类型电缆适
用问题的满分

０ Ｔ １

　 经济问题

Ｅ１

　 对所考察电缆和新电缆
进行寿命周期成本对比ꎮ
　 更换电缆是否为最经济
的选择?

Ｎ＝ ０ꎬ Ｙ＝ １

续表

问题 说　 　 明 可能的回答 回答

　 替代性经济问题

Ｅ２
　 电缆系统的运行和预防
性维护成本是否高得难以
接受?

Ｎ＝ ０ꎬ Ｙ＝ ２

Ｅ３
　 输电中断成本是否高得
难以接受?

Ｎ＝ ０ꎬ Ｙ＝ ２

Ｅ４
　 是否有增强线路的经济
机会窗口?

Ｎ＝ ０ꎬ Ｙ＝ １

Ｅ５
　 维修成本是否高得难以
接受?

Ｎ＝ ０ꎬ Ｙ＝ ２

　 经济问题总分数:
　 Ｅ ＝ Ｅ１ 或 (Ｅ２＋Ｅ３＋Ｅ４＋
Ｅ５) / ７

０ Ｅ １

　 战略问题

Ｓ１ 　 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Ｎ＝ ０ꎬ Ｙ＝ ４

Ｓ２
　 是否存在可造成所考察
电缆系统停用的环境风险?

Ｎ＝ ０ꎬ Ｙ＝ ２

Ｓ３
　 本 线 路 在 电 网 中 是 否
重要?

Ｎ＝ ０ꎬ Ｙ＝ １

Ｓ４
　 该类型电缆是否已不可
再维护和正确修复?

Ｎ＝ ０ꎬ Ｙ＝ １

Ｓ５
　 针对某线路的故障定位
与修复所需的总耗时是否
不能接受?

Ｎ＝ ０ꎬ Ｙ＝ １

Ｓ６
　 电缆、 接头和终端设计
是否已不再适用于其工况?

Ｎ＝ ０ꎬ Ｙ＝ １

Ｓ７
　 是否有投资本线路的政
治机会窗口?

Ｎ＝ ０ꎬ Ｙ＝ １

　 战略问题总分数: Ｓ ＝
(Ｓ１＋Ｓ２＋   ＋Ｓ７) / １１

０ Ｓ １

　 权重因数

　 技术问题ꎬ ａ １ ａ ５

　 经济问题ꎬ ｂ １ ｂ ５

　 战略问题ꎬ ｃ １ ｃ ５

　 整体总分: Ｘ ＝ (ａ Ｔ＋ｂ Ｅ
＋ｃ Ｓ) / (ａ＋ｂ＋ｃ)

分数 建　 议　 措　 施

Ｘ ０ ４

　 红色: 系统已接近其寿命末期
　 —采用简单方法ꎬ 直接采取措施将红色状
态变为橙色或绿色状态 (例如只更换附件、
缓解一个安全问题、 解决技术问题ꎬ 参见第
７章)
　 —如果无法采取任何措施ꎬ 则从分数最高
的电缆系统开始ꎬ 更换整套电缆系统

２６



附录 Ｄ　 电网设备资产的健康指数参数

续表

分数 建　 议　 措　 施

０ １ Ｘ ０ ４

　 橙色: 系统需要特别关注
　 —寻找能将橙色状态变为绿色状态的可采
取的措施
　 —收集该电力电缆的数据ꎬ 进行适当的
维护
　 —１ ３年后、 采取纠正性维护措施后或电
缆运行 /性能 /安装方面发生重大变更后ꎬ 重
复实施详细的维护措施

Ｘ≤０ １

　 绿色: 系统无需立即采取措施
　 —收集该电力电缆的数据
　 —３ ５年后或电缆运行 /性能 /安装方面发
生重大变更后ꎬ 重复实施简化的维护措施

图 Ｄ－１　 问题得分及分数类别[１２]

Ｄ ４　 架空线路

表 Ｄ－４ 计算架空线路健康

指数的参数

设施 项目 说　 　 明

铁塔

寿命 　 铁塔的寿命

性能降低度
(目视检查)

　 通过目视检查评估整个铁
塔的性能降低度ꎬ 包括每个
部件的腐蚀程度

镀锌层厚度
　 使用测厚仪测量剩余镀锌
层的厚度

可靠度

　 基于最新知识ꎬ 通过查验
耐受强度评估设计强度风险
由于腐蚀作用导致铁塔强度
降低的风险

线路

寿命 　 线路的寿命

残余横截面积
　 钢芯和铝线的 残 余 横 截
面积

残余拉伸强度
　 根据横截面积估算或直接
获取 待 诊 断 绞 合 线 的 拉 伸
强度

发热 　 压接管是否存在发热情况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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