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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1 201602150005 
隐极式同步发电机启动试
验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国电科学技术研究
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
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山东
齐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发电设备厂有限公司) 

大电机专业
委员会 

2016/1/1 
～ 

2016/12/31 

2 201602150006 
大型调相机产品监造及出
厂试验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
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
公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发电机厂、哈尔滨大电机研究
所、山东齐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有限公司) 

大电机专业
委员会 

2016/1/1 
～ 

2016/12/31 

3 201602170005 
大中型电机定子绕组绝缘
性能检测方法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
所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冀
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
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
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上
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北京京城新能源有限公司、山东齐
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济南发

大电机专业
委员会 

2016/2/15 
～ 

2016/12/31 



 

 - 4 -

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电设备厂有限公司)、武汉汽轮发
电机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东北分院、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科学研
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4 201602180009 
六氟化硫试验尾气回收技
术导则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江苏海立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 

电力环境保
护专业委员

会 

2016/3/1 
～ 

2018/3/1 

5 201602190001 
风力发电机组筒形塔涂装
防腐技术规范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天顺
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海虹
老人涂料（昆山）有限公司、阿克
苏诺贝尔防护涂料（苏州）有限公
司、江苏保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风力与潮汐
发电专业委

员会 

2016/6/1 
～ 

2017/12/31 

6 201603170001 
风力发电机组叶片气动附
件安装规范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
绿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
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风力与潮汐
发电专业委

员会 

2016/4/1 
～ 

2017/12/31 

7 201602150004 
陆上风电场设备选型技术
导则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山
东发电有限公司、浙江运达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西北勘测设计院 

火力发电专
业委员会 

风力与潮汐
发电专业委

员会 

2016/3/1 
～ 

2016/11/30 

8 201602170001 
纯水中痕量有机物的测量
方法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大
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安徽省电力科学研
究院、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火力发电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6/12/31 

9 201602170004 
海上风电工程设备监理技
术导则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江
苏风电分公司、远景能源(江苏)有
限公司、华北电力大学 

火力发电专
业委员会 

风力与潮汐

2016/4/30 
～ 

201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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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发电专业委
员会 

10 201602220004 
水轮机过流部件磨蚀损伤
修复与喷涂防护技术导则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华
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 

金属材料专
业委员会 

2016/4/1 
～ 

2017/4/1 

11 201602240001 
火力发电厂烟囱运行状态
评估技术导则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
院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华电邹县发
电有限公司、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
限公司 

金属材料专
业委员会 

2016/6/1 
～ 

2017/12/30 

12 201602240002 
输电线路钢制杆塔腐蚀安
全评估导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山东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
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运维检修部 

金属材料专
业委员会 

2016/7/1 
～ 

2018/6/30 

13 201602240003 
重工业污染区输电线路腐
蚀防护材料选用技术导则
镀锌钢铁塔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山东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
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运维检修部 

金属材料专
业委员会 

2016/7/1 
～ 

2018/6/30 

14 201601220003 
发电机组一次调频运行参
数设置技术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哈尔滨
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气集
团东方电机厂有限公司 

热工自动化
专业委员会

2016/6/1 
～ 

2017/12/30 

15 201602180008 
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模拟
量控制系统扰动试验技术
标准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
究院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内蒙古电
力勘测设计院、内蒙古京泰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矸石发电公司、神华神东
萨拉齐电厂、神华亿利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蒙西发电厂、内蒙古京海煤矸石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神东电力公司
上湾热电厂 

热工自动化
专业委员会

2016/5/1 
～ 

2017/12/1 

16 201602150003 
绝缘管型母线现场交接及
运行检测技术规范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第一互感器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西邦电气有限公

变电专业委
员会 

2016/1/1 
～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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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司 

17 201602180011 
装配式变电站设计技术规
程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东北院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沈阳建宝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变电专业委
员会 

2016/3/15 
～ 

2017/10/31 

18 201602190004 
±800kV 及以上特高压直
流工程换流站消防设计导
则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 

变电专业委
员会 

2016/2/19 
～ 

2017/2/19 

19 201602200004 变电站设备抗震设计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南
方电网公司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
电力规划研究院、中国电力工程顾
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四川电力勘察设计咨询公
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有限
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变电专业委
员会 

2016/2/1 
～ 

2017/12/31 

20 201602150001 
智能隔离断路器试验检测
规范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安
交通大学、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
限责任公司、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 ABB 高压开关设备有
限公司、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 

测试技术及
仪表专业委

员会 

2016/1/1 
～ 

2016/12/31 

21 201602150017 
输变电设备带电检修机器
人试验检测规程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网湖北省

测试技术及
仪表专业委

20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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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深圳市通力信
科技有限公司 

员会 2016/12/31 

22 201602190007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
备局部放电带电测试缺陷
定位技术应用导则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
电力公司、华北电力大学 

测试技术及
仪表专业委

员会 

2016/2/1 
～ 

2016/12/31 

23 201602190015 
220kV、500kV 变电站智能
组件地电位升高防护及实
验室试验技术规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华北电力大
学、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 

测试技术及
仪表专业委

员会 

2016/1/1 
～ 

2016/12/31 

24 201602150014 
配电系统继电保护产品动
模试验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电力试
验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南京磐
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供电专
业委员会 

2016/4/1 
～ 

2016/12/31 

25 201602180006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网络
规划导则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
研究院、北京华商三
优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电动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北京华
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城市供电专
业委员会 

2016/2/28 
～ 

2016/12/31 

26 201602180007 
配电网网格法规划技术规
程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
研究院、北京京电电
力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经济技术研究
院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北京京
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城市供电专
业委员会 

2016/2/28 
～ 

2016/12/31 

27 201602190014 
66kV 及以上高压电缆振荡
波局部放电测量方法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
司电力试验研究院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电力试验研
究院、华北电力大学、清华大学、
重庆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城市供电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6/12/31 

28 201602180015 
输变电工程用电动扭矩扳
手技术条件 

国家电网公司交流
建设分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交流建设分公司、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安徽送变电工
程公司、黄山市斯特尔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扬州鑫源力合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电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建设专
业委员会 

2016/2/28 
～ 

2017/12/31 

29 201602180020 输变电工程用液压绞磨 
国家电网公司交流
建设分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交流建设分公司、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扬州鑫源力合
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建设专
业委员会 

2016/2/29 
～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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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标准名称 发起单位 共同编写单位 
标准 

专业委员会
起止时间 

30 201602190012 
1000kV 变电站抗震设计规
范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电
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
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华北电力设
计院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力顾问
集团公司西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
限公司 

电力建设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7/12/31 

31 201602230001 电力通信机房深化设计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
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安徽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银川供电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宁东供电公司 

电力通信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6/12/30 

32 201602230002 
光传送网（OTN）工程验收
规范 

国家电网公司信息
通信分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中
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
苏省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等 

电力通信专
业委员会 

2016/2/23 
～ 

2017/6/30 

33 201602230003 
风能及光伏电站接入电力
系统通信技术规范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信息通信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石嘴山供电公
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
信分公司、广东电力设计院、国网
河北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
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西南分部 

电力通信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6/12/31 

34 
201602170002 
201602180013 

汽轮发电机组弹簧隔振基
础设计规程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
集团华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广核
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
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
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隔而固
（青岛）振动控制有限公司、河北
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山东电力
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电力土建专
委会 

2016/6/1 
～ 

2018/4/30 

35 201602190016 
大型发电机低励限制功能
的源网协调整定技术规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清华大学、浙江浙能

电力系统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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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四方继
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国网宁夏
电力公司 

2017/12/31 

36 201602190017 
大规模新能源高压交直流
输送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
技术导则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国网甘肃省电力公
司、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系统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7/12/31 

37 201602250002 
电力系统自动高频切除发
电机组技术规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
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贵州电
网公司、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
司 

电力系统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7/12/31 

38 201602050001 
同步发电机进相试验进相
能力计算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中国
国电集团公司 

电力系统自
动化专业委

员会 

2016/2/1 
～ 

2017/2/28 

39 201602190013 
地调 AVC 系统运行维护规
范 

国网江西省电力科
学研究院 

国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江西省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 

电力系统自
动化专业委

员会 

2016/7/1 
～ 

2017/6/30 

40 201602190018 
配电自动化建设效果评价
指导原则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国网安
徽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
究院、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
术研究院、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经
济技术研究院、南瑞集团公司 

电力系统自
动化专业委

员会 

2016/3/1 
～ 

2016/12/31 

41 201602190022 
配电线路故障定位装置技
术规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网电力科学研
究院、国网湖南省电
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电力科
学研究院、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 

电力系统自
动化专业委

员会 

2016/6/1 
～ 

2017/12/30 

42 201601260001 
基于电能信息采集系统的
多表合一数据传输技术规

深圳市国电科技通
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电科技通信有限公司、国
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国网浙江省电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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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信息
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威胜集
团 

2017/12/31 

43 201602010002 
电力企业私有云架构基础
设施技术规范 

北京中电普华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北方工业大
学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7/1 
～ 

2017/12/31 

44 201602150019 
电力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
全监测技术规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湖北省
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湖
北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国网湖
北省电力公司、北京神州绿盟信息
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6/11/30 

45 201602190003 
面向分布式电源的家庭能
效管理系统功能规范 

北京国电通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国
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浙江省电
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浙
江省分布式光伏并网技术研究院、
天津天海源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晶科家庭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用电产业联盟、浙江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6/12/31 

46 201602190026 
电网地理信息(GIS)服务
平台图形共享交换规范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亿力
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国网河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47 201602190028 
电网地理信息（GIS）服务
平台术语规范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亿力
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48 201602190029 
电网地理信息（GIS）服务
平台总则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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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49 201602190030 
电网地理信息(GIS)服务
平台图元规范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50 201602190031 
电网地理信息(GIS)服务
平台与配电网自动化应用
集成规范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 

电力信息化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51 201602220002 
气体绝缘封闭式电气设备
焊缝检测技术规程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网江苏省电力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江苏省
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
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河
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站焊接专
业委员会 

2017/1/1 
～ 

2017/12/31 

52 201602050004 
基于天线阵列的局部放电
带电检测与定位技术的现
场应用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安
交通大学、国网荆州供电公司、武
汉新电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高电压专业
委员会 

2016/7/1 
～ 

2017/10/30 

53 201602160001 
中压配电线路用多级短间
隙灭弧型防雷装置通用技
术条件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湖北省
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水
院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 

高电压专业
委员会 

2016/4/1 
～ 

2017/3/31 

54 201601250001 
大型同步调相机控制及保
护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南方电网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广东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继电保护专委会、上海
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东北电力设计院、江
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四
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继电保护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2017/12/30 

55 201601250002 
分布式光伏发电一体化控
制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南方电网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广东电力调度

继电保护专
业委员会 

20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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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
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
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
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继电保护专委
会 

2016/1/30 

56 201602180014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
故障选线装置检验规程 

国网江西省电力科
学研究院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广东电网
电力调度中心、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长沙理
工大学、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广西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山
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蓝瑞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山大
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思源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丹华昊博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继电保护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0 

57 201602180014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
故障选线装置运行规程 

国网江西省电力科
学研究院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广东电网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南京南瑞继保
电气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长
沙理工大学、国网江西省电力公
司、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广西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蓝瑞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思源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丹华昊博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继电保护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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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1602150002 
电力系统山火分布图绘制
技术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
电网公司运维检修部、国网湖南省
电力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武汉大学 

输电线路专
业委员会 

2016/2/1 
～ 

2016/12/31 

59 201602160007 
输变电工程地基基础检测
规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
电力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输电线路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12/31 

60 201602180017 
输变电工程地质灾害防治
技术导则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北京经
济技术研究院、甘肃省电力设计
院、新疆电力设计院、中科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输电线路专
业委员会 

2016/2/18 
～ 

2016/12/31 

61 201602180021 
电网舞动区域分级标准与
舞动区域分布图绘制规则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湖北省
电力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 

输电线路专
业委员会 

2016/2/18 
～ 

2016/12/31 

62 201602190027 
输变电工程数字化设计应
用导则第 2 部分输电线路
工程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省
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国核电力规划
设计研究院 

输电线路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3/1 

63 201602190006 
电力需求响应接口技术规
范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
公司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能源
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东南大学

用电与节电
专业委员会

2016/1/1 
～ 

2016/12/31 

64 201602190010 负荷预测管理规定 国网能源研究院 
国网能源研究院、国家电网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分部、华北电力
大学 

用电与节电
专业委员会

2016/1/31 
～ 

2016/12/31 

65 201602220003 
智能电网接地综合保护装
置技术规范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武汉南瑞有限责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
限责任公司、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用电与节电
专业委员会

201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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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国
网能源研究院、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 

2017/3/31 

66 201602140001 
配电网用户侧电压源变流
器技术导则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武汉供电
公司、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3/1 
～ 

2017/9/30 

67 201602150011 
直流配电网控制与保护设
备技术导则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4/1 
～ 

2017/10/31 

68 201602150012 
直流配电网控制与保护设
备试验规程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
有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4/1 
～ 

2017/10/31 

69 201602160009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接地
极引线过电压风险评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6/1 
～ 

2017/5/31 

70 201602170003 
柔性直流输电用联接变压
器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沈阳变压器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
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天威保
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变
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特变电工衡阳
变压器有限公司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3/30 
～ 

2017/3/30 

71 201602180019 
面向直流输电系统（含柔
性直流）运行研究的实时
仿真模型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系统运行
部）、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
司、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直流输电与
电力电子专
业委员会 

2016/6/1 
～ 

2018/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