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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5日晚，首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颁奖仪式在杭州之江饭店千人

会堂隆重举行。天津大学教授贺家李，凭借在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领域的突出成就，成为中国电机

工程学会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首位获奖者。这位年

届86岁，仍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长者，是中

国第一代继电保护教师和研究者的杰出代表。

1  志存高远，投身电机事业

1925年，贺家李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

书香之家。其父贺绂之的书房门上写着“尚友圣

贤，继维东亚文化；旁研科哲，遐思西方美人”。

父亲学识渊博，精通四书五经，研习西方文化。

父亲给贺家李讲解道：这里的“西方美人”指的

是西方国家的优秀哲学思想和发达的科学技术。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而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则是报效国家的本领。因

此，贺家李自小就在心中树立了学习科学、报效

祖国的理想。

贺家李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秘密

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并联络几位志

同道合的好友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丽泽馆”，

还出版刊物《丽泽随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他参加了起义，带兵消灭政府军残部。后来担任

了冯玉祥将军部队某部政治处处长等职。1931

年，退出军界，任陕西省教育会评议员，督导教

育工作，并投身于孤儿院、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

他著书《孔孟学说的科学性》，指出中国的孔孟

学说中的精华和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多相似之

处，都具有科学性，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

在贺家李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背诵《大

学》、《中庸》，并向他讲授科学救国的道理，勉

励他向留德归来的、设计和建设了泾惠渠、渭惠

我国高校继电保护学科的奠基人
——记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首位获奖者贺家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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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两大灌溉系统，造福关中数百万人民的水利专

家李仪祉博士学习。父亲的民主爱国思想和治学

精神对贺家李影响极深，同样，李仪祉博士的学

识与敬业精神也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成为他心中的偶像。

贺家李从7岁开始，先后就读于陕西省女师

附小和力行中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习

成绩始终名列年级第一。在课余，他最喜欢买些

零件自己动手做小实验。成功组装出矿石收音机

后，初一的他心中充满了憧憬，立志要成为一名

电机工程师。

1941年日军轰炸西安，高中外迁，贺家李到

陕西省三原高中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出类拔

萃，高中毕业获得了保送迁至四川的国立武汉大

学的学习机会。然而，战乱年代父母不放心他离

家太远，因而他毅然放弃了保送机会，报考坐落

在陕南的西北工学院，因为该校是以声望很高的

北洋大学为主组建而成的。1946年经时任西北工

学院电机系主任、著名电机专家刘锡英教授的推

荐，贺家李辗转来到渤海之滨天津的北洋大学就

贺家李教授，20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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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48年，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

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贺

家李的教学、科研生涯从此开始。

2  敢于探索，奠定继电保护学科基础

被誉为电网保护神的继电保护，是电力系统

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

国高校尚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业，但又急需这

方面的专业人才。政府于1950年决定扩建哈尔滨

工业大学，聘请苏联教授，重点培养工业部门的

工程师和大学的理工科师资。贺家李受北洋大学

选派，赴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研究生，首次接触

到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故障分析的专业知识，

成为新中国最早学习继电保护与故障分析的5位

学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在学成之后在高校继续

从事该领域研究与教学的科研工作者。在哈工大

期间，他还作为苏联教授的助手，用俄语给中、

俄的本科生上习题课。从此他体验到了作为教师

的责任和乐趣，也坚定了毕生走教学与研究道路

的决心。

1953年，贺家李回到了天津大学（1952年

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

作。他首次在国内创立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和

自动化专业，开设了相关的专业课和专题课，编

写了教材，还接收外校教师来天津大学进修。这

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各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1954年贺家李率先在天津大学设计和建立了当

时比较先进的计算工具“直流计算台”，创建了国

内高校中第一个短路电流和继电保护实验室，为

短路电流和继电保护课程的实验教学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1955年，四川狮子滩水电厂由于一条35kV的

输电线路很短，我国和苏联都没有现成的快速继

电保护装置，因而无法按时投产发电。贺家李得

知此消息后，便主动请缨：“我试试看”。他承担

了短距离输电线路继电保护新原理和装置的研

制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 “输电线方向纵差动保

护原理”，并成功研制出相应的保护装置，确保

狮子滩水电厂的如期发电，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且

在可靠性和灵敏性方面优于苏联哈尔可夫工学院

研制的短线路保护装置。为此贺家李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并作为天津市劳模代表出席了全国首

届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获得了劳动光荣奖章，

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人的接见。这是贺家李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当时天津大学考虑到贺家李的卓越贡献，准

备晋升他为副教授，但被他婉拒了。他说：“我还

年轻，学识还不够，还是多锻炼几年好。” 

3  持之以恒，勇攀科学高峰

1958年底，

贺 家 李 赴 莫 斯

科 动 力 学 院 研

究生院学习，攻

读副博士学位。

他 跟 随 苏 联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保

护首席权威、国

际 著 名 的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保 护

专家A·M·费多

谢也夫教授，研

究 输 电 线 路 高

频保护。

在学习和研究中，贺家李并不拘泥于导师的

观点，他认为虽然纵联保护是输电线最理想的

保护方式，但由于必须要有通信通道交换故障信

息，因而会受通道性能和可靠性的影响和制约。

他提出了将输电线故障点产生的高频分量的某

个频率段用两端阻波器阻挡并加以利用的方法，

实现无通道快速保护的设想。

当他将自己的无通道快速保护设想告诉导

师时，教授非常好奇，便问道：“你是从哪里看来

的？”贺家李答道：“是我自己想的。”导师对贺

家李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科研精神非常欣赏，

并支持他的想法。

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他只能用手摇计算器

进行大量计算。虽然阻波器的结构设计出来了，

但由于所需信号频率和幅值变化的范围很大，模

拟式继电保护硬件无法可靠反应。因而他只好将

这种无通道快速保护思想写在论文里，以待条件

成熟时再重启研制。

留学苏联的锤炼，奠定了贺家李在继电保护

领域一生成就的科学基础。学成后他带着沉甸甸

的两箱书籍回到了祖国，从高起点开始其科研和

年轻时的照片



人 物 Power and 
Electrical Engineers

54

教学生涯。

贺家李将留学期间研究的输电线路高频相

差保护的改进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国内第一条

330kV线路的高频相差保护，并提出了提高长线

路相差保护性能的4项措施：发讯机远方启动、

保护装置三相负序电流启动、两半波比相和频率

调制。其中前3项在330kV线路的高频保护中得

到应用后，提高了保护的可靠性和动作速度。他

还将这种保护原理推广应用于三端线路，解决了

三端线路上应用高频相差保护的难题。几年后，

贺家李提出的这种新原理也在苏联的分支线路

高频相差保护中得到应用。

1973年，从甘肃某地向有色金属冶炼基地

供电的220kV输电线路开始建设。但因线路比较

长又很重要，要求在一相断开后其余两相仍能在

短时内运行。当时的各种保护原理均满足不了此

要求。受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委托，贺家李接受了

这一研制任务。他提出了“相电压补偿式方向元

件”的原理和结构。由西北电力设计院等4个单

位组成的科研组，在他的指导下，在天津大学经

过一年的实验论证，研制出以此元件为基础的新

型方向高频保护装置。该装置实现了保护装置在

两相运行状态下仍能正确反应故障，方向性强，

伴随系统振荡时发生反向故障，且在任何过渡电

阻下都不误动。该保护装置自1977年投入实际

运行的20余年中，多次正确动作，排除了线路上

的重大故障，确保了给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可

靠供电，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贺家李也因此

于1977年被天津市文教委员会破格提升为教授。

当年整个天津市被破格提升为教授的仅两人。

1978年他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并获科学

大会奖。

贺家李科研的步伐没有因各项荣誉的纷至

沓来而有丝毫停滞。 1978年，受北京电力设计

院和华北电管局的委托，他又承担了研制大同至

北京500kV输电线路高频保护的任务。他以“相

电压补偿式方向元件”为基础研制了用于500kV

输电线的新型静态方向高频保 护装置，并于

1980年投入运行，性能优良，保证了该线路按期

投产向首都送电。1984年，鉴于他在科技事业上

的不懈追求与拼搏精神，成果显著，再次被评为

天津市劳动模范。

在贺家李的生活和工作中，从来就没有节

假日的概念。在研究相电压补偿方向元件过程

中，贺家李带领科研组在实验室进行上千次静模

试验和数次动模试验，终于研制出第一套国产

500kV输电线路的静态方向高频保护装置。1985

年，水电部决定将这套国产保护装置与国外的

几套保护装置同时在葛洲坝至武汉的500kV超

高压输电线路上运行。实践表明，该装置运行20

多年，动作正确，而进口设备多次出现不正确动

作。运行经验表明，贺家李科研组研发的保护装

置由于符合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其运行特性

一般都优于国外产品。这套静态方向高频保护后

来大量应用于西北330kV和山西500kV电网，成

为20世纪80年代超高压线路快速保护的主流产

品之一，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1988年贺家李因此获得了水电部科技进步二

等奖。

4  不断创新，开拓研究新方向

贺家李还在众多机构中担任学术要职。繁重

的社会工作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他在学术研究

上丝毫没有松懈。他始终不忘父亲的谆谆教诲，

感恩国家的大力培养。他甘愿为科学事业奉献终

身，在艰难的科研道路上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给贺家李带来了科研的黄金时

期。身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领域的权威专

家之一的他，从不墨守成规，更不囿于现有的科

研思想与手段。从1988年起，贺家李主持研究微

机成套线路保护装置。所研制的多套微机保护

装置至今仍在电力系统中运行。该项研究成果

获1999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1990

年间，贺家李主持研究“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输变电站主要设备的故障诊断。1991年

该项目经国家验收，获部级荣誉证书。他主持研

究的神经网络距离保护，参加研究的集成电路保

周恩来总理接见,前排左一为贺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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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均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了简化变电站二

次系统，节约大量并行电缆并提高系统效能和可

靠性，贺家李于1992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保护、

控制、测量、信号、数据通信一体化的概念，即用

同一台微机装置同时实现这5种功能。变电站的

这些微机一体化装置用计算机光纤网络连接起

来，再与调度联网。为此，1992～1993年贺家李

获得批准研究一体化设备的博士点基金项目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到了21世纪，随

着光电互感器的研发与应用，光纤通信技术和网

络技术的发展，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陆续颁布

了数字化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和通信网络的国际

标准，由此派生出的广域保护和控制的思想都与

贺家李早先提出的一体化装置思想不谋而合。

随着全国联网的进行、三峡水电厂的建设，

贺家李指出:大型电站及重要的超高压多回路母

线故障对整个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带来了极大

的威胁。为此，他申请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并行

处理的自适应微机母线保护与控制的博士点基

金项目，首次提出并研制了分布式母线保护原理

与装置，有关学术成果也在IEEE的学术会议和核

心期刊上予以发表。从技术、经济等方面来看，

分布式母线保护是电力系统母线保护发展的必

然趋势。目前分布式母线保护装置在国际上已从

学术研究领域走向工业应用，取得了良好的运行

经验与发展。此外，贺家李还很关注人工智能的

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应用，并指导博士生探索继

电保护新概念，用人工智能方法使继电保护原理

跳出传统模式。在此理念的指导下，于1999年完

成了神经网络继电保护的博士点基金项目。

鉴于贺家李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领域的卓

越研究，多项研究成果已为国际继电保护界所认

可，贡献卓著，因此1999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

院选举他为外籍院士，2000年又当选为俄罗斯

工程院外籍院士。

我国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与电力负荷的地理

分布很不均衡。在此背景下，贺家李在20世纪90

年代提出：要想解决21世纪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

供应问题，必须建设兆伏级特高压输电线路，实

现西电东送。为此他提出申请“特高压输电”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但未能获得批准，理由是时

机尚不成熟。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有特高压输电

线路运行经验的国家，因此，贺家李于2001年特

地邀请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巴拉班诺夫教授

来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术交流，就特高压输电

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并正式在天津大

学开辟了特高压输电线路继电保护与过电压的

研究领域。贺家李还邀请国内兄弟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科研工作者，在天津大学听取俄罗斯专家的

经验介绍和进行学术讨论。就在贺家李指导课题

组在特高压保护控制领域初探时，国家经过多方

论证，决定在西北建设750kV输电线路。这是我

国电压等级向特高压领域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更

加坚定了贺家李在特高压系统的保护控制领域

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2002年，贺家李及夫人赴美国西雅图探望

女儿。贺家李到达西雅图后，每天乘公交车到华

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发现了当时还

鲜为国人所知的大量750kV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的

资料。为此他在美国探亲期间撰写了特高压输电

线的特点及其保护与过电压控制的高水平论文。

当他将自己的学习笔记和论文发回天津大学时，

课题组所有人员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在美国度

指导外籍学生 接受俄罗斯工程院院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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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贺老师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

撰写如此高水平的论文。大家在惊叹贺家李对新

课题高深的学术认知的同时，对他一如既往，矢

志不渝的钻研精神更是钦佩不已！

贺家李撰写的两篇特高压输电系统保护和

过电压控制的论文被国内核心刊物陆续发表。他

还在全国继电保护专业会议上作了750kV线路保

护和过电压问题的综述报告，对特高压线路保护

和过电压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贺家李指出，特高压远距离输电线路具有电

容电流很大、分布参数特性明显、过电压严重等

特征，传统的继电保护原理应用于特高压输电线

路时原理上有缺陷，这就给继电保护、控制领域

带来新的难题与科研目标。他指导研究生进行研

究，提出了完善的特高压输电线继电保护配置方

案，并提出了兆伏级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光纤电流

差动保护新原理、分相电流相位差动保护、能量

方向纵联保护新原理以及基于分布参数特性的

距离保护新原理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陆续在

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贺家李也多次受邀在国

际、国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另一方面，在国家电网公司和科研单位的积

极推动下，国家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国家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均明确提出了“重点研

究开发大容量远距离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与装

备”。国家电网公司决定建设中国第一条1000kV

特高压输电示范线路。这一重大决定无疑更加推

进了特高压领域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国内权威继

电保护研发制造企业和公司先后与贺家李课题

组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将理论成果实用化。在后

续的科研过程中，贺家李课题组在特高压输电系

统保护控制领域的研究又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根据贺家李提出的基于贝瑞隆模型

的分相差动保护原理研制的装置，已成功地运行

于我国第一条1000kV输电线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续的这些科研项目中，

贺家李都主动让年轻人负责项目，自己甘当“配

角”。并戏称自己是青年人的“后备保护”。

5 执教60载，培养专业人才

除了在科研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以外，贺家李

在教育领域也是硕果累累。他从1962年起就开始

培养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

首批博士生导师。他是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

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培养了一批高级人才，对

该专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贺家李曾长期担任中国电力工程类专业教材

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讨论制订高等学校电力

工程类专业的教学大纲，指导教材的编写工作。

他任主编撰写的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与专著《超高压输电线故障分析与继电保护》，

分别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和水电部电力优秀科技

图书一等奖，其中《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一

书已成为中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业的权威教

材。2007年该书再次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贺家李曾受教育部研究生司委托主持制订

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硕士生的第一个培养

方案。为促进我国高校在科研教育领域的广泛交

流，贺家李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定期在国内

各高校轮流开展“专业学术年会”的想法，并得

到国内各高校的一致拥护。1985年，由贺家李发

起并主持，邀请国内众多重点院校参与，在天津

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高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学术年会”。该年会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该专

业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的重要学术论坛。

1989年，又是在贺家李的积极奔走努力下，

创办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并由他担

任学报的编委会主任。学术年会、专业学报的创

办，大大促进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术

水平的提高。鉴于他毕生的辛勤耕耘和贡献，贺

家李被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许继奖教金授予特殊

贡献奖。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继电

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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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家李主要论著

保护原理与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使继电保护

现场技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随着科技

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提高，在贺家李的积极筹划

下，于1997年在天津大学创办了“电力研究与培

训中心”。他亲自撰写多种教材，亲自授课。给华

北电网以及山西、山东、内蒙古等地电网的2000

余继电保护运行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和专题培

训。他还主动留下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以便日

后联系和进行讨论。学员们对他这种诲人不倦的

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有人对此不理解，包

括他的子女，认为贺先生这么大岁数，这么高的

威望，该享享清福了，何必亲自上讲台讲课？可贺

家李却说：“过了古稀之年还能上讲台，是人生

最大的幸福！”。他把讲课的酬金大部分捐给了天

津大学的“北洋励学金”。

至今，贺家李依然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说：

“我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他将节约的每一

分钟都用在了科研和教学上，年过八旬的他，仍

工作在第一线。他常说：“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这就是他直到老年仍孜孜好学，手不释卷

的心得和体会。

贺家李先生一生热爱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事

业，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其治学精神做到了“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他的人生修养更是永

葆年轻单纯，执教60载，精神不减当年。他一向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贺先生的品德风貌，尽显

大师风范，受到师生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