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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输变电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评估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传统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

存在状态感知不全面、数据质量低、评估模型构建困难等瓶颈问题。数字孪生技术打通了实体—感知—建模—应

用的全链路流程，基于新型传感技术实现对输变电设备状态的全面感知，根据输变电设备的运行特征实现传感装

置评估、数据深度治理，依靠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构建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体，实现输变电设备的状态差异

化评价、故障精准诊断和状态准确预测。数字孪生技术与状态评估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推动输变电设备的运维管理

迈向智慧时代。为此对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包括状态感知、数据治

理、模型构建和应用在内的数字孪生技术的具体应用，总结探讨了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应用

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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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 condi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 The traditional state evalua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has bottlenecks such as incomplete state perception, low data quality, and difficulty in building 
evaluation model.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opens up the whole link process of entity-perception-modeling-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new sensing technology, the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
mation equipment is realized.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sensor device evaluation, and data in-depth governance are realized.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data min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twi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is constructed, which realizes 
the state differentiation evaluation, accurate fault diagnosis and accurate state predic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
formation equipment.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win and condition assessment technology will promot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to a smart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 the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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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and elabor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cluding condition sensing, data governanc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 the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pow-
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is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and prospect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re presented. 
Key words：digital twin;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sensing device; data 
cleaning; state evaluation; fault diagnosis; state prediction 
 

0 引言 

输变电设备作为电网中的电能输送和传输的

枢纽设备，其运行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电网的安全

稳定运行。因此，及时掌握输变电设备当前的运行

状态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运行趋势，实现对设备运

行状态的准确评估，对于保证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具

有重要意义[1]。由于输变电设备特殊的运行工况，

在设备状态出现劣化趋势时，无法及时进行停电检

修，因此，在运输变电设备安装各种传感装置，实

时获取用于反映设备运行情况的各类状态量，并基

于此建立输变电设备的评估模型，及时掌握设备的

运行状态，是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主要手段[2]。

然而，在目前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3]，具体如下： 
1）用于获取输变电设备运行状态量数据的高

可靠性、高稳定传感装置较少。表征输变电设备运

行状态的特征量众多，对于某些常见的状态量，如

温度、振动等，需要考虑输变电设备特殊的运行环

境情况进行改进；而对于特殊的状态量，如局部放

电、油中溶解气体、电场等，则需要研制专用的传

感装置，除了实现状态量的准确获取之外，还需要

保证其能够在输变电设备特殊的运行环境下可靠、

稳定运行[4-5]。 
2）输变电设备状态量数据质量较差。受限于

传感装置稳定性差、现场运行环境恶劣、电磁环境

复杂等原因，反映设备运行情况的状态量数据中存

在大量的异常数据以及噪声数据，这会直接影响设

备状态评估模型的准确性。 
3）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模型准确性较差。目

前，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模型通常依赖于专家经验

或通用算法，缺乏对输变电设备个性化特征的考虑；

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受限于状态量种类的限制，

模型表达能力较弱、泛化能力差；此外，在对设备

的状态进行预测时，传统预测方法无法很好表征输

变电设备在时序上的特征，从而导致预测准确度低[6]。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

涉及计算机、信息通信、数字表达、人工智能、数

据挖掘等的交叉融合应用也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和产业的落地应用，推动了计算

机技术与传统工业设计制造工业的深度交叉融合。

基于计算机技术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信息世界之间

的数据传递与虚实映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

此背景下，数字孪生(digital twin，DT)技术应运而

生，且已经被应用至卫星技术[7]、远程手术[8]、智

能汽车[9]、材料制造[10]、设备维修与故障诊断[11-12]、

复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13]等多个方面[14]。而在设

备管理中，数字孪生技术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模型建立、模型应用体系而为解决

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

段，为实现精准的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提供了“驱

动力”和“加速器”。 
当前，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对输变电设备传感装

置设计、数据清洗与选择、设备状态评价与故障诊

断均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

这些研究相对孤立，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

本文对现有的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研究成果进行了

分析，从状态感知、数据治理、模型构建、现场应

用等 4 个层面对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

估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分析了在具

体应用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对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实

现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1  数字孪生技术概述 

数字孪生是由歇根大学的迈克尔 ·格里夫

(Michael Grieves)教授于 2003 年提出， 初定义为

“与物理模型等价的虚拟数字化表达”[15]。随后，

2010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阿波罗项目

中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至飞行器设计和制造中[16]。

至 2010 年，数字孪生被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用于解

决战斗机维护问题，至此“数字孪生”概念模型经

过优化之后正式确立。数字孪生定义为：数字孪生

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

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的仿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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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对物理实体的映射，从而反映物

理实体的全生命周期过程。数字孪生本质上是一个

对物理实体或流程的数字化镜像，在创建数字孪生

过程中，基于传感器数据以及物理模型，利用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等方法建立一个实时更新的、现场

感极强的“数字孪生体”，用来支撑物理产品生命周

期各项活动的决策[17]。 
目前，通行的数字孪生技术架构包括物理层、

数据层、模型层、功能层和应用层。其中，物理层

对应物理实体，数据层包括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

模型层包括机理模型以及数据驱动模型，功能层包

括描述、诊断、预测、决策等功能，应用层则对应

具体模型功能的具体应用情况。数字孪生技术区别

于用软件方式来模拟物理世界确定性规律和完整机

理的仿真技术，其具有实时性、闭环性的特点，而

仿真技术仅能离线进行。数字孪生技术也区别于构

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全要素映射、交互、协同

的关系的信息物理系统技术 (cyber-physical sys-
tems，CPS)，其侧重于模型的构建技术。另一方面，

数字孪生技术同样也区别于涵盖产品构思、设计、

供应链、制造、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数字主线技

术以及致力于设备、部件等企业的每一项资产之间

互联互通与互操作的资产管理壳技术，其具有可扩

展性以及保真性等特征。基于上述数字孪生技术的

完善的架构以及具有的互操作性、可扩展性、保真

性、实时性、闭环性等特点，其被应用于多个领域，

且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18-20]。 

2  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生技术

应用 

随着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的大力推进和快速

发展，输变电设备的检修方式已经由传统的“计划

检修”方式转为“状态检修”。对输变电设备进行“状
态检修”，需首先基于各种传感器感知反映设备运行

情况的状态量，之后，对状态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构建用于评估输变电设备运行状态的模型，在此过

程中，采用试验模拟、数据驱动等方法不断优化模

型，使其状态量数据更加丰富、数据质量不断提升、

模型准确性和可靠性不断增强，从而更好地表征实

际输变电设备的运行规律。基于上述步骤实现输变

电设备运行规律的挖掘过程本质上是输变电设备状

态评估的数据孪生技术实现的过程。目前，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给出的 新数字孪生技术架

构包含了物理层、数据层、模型层、功能层和应用

层等五层结构，其中物理层对应物理实体，数据层

包括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模型层包括机理模型

和数据驱动模型，功能层包括描述、诊断、预测、

决策，应用层则包括智能工厂、车联网、智慧城市

等[18]。基于该技术架构，考虑输变电设备所具有的

自身属性以及运行环境特点，对输变电设备状态评

估过程中的技术架构进行分析。 
现场实际的输变电设备包括变压器、换流变压

器、电缆、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输电线路、

电容器、避雷器等，对应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

数字孪生技术架构的物理层。输变电设备特殊的运

行环境和工况使得其无法在物理空间被实时的分析

和运维，因此，需要基于各种传感装置感知表征设

备运行情况的各种状态量，同时，融合设备的在线

监测数据、运行环境数据、工艺制造数据、离线试

验/运维检修数据等多维度数据实现输变电设备运

行状态和运行环境数据的全方位感知，因此，区别

于通用的数字孪生技术架构，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

估的数字孪生技术架构中，物理层之后是用于全方

位感知设备运行数据的感知层。在获取到数据之后，

考虑输变电设备复杂的运行工况和电磁环境，需要

对数据进行清洗，以提升数据质量，从而为输变电

设备数字孪生体的模型提供数据支撑，此过程包括

对异常传感装置的评估、对数据进行清洗、选择

优数据等，该过程是通用数字孪生技术架构中的数

据层，对应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数字孪生技术架构

的数据层。基于输变电设备的全景式、多维度数据

可以构建输变电设备的数字孪生体，根据实际的业

务需求，构建输变电设备的数字孪生体的具体功能

模型，主要包括：设备状态评价模型、设备故障诊

断模型和设备状态预测模型等。在输变电设备的状

态评估中，模型与功能是一致的，即基于现场实际

的应用业务需求构建相应的模型，实现设备的评估、

诊断以及预测功能，因此，上述内容均属于输变电

设备状态评估数字孪生技术架构中的模型层。而输

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数据孪生技术架构的应用层包

括：指导现场检修、为调度提供服务、对设备寿命

进行评估、指导设备物资采购、为设备和装置升级

提供建议、指导改进设备制造和组装工艺、辅助进

行设备资产管理等，其与通用数字孪生技术架构中

的应用层对应。综上所述，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

的数字孪生技术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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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生技术架构 

Fig.1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in state assess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如图 1 所示的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

生技术架构中物理层对应着具体的物理实体设备，

应用层是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体模型的具体业务应

用，而感知层、数据层和模型层则是目前输变电设

备状态评估中 重要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对涉

及这 3 层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感知层中，对输

变电设备传感装置研发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在数

据层中，对异常传感装置评估、数据清洗以及数据

选择方法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在模型层中，则对

设备状态评价模型、故障诊断模型以及状态预测模

型 3 部分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2.1  输变电设备状态全面感知技术 

为了实现对输变电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

和精准评估，需要为其安装各种传感装置，以实现

对其各个方面状态量的全面感知。如超声流速传感

装置、光纤压力传感装置、油中溶解气体传感装置、

微水传感装置、油中电场传感装置、特高频传感装

置、SF6 传感装置、接地电流传感装置等，如图 2
所示。 

对于重要的输变电设备变压器而言，油中溶解

气体传感装置是监测其运行状态和故障情况的重要 

 

图 2  面向输变电设备状态深度感知的各类传感装置 

Fig.2  Various sensing devices for in-depth perception of the 

state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装置。目前，除了已经被广泛使用的基于热导检测

器[21]、基于氢离子火焰检测器[22-23]等的油中溶解气

体传感装置之外，基于光学技术的油中溶解气体传

感装置由于具有非接触测量、抗电磁干扰等优势，

而被广泛研究[24-25]。而对变压器的局部放电进行监

测，也是实现其状态评价和故障诊断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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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局部放电信号时，基于特高频信号的局部放

电监测装置由于具有较好的灵敏度以及抗干扰能力

等优势，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实际应用[26]，而基于光

学技术的局部放电监测装置也是目前的研究热 
点[27-28]。为了获取换流变压器内部的复杂电场情况，

研发基于 Kerr 电光效应的电场测量传感装置，实现

了复杂油纸绝缘结构内部空间电场的非接触式测 
量[29]。为了在高温复杂电磁环境下，测量变压器内

部压力，基于光纤光栅结构的压力传感器已经完成

研发，实现了在不影响原有绝缘结构的前提下，直

接测量变压器内部各个位置的压力[30]。为了测量变

压器油中的水分体积分数，基于新型微纳光纤的变

压器油中微水传感装置也已经被设计和研发[31-32]。 
除了变压器之外，在监测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gas-insulated switchgear，GIS)的运行状态

时，SF6 气体密度、湿度、分解气体成分以及开关

触头温度监测装置也已经广泛应用[33-35]。除此之外，

用于监测电气设备接地电流的监测装置也已在现场

获得广泛应用[36]。 
目前，材料技术、光学技术、新型通信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以及光学、化学、生

物学、电子学等学科深度渗透和融合，为研发高精

度、高可靠、快响应、智能化、微型化的输变电设

备状态传感装置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微功耗以及无

源化、自组网、多传感器融合也日益成为输变电设

备传感装置的重要研究方向。得益于上述各类新型

传感装置的研发和广泛应用，对输变电设备运行状

态进行全面感知成为现实。 
在输变电设备各类传感装置获取到设备的实

时运行数据之后，结合运行环境数据、设备工艺制

造数据、设备的离线试验以及运维检修数据、故障

案例数据等，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实现对输变

电设备状态进行多维度、全过程、全景式、全链路

的深度感知[37]，为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

生技术提供了数据保障。 
2.2  输变电设备状态数据治理技术 

输变电设备状态全面感知技术实现了对输变

电设备运行状态量的全面监测，获得了反映其运行

状态的多维度数据。而输变电设备状态数据治理技

术是对感知到的数据进行深度清洗，剔除异常数据，

保证数据质量，为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

生技术提供了质量保证。输变电设备状态数据治理

技术包括异常传感装置评估、数据清洗和数据选择

3 部分内容。 
2.2.1  异常传感装置评估 

传感装置安装在输变电设备上实时运行，但其

稳定性和可靠性普遍低于输变电设备，复杂的电磁

环境和严苛的运行工况将会导致传感装置更易发生

故障[38]。而异常传感装置的存在，将直接导致其采

集到的数据出现大量异常，造成对设备运行状态的

误判或者漏判，从而影响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模型

的构建。因此，需要对传感装置的可靠性进行评估，

及时发现异常传感装置，并剔除对应数据，以保证

输变电设备数据模型构建的准确性。传统的针对传

感装置有效性的研究采用模式识别方式，基于异常

传感装置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构建智能的分类器，

或者从传感装置的异常数据提取关键统计量，基于

统计量进行判断[39-40]。针对输变电设备状态量传感

装置，通常采用离线标定试验、离线在线数据相互

校验的方法来实现评估[41-42]。然而，由于输变电设

备状态传感装置特殊的运行工况，导致其很难退出

运行进行离线试验，且离线试验操作繁琐、周期较

长，很难对现场大量的传感装置进行批量评价。而

较少的异常数据以及异常模式边界模糊等问题也使

得模式识别方法无法训练得到较好的分类器。因此，

基于传感装置实时数据异常特征的有效性评估成为

切实可行的方法[43]。该方法基于实时监测数据的异

常特征对传感装置的有效性进行判断，方法流程如

图 3 所示。该方法采用滑动窗口从实时监测数据流

中获取评价数据集，考虑异常值、连续相同值、数

据变化率、整体和分段变异系数进行评判，并设置

了容忍度调整评判的严厉程度。该方法可以在输变

电设备状态量传感装置不退出运行的情况下，对其

有效性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异常传感装置。 
 

 

图 3  基于多判据融合和数据驱动的传感装置有效性 

评估方法流程 

Fig.3  Flow chart of sensing devic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multi-criterion fusion and data 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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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据清洗 
基于多判据融合的方法可以及时发现现场处

于异常运行状态的传感装置，然而在实际应用中，

很多传感装置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但是由于受到

短时电磁干扰等影响出现一些异常数据，如丢失值、

突变值等[44-45]。尽管这部分异常数据占整体数据的

比例较少，但同样会影响模型的可靠性，因此需要

对这部分异常数据进行清洗，从而提升数据质量。

数据清洗流程如图 4 所示[46]。 
数据清洗首要检测数据流中的异常数据，包

括：丢失值、空值、超量程值和奇异值。丢失值通

过检索时间戳可以发现，空值、超量程值可以通过

设置简单的判断条件来检测，使用拉依达准则可以

检测异常值。对剔除异常值之后对应位置产生的空

值，以及监测数据中本身存在的空值数据，考虑输

变电设备状态量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波动性，利用

马尔可夫过程描述状态量在时间维度上的状态转移

情况，实现对缺失数据的补全[47]，具体流程如图 5
所示。马尔可夫过程基于转移概率来描述系统在不

同状态间的变化情况，能够反映系统细微的波动情

况。数据补全过程用状态转移过程描述时间序列上

的变化过程，挖掘了正向和反向两个方向上的状态

转移过程，通过动态赋值对正向和反向上的转移规

律进行融合，实现对缺失数据的精准补全。 
数据平滑是剔除随机噪声、处理阶跃数据的重

要方法。基于滤波系数等于跨度倒数的低通滤波器

可以实现数据平滑，有效剔除时间序列中的噪声数

据；而通过对阶跃数据段中的点进行逐个平滑，可

以有效克服数据中的阶跃现象。 
数据包络处理是呈现时间序列整体变化趋势

的方法，在构建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模型时，需要

忽略小尺度时间维度上的微小波动，而保留大尺度

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基于希尔伯特(Hilbert 
transform，HT)变换的数据包络处理可以表征这种

趋势变化。 
2.2.3  数据选择 

由于输变电设备在电力系统中承担重要的作

用，因此，一般从其投入运行开始就安装各种传感

装置以获得运行数据，形成了时间跨度较长、数据

量大的状态量时间序列。基于这些数据建立数字孪

生体模型时，若选择的时间序列过长，则较早时间

的数据无法反应当前设备的运行状态；若选择的时

间序列较短，则很有可能漏选数据，同样导致设备

运行状态无法被准确反映。目前，研究人员主要依

靠主观经验来选择数据，选择全部数据或者选择一

个固定时间长度的数据，选择过程缺乏客观性。为

了解决该问题，利用设备状态量具有的非线性动力

学特征在混沌相空间上挖掘设备状态量时序变化规

律，获取用于建立设备数字模型的 优数据集。基

于混沌理论的设备状态量 优数据选择方法流程如

图 6 所示[48]。 

 

图 4  输变电设备状态量数据清洗流程图 

Fig.4  Flow chart of state data cleaning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图 5  基于双向马尔科夫的缺失数据补全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of missing data completion based on  

bidirectional Markov 

 

 

图 6  基于混沌理论的设备状态量 优数据集选择流程图 

Fig.6  Flow chart of selecting optimal data set of equipment 

state based on Chao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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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备状态量时间序列数据集，基于

Lyapunov 指数判定其是否具有混沌特性，当时间序

列数据集不具备混沌特征，则选择所有数据作为

优数据；当具备混沌特征时，则重构时间序列的相

空间，并计算嵌入维数。分析在相空间中嵌入时间

序列关联积分的收敛特性，挖掘 优数据集长度与

嵌入维数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实现 优数据集的选择。 
2.3  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数字孪生模型 

基于全面感知以及数据治理技术获得的多维

度、全景式数据可以构建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的数

字孪生模型，实现对设备状态的准确评估。从时间

维度以及现场实际的需求出发，输变电设备状态评

估的数字孪生模型主要实现对输变电设备当前的运

行状态进行评估以及对未来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测两

个功能。其中，在对当前状态进行评估时，为了满

足时效性以及准确性的要求，首先，对异常状态进

行快速检测，之后，对存在异常的设备进行差异化

评估，随后，对设备进行精细化的评估，进一步对

设备的故障进行诊断。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数字孪

生模型包含的具体功能模型如图 7 所示。 
2.3.1  异常状态快速检出数字孪生模型 

输变电设备状态快速检出数字孪生模型的目

的是在获取设备的状态量之后，迅速判断设备是正

常还是异常。对于处于异常状态的设备进行进一步

的差异化以及精细化评估，而对于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的设备则不进行处理，从而节约系统算力，提高

设备状态评估的整体效率。在输变电设备状态快速

检出数字孪生模型中，首先，对实体设备的实时状

态量数据的波动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并赋予状态量动

态权重，构建赋权状态量高维空间，在高维空间中

利用 Canopy 簇合并实现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的区

分[49-50]，模型流程如图 8 所示。 
对于设备的多个状态量，建立威布尔模型获得

表征状态量稳定性的波动系数，并确定每个状态量

的权重，形成变权高维空间。在变权高维空间中利

用聚类方法建立设备正常运行状态对应的聚类簇。

若新获取的状态量监测数据属于该聚类簇，则认为

其处于正常状态，否则，为异常状态。 
在输变电设备状态快速检出数字孪生模型中

利用优化的 Canopy 簇合并算法替代传统 Canopy方
法，解决其分类不准确以及在聚类过程中边界模糊

的问题。优化的 Canopy 簇合并算法在形成新的类

时，与之前生成的类进行对比，若相似，则合并，

以此获得更加准确的聚类结果，其实现流程如图 9
所示。 

在输变电设备异常状态快速检出数字孪生模

型中，传感装置获取设备的实时数据后，即在高维

变权空间中基于 Canopy聚类方法形成两个几何体， 

 

图 7  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数字孪生模型的具体内容 

Fig.7  Contents of digital twin model for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图 8  输变电设备状态异常快速检出模型流程图 

Fig.8  Flowchart of the fast detection model for abnormal state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equipment 

 

 

图 9  Canopy 簇合并算法流程图 

Fig.9  Flow chart of Canopy cluster merger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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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设备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当设备的运行

状态发生改变时，对应的状态量也将发生改变，若

改变之后的状态量在高维变权空间的位置由正常状

态几何体变化到异常状态几何体时，即设备状态出

现了异常，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同时，

该异常状态量本身也将成为异常几何体的一部分，

并用以扩充设备的数字孪生体，表达其运行特征。

输变电设备异常状态快速检出数字孪生模型实现了

物理实体与孪生体的实时交互，将物理实体的状态

数据映射在高维变权空间中，实现了状态变化过程

的直观描述。 
2.3.2  设备状态差异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 

基于输变电设备的状态量数据构建数字模型，

从数字模型中挖掘表征设备运行状态的特征，并基

于这些特征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评估，是目前 广

泛使用的方法。如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制定的用于评估

变压器运行状态的标准从世界范围内的 25 个电网

中获取超过 20 000 台变压器的油中溶解气体数据，

构建数据的分布情况，并预设 90%的数据为正常，

从而获得用于评价变压器状态的阈值[51]。然而，基

于上述方法给出的阈值缺乏客观性，其预设百分比

数值没有客观依据。基于 IEC 的标准，我国也制定

了相应的评价标准[52-53]，在这些标准中按照电压等

级对设备进行了划分，给出对应的阈值。然而，划

分过于粗糙，且阈值仍然沿用 IEC 的标准，忽略国

内实际运行设备与国外设备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

上述评估模型中存在的问题，考虑设备在自身属性

和运行环境的差异，为输变电设备建立差异化评价

数字孪生模型，挖掘设备的个性化特征，实现对输

变电设备的差异化、个性化的精准评估。以典型的

输变电设备变压器为例说明差异化数字模型的建立

过程。 
2.3.2.1  变压器影响因素分析 

在构建变压器差异化评价数字孪生模型时，需

要先挖掘差异化影响因素，寻找变压器的 优影响

因素。变压器的 优影响因素是指按照该影响因素

对变压器群体进行划分时，可以 大程度体现变压

器的差异性。考虑到变压器之间的差异性 终是通

过变压器状态量之间的差异来表征的，因此，基于

变压器的油中溶解气体状态量进行分析[54]。针对特

定范围(如某个区域电网或者省级电网)内的所有变

压器建立全体数字孪生模型，并选择所有可能的影

响因素(电压等级、设备类型、生产厂商、实际负载、

运行年限)对该数字孪生体进行划分，利用随机搜索

聚类算法CLARANS方法来确定每个影响因素分类

下的数字孪生体的聚类中心，并用马哈拉诺比斯距

离(Mahalanobis distance)替代欧氏距离作为距离度

量，以克服各个溶解气体变化尺度等方面的差异性，

其流程如图 10 所示。 
由于少量异常数据以及噪声数据的存在，数字

孪生体的聚类中心点往往无法用来表征整个聚类簇

的特征，因此选用聚类中心点一定范围内的点构成

的聚类中心点集合来描述聚类簇的特征，并基于

Hausdorff 距离定量描述聚类中心点集合之间的距

离。分别计算群体变压器数字孪生体所有可能影响

因素的 Hausdorff 距离，并按照大小进行排序。某

个影响因素的平均 Hausdorff 距离越大，即表明在

该影响因素分类下，变压器间的差异越明显，应该

基于该影响因素建立变压器状态差异化评估数字孪

生模型。 
2.3.2.2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布模型 

在获得变压器的 优影响因素之后，建立该影

响因素差异化分类下的变压器数字孪生模型，实现

差异化的状态评估。考虑到油中溶解气体的累积效

应，将电压等级作为 优影响因素进行差异化划分，

选取某个区域电网的 220 kV 油中溶解 H2数据以及 

 

图 10  基于 CLARAS-Mahalanobis 的聚类算法流程图 

Fig.10  Flow chart of 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on 

CLARAS-Mahalano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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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kV 变压器的油中溶解 C2H6产气率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见图 11、12。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可知，变

压器的油中溶解气体体积分数以及产气率数据均符

合威布尔分布，因此，可根据建立在电压等级影响

因素分类下的威布尔分布模型，分别计算油中溶解

气体体积分数以及产气率差异化阈值，包括：注意

值和警示值。注意值表示：当气体体积分数或者产

气率超过该值时，设备可能发生故障，应该引起注

意；警示值表示：当气体体积分数或者产气率超过

该值时，设备已经发生故障，应该引起警示。根据

实际的运行工况，注意状态对应于现场的变压器处

于有缺陷的状态，警示状态对应于现场的变压器处

于有故障的状态。因此，将实体变压器的缺陷率和

故障率与数字孪生体的分布模型进行关联，当累积

概率与缺陷率关联时，得到估计值即为注意值；当

累积概率与故障率关联时，得到估计值即为警示值。 
2.3.2.3  变压器差异化评价 

变压器运行状态包括 4 个等级：正常、注意、

异常和严重[55-57]。其中，正常状态表示变压器运行

正常，可长期稳定运行；注意状态表示变压器运行

状态有劣化趋势，需要重点监视；异常状态表示变

压器处于异常运行状态，应该及时制定相应的停电

检修计划；严重状态表示变压器出现严重的异常情

况，需要立即进行停电检修。 
基于变压器溶解气体分布模型得到油中溶解

气体体积分数以及产气率的注意值和警示值之后，

实时获取的变压器监测数据与群体变压器数字孪生

分布模型获取的差异化阈值进行交互对比，可得到

变压器的差异化评估结果，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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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r 分别表示气体体积分数和产气率；cAttn、

rAttn分别表示气体体积分数和产气率的注意值；cAlm

和 rAlm分别表示气体体积分数和产气率的警示值。 
设备状态差异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包括 2 类孪 

 

图11  某个区域电网220 kV变压器H2体积分数频率分布图 

Fig.1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H2 concentration 

for 220kV transformer in a regional power grid 

生体模型：第 1 类为面向群体设备的数字孪生体，

由群体设备的状态量数据构成；第 2 类则是群体中

单独设备对应的数字孪生体，由每一台单独设备的

状态量数据构成。通过对群体设备数字孪生体进行

影响因素分析，获取体现设备之间差异性的 优影

响因素，并根据 优影响因素对群体设备孪生体进

行差异化划分，以获得针对单独设备数字孪生体的

差异化评价阈值。随后，将实体设备获取的实时数

据以及对应的差异化阈值与该设备的数字孪生体进

行实时交互以获得差异化评价结果。在该评价过程

中，不仅有设备物理实体与数字孪生体的数据实时

交互，而且还有不同数字孪生体之间的实时交互，

基于该数字孪生模型可以实现设备的差异化、个性

化评价。 
2.3.3  设备状态精细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 

基于输变电设备的关键状态量数据建立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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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某个区域电网 500 kV 变压器 C2H6产气率频率分布图 

Fig.1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C2H6 increase rate 

for 500 kV transformer in a regional power grid 

 
实现差异化评估的数字孪生模型，然而，仅仅基于

关键状态量无法实现对设备状态的全面评估，且输

变电设备部件众多，仅仅明确其整体运行状态无法

满足现场的实际要求，因此需要对变压器各个部位

的性能进行更加细化的评估，构建精细化的评估模

型。同样以变压器为例说明输变电设备精细化评估

模型的建立方法[55]。 
变压器主要由本体、套管、分接开关、非电量

保护、冷却系统等 5 个部分组成，其中本体以及套

管部分长期处于磁场、电场和热力场作用中，因此，

又可以从绝缘性能、热性能以及机械性能 3 个方面

综合评估其运行状态，进一步梳理变压器状态量与

上述 5 个主要部位以及本体和套管的 3 个性能对应

的情况，构建变压器状态精细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变压器精细化评估模型 

Fig.13  Transformer fine evaluation model 

 
对于模型中指标层中的每个状态量，利用上述

的变压器状态差异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获取用于区

分正常和注意状态的阈值 y1，用于区分注意和异常

状态的阈值 y2，用于区分异常和严重状态的阈值 y3，

并考虑实体变压器实际的运行规律建立状态量的模

糊隶属函数，如图 14 所示。在现场实际运行中，当

获得一个实体变压器状态量的监测值之后，根据其

对应的模糊隶属函数即可获得该状态量对于正常、

注意、异常和严重 4 种状态的隶属度。 
对于某一个部位或者性能下的状态量，基于现有

评价导则中专家给出的权重情况计算基本权重[56-57]，

根据状态量的实际监测值偏离出厂值或者状态阈值

的程度获得劣化程度，综合考虑基本权重和劣化程

度 获 得 状 态 量 的 劣 化 权 重 。 利 用

D-S(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对多个状态量的隶

属度和劣化权重进行融合，实现对某个部位或者性

能的综合评估。基于 严重原则，分别获取本体和

套管的状态以及变压器总体的状态。 
设备状态精细化评估数字孪生模型考虑了设

备的部位、性能以及对应的状态量，获取状态量的

实时数据建立分层的精细化设备孪生模型。在该孪

生体模型中，基于前文所述的设备状态差异化评估

数字孪生模型获得差异化评价阈值，并建立模糊隶

属函数，基于实体设备各个状态量的实时数据获取 
劣化程度，并基于证据理论对模糊隶属度和劣化权

重进行融合分析，以表达状态量之间的关联或冲突。

该数字孪生体不仅实现了对设备部位和性能的精细

化表达，并且可以根据实体设备的实时数据对状态

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修正，以获得更加精确的数字孪

生体，从而实现精细化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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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设备故障诊断数字孪生模型 
在获得输变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之后，需要对其

故障情况进一步诊断，确定具体的故障类型，以便

指导现场运维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检修。传统导则

以及标准中使用的三比值法、大卫三角形法等在实

际应用中均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研究学者一方面

对传统方法进行了改进[58-60]，另一方面基于智能算

法提出了新的诊断方法[61-62]。在相关的研究中，基

于深度信念网络的诊断模型被认为具有较好的准确

性[63]。然而，在将其应用至实际数据中时，由于深

度置信网络结构本身存在的随机误差修正、批量处

理误差、梯度弥散等问题，将导致网络在处理某些

故障案例时出现误判的情况。为了解决此问题，在

变压器故障诊断数字孪生模型中，采用基于深度信

念网络的自决策主动纠偏诊断方法来诊断变压器故

障，流程图如图 15 所示。利用稀疏自编码器(sparse 
autoencoder, SAE)将故障案例映射到高维空间中，

以凸显故障类别之间的差异性，并将故障类型之间

的稀疏自编码差异度作为深度信念网络的误差对训

练过程进行调整，根据训练过程中短期和长期的损

失函数变化率以及训练次数等情况制定引入误差修

正决策单元的策略，实现自决策主动纠偏诊断。 
考虑到在故障诊断过程中不仅要对故障类型

进行判断，而且需要对故障的严重程度进行判断，

因此待区分的类别较多，且类别之间的边界不够明

显，使用单一深度信念网络无法实现准确区分。基

于此，提出了基于组合深度置信网络的诊断模型实

现对故障类型和严重程度的分层诊断[64]，诊断流程

如图 16 所示。该方法构建了两层深度信念网络，分

步实现了对故障类型和故障严重程度诊断。 
设备故障诊断数字孪生模型同样通过数据实

体设备的实时数据建立数字孪生体，该数字孪生体

不仅与设备实时数据进行交互，而且记录了该设备

的所有历史故障案例数据。此外，基于前文所述的

面向群体设备的数字孪生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故障案

例数据。根据这些案例数据，结合深度信念网络以

及稀疏自编码器可以构建故障模式分类器，并通过

分层诊断的模式实现对设备故障的精确诊断。在该

设备故障诊断数字孪生模型中，实体设备的历史案

例数据用来构建状态量与故障模式之间的映射关

系，而实时数据驱动诊断模型获取诊断结果，并将

诊断结果作为设备数字孪生体的特征，对诊断模型

进行优化迭代。 

 

图 14  状态量模糊隶属函数 

Fig.14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of state variables 

 

 

图 15  基于自决策主动纠偏诊断模型的变压器诊断 

方法流程图 

Fig.15  Flow chart of transformer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self-decision active correction diagnosis model 

 

 

图 16  基于组合深度信念网络的变压器故障诊断流程图 

Fig.16  Flow chart of transformer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combined deep belief network 

 
2.3.5  设备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 

对设备未来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测是输变电设

备状态评估的重要内容，基于设备的全景式数据建

立输变电设备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提前掌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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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的运行状态，可以辅助现场运维及调

度人员制定停电检修计划，从而保证输变电设备以

及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传统的输变电设备状态

预测方法建立关键状态量随着时间变化的拟合模型

实现对关键状态量的预测，并基于状态量预测结果

判断设备状态[65-66]。这种方法用材料的老化规律来

预测设备的状态或者寿命，缺乏对其他状态量的考 
虑，且拟合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试验数据，数据的多

少直接影响拟合模型的准确性。而试验数据通常来

自于特定种类和属性的设备，导致拟合模型泛化能

力较差，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现场应用。 
为了克服传统拟合模型的缺陷，结合数字孪生

技术中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方法，对输变电设备

的关键状态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进行学习，

获取关键状态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对未来时刻状

态量进行预测，再基于诊断方法实现未来时刻状态

量与未来时刻设备运行状态之间的映射，从而构建

设备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实现设备状态的预测。 
以变压器为例，基于支持向量机、长短时记忆

网络、深度信念网络以及组合模型等预测方法已经

得到了广泛使用[67-70]。然而，实际应用表明，循环

神经网络、长短时记忆网络等没有很好地克服误差

问题[71]。而融合多种预测算法的组合预测模型本质

是简单的算法叠加，缺乏理论支撑，无法从根本上

克服预测算法的缺陷。目前应用较好的深度信念网

络在实际应用时，在时间尺度上存在“时移误差”，

在幅值尺度上存在“幅值误差”，如图 17 所示。这

些误差是随着预测时间的增加，网络对时间序列数

据时序上的表述能力减弱所导致。为了克服该问题，

基于深度递归信念网络(deep recurrent belief net-
work，DRBN)的设备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被提

出，实现了对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的预测[72-73]，其

拓扑结构如图 18 所示。 
基于深度递归信念网络的数字孪生模型在传

统深度信念网络的基础上增加了自适应延迟网络来

表征油中溶解气体在时间维度上的相关性，以提升

网络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表达能力，从而达到减小“时

移误差”的目的。自适应延迟网络的拓扑结构如图

19 所示，在构建过程中，通过计算实体变压器油中

溶解气体数据的自相关系数确定时间延迟通路和延

迟单元的个数，从而将油中溶解气体数据时序上的

相关性进行表征。 
现场的实际应用表明，深度递归信念网络可以 

 

图 17  深度信念网络方法的预测误差 

Fig.17  Prediction error of deep belief network method 

 

图 18  深度递归信念网络拓扑结构 

Fig.18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deep recurrent belief  

network model 

很好地解决“时移误差”，以实现对油中溶解气体数

据的准确预测。 
在实现对未来状态量的精准预测之后，利用状

态量的诊断方法可以实现对未来状态的预测。三比

值法、模糊三比值法、模式识别等方法是被广泛应

用的诊断方法[74-75]。目前，通过状态量预测+状态

诊断的方式是变压器状态预测数字孪生体中的主要

方法，然而，尽管众多研究学者对状态量预测方法

以及状态诊断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还是无法

彻底解决状态量预测方法误差与状态诊断方法误差

相互叠加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变压器状态预测数

字孪生体中的误差叠加问题，提出基于态势量和强

化学习的变压器健康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在该

模型中，提出了用于进行变压器状态预测的态势量，

该态势量融合了实体变压器运行过程中的多种关

系，包括：表征状态量在时间维度上变化规律的状

态量时序关系、状态量之间的关联关系、传统导则

中状态量与状态之间的关系、状态量与实际运行状

态间关系、评价结果与实际运行状态间关系。 
变压器的态势量中不仅考虑了状态量时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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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自适应延迟网络拓扑图 

Fig.19  Topology of self-adaptive delay network 

 

规律以及状态量之间的关联规律，同时，考虑了传

统诊断经验以及基于传统经验进行判断的结果与实

际运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上述规律和关系共

同对状态量与运行状态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了约束。 
基于关联分析方法以及生成模型等方法提取

上述规律与关系，形成变压器态势量。之后，选用

合适的预测方法直接预测得到未来某一时刻的态势

量，而预测得到的态势量中即已经包含了变压器的

运行状态，直接对态势量进行解析即可得到变压器

在未来某一时刻的状态，因此预测方法可选用长短

时记忆网络、深度递归信念网络等同时，引入强化

学习机制，选择合理的损失函数以及奖励机制对网

络进行训练，可以获得更加精准的预测结果。 
基于态势量和强化学习的变压器健康状态预

测数字孪生模型不再构建传统状态诊断模型的显性

映射关系，而用隐性的概率分布关系表达变压器状

态量与实际运行状态之间的关系，直接使用预测方

法对态势量进行预测，有效解决了传统变压器状态

预测模型中，预测误差与诊断误差相互叠加的问题，

显著提高了变压器状态预测的准确性。在设备状态

预测数字孪生模型中，实体设备的历史数据被用来

表征设备运行规律，而实时数据被用来表征当前运

行状态。将设备运行规律与当前状态相互融合，构

建设备运行态势量，并引入深度递归信念网络等机

器学习方法构建设备状态预测数字孪生模型，可以

实现对设备未来运行状态的准确预测，克服传统诊

断模型误差叠加的问题。 

3  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应

用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前景 

3.1  面临的挑战 

目前，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数字孪生技术

架构已经初步建立，众多的研究学者对技术架构中

的设备全面感知技术、数据治理技术、模型构建技

术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实际应用

中，山东、广东、甘肃等电网公司已经陆续将物联

网技术、5G 通信技术、新型传感技术、大数据分析

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输变

电设备的状态评估中，初步形成了输变电设备状态

评估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体系，且已经落地应用，取

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效。然而，结合实际的业务需求

以及现场的各种工况，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

状态评估中的应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1）用于感知输变电设备各类关键状态量的高

稳定、高可靠传感装置仍较少。相关传感装置对材

料、组装、封装等要求较高，很难进行批量生产，

且部分传感装置仍停留在仿真模拟以及实验室测试

阶段，距离现场大规模应用还有较大差距。 
2）输变电设备在生产及组装过程中的尺寸、

材料、工艺、环境、流程、组装等过程的数据与设

备投运时型式、例行、特殊试验数据以及设备的在

线监测数据、离线试验数据、运维数据、资产管理

数据等均存储于不同业务部门或不同业务系统，存

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协议不一致、数据形式多

样、数据结构复杂、种类繁多、时间尺度不一致、

体量巨大等问题，使得融合、分析、处理这些数据

的困难较大，是构建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模型的较

大挑战。 
3）在建立输变电设备的数字模型时，通常忽

略现场特殊的运行工况，如雷击等因素的影响。由

于特殊运行工况是偶发的，很难在建立模型时对其

进行全面考虑，因此极大程度上影响设备数字孪生

体对其运行规律的表达。 
4）如何将输变电设备设计、制造、运维过程

中的各类专家经验、知识库与数字孪生体进行有机

融合，实现基于知识协同、知识图谱的模型构建，

是提高数字孪生功能模型准确率面临的挑战。 
5）输变电设备结构复杂、部件众多，在数字

孪生体构建过程中涉及的技术体系内容较多，因此

数字孪生体模型复杂度高，不易被理解。而如何基

于可视化技术，将设备数字孪生过程进行直观展示，

更高效地服务运维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推动数字孪

生技术快速发挥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也是较大挑战。 
6）输变电设备的数据众多、体量极大，而数

据清洗、模型构建等算法的复杂度较高，给数字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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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构建过程中的存储能力、计算能力等均带来了

较大挑战。 
7）考虑到输变电设备的安全直接关系电力系

统稳定和能源供给安全，因此完善的数据分享与开

发机制和严格数据安全管理也成为构建输变电设备

数字孪生体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2  发展前景 

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重要抓手的数字孪生

技术已建立了普遍适应的理论技术体系，并在智能

制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领域得到了较为深入

的应用。在电力领域，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输变

电设备状态评估中，对设备从生产、组装、投运、

运行、检修以及退役的全过程数据进行深度感知，

对数据进行深度融合与治理，构建输变电设备状态

评估的数字孪生体，实现指导检修、服务调度、资

产管理升级的数字孪生技术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而

新材料技术、量子通信技术、量子计算、芯片技术、

融合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ternet of things，AIoT)等前沿技术的持续发展，也

必然会推动数字孪生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输

变电设备状态评估中的应用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随着信息安全、数据安全、通信安全技术

的不断提升，实现输变电设备设计、制造、监测、

运维、退役全过程的数据交互与实时反馈将成为可

能，将运维过程以及退役过程中的数据与设备设计

和制造过程进行交互，实现数据的实时感知和实时

反馈，将会有效推动设备工艺升级，从而提升设备

可靠性，保障电网安全。 
2）输变电设备区别于战机、汽车、人体等单

一设备或者个体，其具有相互连接，共同组网的特

点，因此随着通信技术、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构

建市域、省域、网域甚至是国域范围内的全量输变

电设备孪生体将成为可能，该全量输变电设备孪生

体不仅包含每台单独设备从设计、制造、监测、运

维、退役全过程的孪生体模型，还囊括了各种设备

之间的电气关系、位置关系、关联关系等。这种全

量输变电设备孪生体将把设备的状态评估推向新的

高度，实现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3）打破目前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的数据、技

术壁垒，将脱敏之后的输变电设备数字孪生体向第

3 方开放，实现包括设备厂商、电网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互联网技术开发企业等上下游企业

间的数据集成以及价值链、技术链的集成，实现价

值协同、技术协同，从而进一步推动输变电设备状

态评估中数据孪生技术的发展，以保证设备状态评

价的安全可靠运行。 

4  结论 

1）数字孪生技术是连接的特定物理实体或过

程的数字化表达，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输变电设

备的状态评估中，可以对设备的设计、制造、监测、

运维、退役全过程进行分析，为电网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的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手

段，可以支撑输变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2）数字孪生技术目前已经初步应用在输变电

设备的状态评估中，形成了包括输变电设备实体物

理层、状态数据深度感知层、状态数据治理层、数

字孪生功能模型层、模型应用层的技术架构。目前

相关的研究在新型传感装置研发、传感装置有效性

评估、状态数据清洗、状态数据选择、设备状态评

估模型构建、设备故障诊断模型构建、设备状态预

测模型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研究表

明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方面展现了

良好效果，应用前景广阔。 
3）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的应

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亟待解决。包括：由

于材料、工艺、封装等技术限制导致高稳定、高可

靠传感装置缺乏；由于数据结构复杂、种类繁多、

业务系统壁垒等导致多元数据融合困难；雷击、操

作过电压、极端天气等特殊工况无规律偶发，影响

数字孪生体对设备运行规律完整表达；海量数据以

及复杂智能算法导致对存储和计算能力要求较高；

尚未形成完善的考虑知识协同的数字孪生技术体

系，暂无法将设备设计、制造、运维过程中的专家

经验和知识与数字孪生体进行深度融合；尚未形成

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共享机制，限制了在确

保数据安全的同时，进行开放的、高效的全产业链

协同开发。 
4）数字孪生技术在输变电设备的状态评估的

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包括：基于数据交互

反馈机制辅助输变电设备制造工艺升级；构建更大

范围内全量输变电设备孪生体模型实现输变电设备

状态评估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打破数据、技术壁

垒，实现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价值协同、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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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升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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