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把握机遇做强检测服务 

近年来我省电器设备行业发展速度较快，这主要受益于

省委、省政府的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和电器设备行业生产技术

不断提高。甘肃省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电器设备生产和技术

检测集群，尤其作为我省电器设备行业集聚地的天水，在我

省电器设备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9 年国务院批准“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是国家在西部

大开发中的又一宏观战略，是国家促进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的重要举措，为我省加快电器设备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天水在电器设备产品制

造、科研开发、产品检测等方面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群，

其综合能力不断增强，积累了宝贵的产业资源、管理资源、

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落户天水的国家高低压电器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是依托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成立的国家级高低压

电器产品检测机构，为天水乃至西部地区的电器设备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通过近五年的努力奋斗，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软硬件建

设有了质的飞越。研究院目前占地面积 30000m
2
，拥有各种

检测设备及仪器、仪表等 2100 多台、套，建有计算机数据

采集和计算机管理系统及计算机现场监视系统，拥有涉及各

类电器设备(系统)专业检测室 10 多个。其中建有 35kV及以

下试验小室 3 个、330kV高压试验大厅 1 个、35kV及以下变

压器突发短路试验室 2 个，以及温升特性试验室、环境试验

室、淋雨试验室、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室等。先后投入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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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用于设备购置，其中主要购置了冲击发电机组、冲击变

压器、阻容吸收器、中频电动发电机组、异步电动机、发电

机出口断路器、突短开关、暂态恢复电压调节装置、高压电

器试验测试系统、TRV测试系统、时序控制系统、多

-Touchwall显示系统、沙尘试验室系统、混合腐蚀气体试验

室系统、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室系统、多功能动作特性试验

装置等国内先进的检测设备，为检测工作的良性稳步发展积

蓄了强劲发展动力。 

目前已获得了国家高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

智能电网输变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科技部电工电器试

验检测共享服务平台、机械工业高低压电器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工业（高低压电气）质量控制与技术评价实验室、中国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实验室、机械工业第二十九计量测试中

心站、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指定实验室、CQC 标志认

证签约实验室、能效标识能源效率检测实验室、甘肃省高低

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站、甘肃省高低压电器试验检测技术工

程实验室、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甘肃省高低

压电器行业技术中心、甘肃省电气研发检测技术重点实验

室、甘肃省高低压电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甘肃省工业设计

中心、甘肃省电器标准化委员会、甘肃省第三方节能量审核

机构等授权资质，为西北地区电工电器产业技术创新和结构

调整提供了公共技术平台。 

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检测转型凸显成效 

（一）强化检测硬件建设，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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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院为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检测能

力的改革建设，2009 年开始瞄准国内、国际检测同行的先进

水平，一期完成投资 3500 万元，二期完成投资 1.15 亿元，

目前三期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建设 252kV 合成实验室，新增

高压 10kV、40.5kV 的开断试验、燃弧试验和绝缘试验等特

殊试验项目，低压电器最大试验能力将由目前的 420 伏、150

千安提升到 420 伏、400 千安，位居全国前列；高压电器最

大短路开断直接试验能力达到 12 千伏、63 千安，最大短路

开断合成试验能力达到 252 千伏、63 千安，高低压电器综合

试验检测能力名列全国前茅，成功打造了研究院的核心能

力。2012 年底通过了资质认定复评审+扩项审核，使原先的

检测项目扩展到 75 大类。机械工业第二十九计量测试中心

站（天水）的成功建设，解决了周边企业计量器具的检定难

问题。课题攻关小组研发设计的 CY2008 高压开关机械特性

试验装置试品手车和传感器连接支架，解决了试品固定和试

验信号采集的难题。 

实施能力建设和管理提升后的服务能力 

行业范围内 甘肃省范围内 全国范围内 

 

中低压 高压 

 

变革后的 

（二）大力加强人才建设，积极拓展检测范围 

高技能人才是检测队伍的骨干,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

  服务能力 

 

 3



 

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

已成为单位发展的关键。研究院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强

院的理念，采取多种举措，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

遇留人。目前甘肃省科协授予成立的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院

士专家工作站，为研究院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研究

平台。在近几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结合研究院实际，计划

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充实研究和检测队伍，计划引进博士 8

名、硕士 30 名和其他高级管理人才 10 名，中心人员总计为

200 名，其中技术研发人员为 80 名，管理人员 30 名，检测

人员 90 名。 

 

 

 

 

 

 

 

 

育 励

用引

人才建设四字口诀

念好四字口诀聚人才，构建人才基地兴大业 

近几年承担省部级、市级科研课题 30 余项，突破关键技

术 40 余项，开发新产品 45 个，专利授权数 20 项，发表高

水平论文 100 余篇。在学术研究上，充分发挥《甘肃电器技

术》杂志这一技术交流的平台优势，汇聚行业研究成果。共

申报专利 26 项，其中获得 6 项发明专利证书，15 项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5项外观专利证书。完成科技成果鉴定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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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际先进 10 项，国内领先 6项。完成新产品（新技术）

鉴定 20 项，其中国际先进 16 项，国内领先 4项。其中，荣

获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1项、甘肃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

果一等奖 1项、甘肃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优秀成果奖 1项、

天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1项、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

奖 6 项、甘肃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 8 项。 

科技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新技术清单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鉴定单位 项目水平 

大电流试验系统 2009.6-2012.7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高分断、长寿命大电流断路器 2009.9-2012.8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变压器检测平台 2010.4-2011.5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大电流、宽范围恒流控制器 2010.6-2012.8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恒流源温升试验控制系统 2010.6-2012.4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智能化多功能低压电器动作特

性试验装置 
2010.6-2012.6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基于阀岛技术的隔离开关群控

制系统 
2011.4-2012.9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际领先 

基于电器试验系统固态断路器 2011.4-2013.4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高电压、大电流计量系统 2011.6-2013.6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大容量电器试验系统 Rogowski

线圈微机保护装置 
2011.7-2013.7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际先进 

电器试验操作电源系统 2011.7-2013.7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内领先 

电器检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2011.8-2013.8 省科技厅和工信委联合鉴定 国际先进 

科技创新成果获得专利及版权清单 

专利名称 类别 权利人 专利号 授权时间 

气动隔离开关群

控制系统 
发明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1 

0038064.6 

2013.02.1 

气动隔离开关群

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054975.3 

2013.01.22 

多磁路变压器出

线母排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036023.9 

2013.07.31 

一种母排绝缘支

撑架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032704.8 

2013.07.31 

电器试验操作电

源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463007.8 

2013.11.21 

电器试验操作电

源系统就地箱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3 

0366229.3 

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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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试验操作电

源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464206.0 

2013.11.08 

固态断路器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469586.7 

2013.11.12 

微机保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469549.6 

2013.11.11 

组合式母线夹 实用新型专利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ZL 2013 2 

0462765.8 

2013.11.04 

电器检测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测试报告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RD2913104

74 

2013.10.30 

通过不断累积新产品检测验证技术经验，研究院及时向

区域内电工电器企业提供新技术信息，为全省以及关中—天

水经济区内的电工电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持和质量保障。随着研究院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和技术

力量的不断加强，也必将为中西部电工电器行业的发展、“关

中-天水经济区”的繁荣和全省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三） 强化创新体制建设，助推创新能力提升 

在创新体制建设上，研究院充分发挥检测技术研究平台

的作用，建立促进技术创新、技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和管理体

系，开展检测技术基础理论、检测方法、高新技术应用的研

究，改变了原来人才少，科研力量薄弱，新产品、新技术研

究应用不足的状况，进一步提高了为企业技术服务的水平。

围绕产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研究院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

不断提高技术竞争能力，为检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以国家高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依托，发挥国家

中心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组织、推动作用，推进高低压电器专

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持续进步。一是采用政府支持投入、研

究院自筹、多渠道筹资的方式，设立研究院技术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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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开发提供资金保障。二是统一部署技术创新工作，由

研究院承担共性基础理论研究和跨专业、跨领域产品及技术

的研发。三是积极参与检测技术专业领域之间的技术合作与

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建立人才交流培训机制。 

 

 

 

    

 

 

 

 

 

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瞄准了电器行业发展方向和国内

外市场需求趋势，以企业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以建立共享

服务机制为核心，围绕我省重点支柱产业，联合高校、企业

组成产学研战略联盟，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开展从科研到

产业化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促进高低压电器产品研发、设

计、试验、工艺的升级，将为甘肃电工电器制造业的研发搭

建试验服务平台。为行业科技进步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通

过面向中小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服务和产业延伸，推动产业集

群的形成和发展。作为高低压电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运营

目的就是为社会搭建一个技术服务平台，广泛开展社会技术

服务。在技术转移和自主研究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将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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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进行工程化研究开发和系统集成，为产业化规模生产提

供成套成熟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确保科研成果通过工程

化和产业化研究开发向规模生产的转移，并进行技术经济分

析和工程设计、咨询、评估。 

 

 

 

 

 

 

 

 

研究院紧紧把握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政策机遇，通过实施

循环经济项目建设，打造研究院高低压电器检测优势产业集

群,培育和形成两大产业发展目标。一是以国家高低压电器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核心的高低压电器检测循环经济产业

链，形成专业化产业网络（横向关联配套、纵向产业延伸），

建设电器产品综合检测示范产业循环经济基地，推进西部电

器城建设，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二是以电工产品综合检测试

验研究基地为核心的电工电器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四）创新引领业务发展，检测市场效益明显 

目前，我国有 20 余家专业检测机构可以进行低压检测，

同时，国家为了减轻企业负担不断降低收费标准，低压检测

市场竞争形势日趋严峻。为此，研究院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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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偿服务，指导帮助企业起草技术标准和进行其他技术

咨询；通过对客户进行走访，扩大知名度，吸引自愿性产品

检测业务和企业摸底研发试验任务，为今后的再发展打下了

一个良好的基础。此外，逐步完善新增高压 10kV、40.5kV

的开断试验、燃弧试验和绝缘试验等特殊试验项目，将以前

的主攻低压检测市场转向高低压检测和高电压、大电流校准

市场。近年来，研究院主营收入逐年创造新纪录，自 2008

年开始，每年以超过 30%的速度递增，尤其 2010 年以来，主

营收入实现翻番，2013 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057 万元，与

去年同期累计3579万元相比增加了1478万元，增长41.30%；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净利润）3451 万元，与去年同期累计

2134 万元相比增加 1317 万元，增长 61.72%；2013 年 12 月

资产总额 29822 万元，与去年同期 22583 万元相比增加了

6339 万元，增长 28.07%；净资产 10462 万元，同比增加 2011

万元，增长 23.80%；新增试验项目所占收入比率达到 7.11%，，

实现了持续稳步发展。通过科技成效建设和管理提升，目前

已经成功跻身国内领先电工电器科研检测机构，强制性产品

认证区域已辐射到全国范围，检测手段不断完善，测试能力

不断提高、检测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院正在向国内领先的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工电器科研检测机构迈进。 

近几年参与完成的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情况如下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别 备注 

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 国家标准 参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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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成套动

力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国家标准 参加单位 

3 低压无功功率补偿投切装置； 国家标准 参加单位 

4 低压无功功率补偿控制设备； 行业标准 参加单位 

5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用母线支撑设备； 行业标准 参加单位

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第 1 部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行业标准 参加单位

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第 2 部分：电控设备； 行业标准 参加单位 

8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辅件产品型号编制

方法。 行业标准 参加单位 

9 风力发电用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行业标准 起草单位 

10 风力发电用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行业标准 起草单位 

二、科学制定发展目标，引领改革发展方向 

面对重大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为尽快确立发展方向，

明确未来五年至十年的发展目标，通过上下互动、多方调研、

科学决策，提出了全面提升高低压电器装置及元件的检测能

力和试验手段，并申报对电线电缆、电焊机、家用电器（电

工部分）等大类的检测项目。积极开展与国内外知名认证机

构的合作，重点加强与国际著名的跨国检验服务公司的合

作，如 TUV、CB、UL，实现跨地域的试验室资源的优化。紧

紧围绕电工产品方向，不断扩大检测能力，力争在十二五规

划末期，把研究院真正建成中国一流的以电工产品为重点的

综合性科研检测单位，综合研究和检测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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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科院发展目标 

战略目标 

打造国内一流高低压电器科研检测机构

综合研究和检测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服务宗旨 

科学  公正  准确  优质  高效 

服务承诺 

优服务 高效益 大发展 

 

 

 

 

 

 

 

 

 

 

 

通过几年的成功实践，研究院面对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

和竞争格局，客观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坚定“科学、公

正、准确、优质、高效”的服务宗旨，科学制定了“打造国

内一流高低压电器科研检测机构”的战略目标，以能力建设

和管理提升为核心，通过实施“归能”构筑检测基础能力、

“强能”打造检测核心能力、“扩能”延伸检测行业综合服

务能力三个战略，全面提升研究院的科研检测、技术创新、

行业服务、人才建设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是“培育创

新主体、完善基础平台、突破关键技术、提升创新能力”，

对于未来的电器检测产业发展，我们需要针对自主创新能力

的薄弱环节，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有效形式，建设与行业发展

相适应、代表领先水平的研究开发基础平台，实现研发检测

关键技术突破，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电器检测产业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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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与升级。 

 

 

 

 

业务流程管理（BPM） 

高
低

压
电

器
检

测
机
构

 

国
内

一
流

 

能力建设与管理提升三大法宝

 
归能  能力 

科研检测

技术创新

行业服务

人才建设

 
  扩能 

 
  强能 

 能力建设与管理提升实施路径 

 

 

 

 

 

研究院立足“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在国家级天水经

济技术开发区征地 300 亩，拟建设“电工产品综合检测试验

研究基地”，该基地拟投资 13.8 亿元，该项目前景可观，优

势明显，技术设备先进，符合国家高技术服务业政策发展的

方向，满足行业发展规划的需求，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建成后将为国内行业先进水平。项目建设完成并达到

建设目标后，将全面提升甘肃电科院的检测范围、检测能力

和检测水平，将使甘肃电科院的行业综合竞争力达到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的水平。项目建成后将把电工产品综合检测实

验研究基地打造成整个电工行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利用

这一平台将引领和带动甘肃乃至西北电工电器产品的升级

换代；将提升电器行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该项目的

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预计检测基地年新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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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40000 万元。 

该基地紧紧把握循环经济示范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的政策机遇，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工业强省战

略精神，树立快速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重点项目为

支撑，以创新为动力，以整合内外经营资源为切入点，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转变电器检测发展方式，适应电器检测新

的市场结构，全面提升研究院核心竞争力，打造高低压电器

检测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和形成两大产业发展目标。一是以

国家高低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国家智能电网输变电

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核心的高低压电器检测循环经济

产业链，形成专业化产业网络（横向关联配套、纵向产业延

伸），建设电器产品综合检测示范产业循环经济基地，打造

优势产业集群。二是以电工产品综合检测试验研究基地为核

心的电工电器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着力培育电器检测优势

产业集群，将研究院打造成国际一流的电工产品综合检测试

验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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