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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变压器供应商，变压器制造技术的领导者，
同时也是变压器服务领域的领跑者。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ASEA、
BBC 两大电力制造集团合并后，使得双方科学家得以共享技术资
料、科研数据和经验教训，在变压器制造及服务领域上，ABB 取

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

ABB 高度关注客户利益，为运行中的变压器（包括非 ABB 产品）
提供全寿命周期的技术及工程解决方案。

变压器供应商

在世界范围内有 30 个服务中心；
有超过 1000 个服务专家；
有 ABB 的研发中心作后备支持；
在全球有超过 50 家的变压器厂；
可获得超过 30 家品牌的变压器原始设计图纸及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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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在变压器检修和改造上拥有自己开发的完整的 TrafositeRepair 
技术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工艺流程和专业设备，延长变压器的使
用寿命为目标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客户。

ABB 中国变压器服务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成立，地点位于合肥，
同时拥有重庆、中山、大同、上海和合肥五家维修工厂，服务范

围为中国及北亚地区，业务涵盖 ABB 及非 ABB 产品的状态评估、
故障诊断、现场大修及改造、返厂大修及翻新、备品备件等。

ABB 中国变压器服务团队拥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可以满足客户现
场和工厂服务的需求。提供电力（高压直流、电网、发电厂）、
配电、牵引、工业及特种变压器及相关的配套服务和工程解决方案。

我们的笺言：快速响应，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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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安装&调试

无论你要安装新变压器、返修变压器或者搬迁变压器，不论是
ABB 变压器，或者非 ABB 变压器，ABB 服务中心都能提供一个
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你的需求。我们能提供整套方案包
括变压器运输前的拆卸，拆下部件的保护和包装，变压器主体的
运输，指导现场安装和调试，也能根据你的需要和现场的运输状
况提供定制服务项目。

变压器的运输方式取决于主体的尺寸和道路运输状况，可以是整
体运输（附件不拆）或者主体和附件分开运输。大型变压器在运
输前必须先拆卸套管、油枕、冷却系统和其它附件。

ABB 有丰富的经验能交付所有类型的变压器到全球任何地点。
ABB 高素质的技师、专业知识和精良的设备确保了这至关重要操
作的速度和效率。

典型案例

2016 年浙江一台 ABB 生产的 150MVA/220kV，已经运行了 20
年，客户需要把这台变压器运到另外一个城市使用，并更换所有
密封件、片散、套管、油枕胶囊、温度计、压释阀、气体继电器、
二次控制系统等附件。

ABB 服务中心很快从资料库中找到了该台变压器的原始设计资
料，根据变压器数据制订了详细变压器拆卸计、运输计划和到新
地点的部件更换、二次控制系统的改造及整体大修方案。

在方案得到客户确认后，我们安排进行物品采购，同时为了运输
需要定制了各种密封盖板和易损附件包装箱。按照客户的时间安
排在十个工作日内顺利完成了变压器的搬迁。

客户收益
高效、专业的服务。

指导安装和调试（包括现场管理、运输和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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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培训课程旨在重点介绍变压器知识，帮助学员掌握变压器的特点、
功能，使学员的技术技能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提高对变压器的维护和检修能力，确保变压器更安全可靠地运行。

培训内容大纲如下，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ABB 将
安排在工厂或现场进行培训，并授予证书。

培训大纲：

电力变压器原理
变压器的铁芯特征
可靠的绝缘结构
损耗及过热控制
如何提高抗短路能力
变压器的噪音控制
如何进行冷却计算
变压器的结构设计
变压器的防渗漏设计
变压器的二次控制设计
智能变压器介绍

变压器的铁芯制造
变压器的线圈制造
变压器的器身和引线
制造
线圈和器身的干燥处
理与工艺控制
油箱及附件的制造
装配与下箱
真空注油
变压器油种类和处理
防止渗漏油
拆卸、包装、存放和
运输
质量保证与改进体系

现场安装程序
运行中的巡检
维护、保养
变压器的状态评估
工程解决方案

常规电气试验
型式试验
特殊试验
现场安装后的试验
油化验

多点接地
油色谱异常
绝缘电阻降低
变压器油何时更换
组件的常见故障
突发短路后的检查和
应急处理
局部过热的原因和
处理
局部放电

通过培训，学员将：

   了解变压器的结构、原理和功能；
   了解常规试验和型式试验的项目和测量方法；
   掌握变压器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的方法；
   获得常规维护检修和排除常见故障的经验；
   了解 ABB 对变压器的服务项目和方法。

变压器设计
变压器制造工艺和

质量保证

变压器安装、

运行和维护保养
变压器试验

变压器日常运行遇到

问题的诊断和处理

典型案例：

ABB 服务中心于 2016 年 6 月为上海电力公司客户提供了三天工
厂内培训，重点放在变压器维护保养以及故障处理。培训结束后，
客户提高了理论知识并获得 ABB 颁发的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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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

我们的备件解决方案
 ABB 变压器原厂备件

ABB 作为为世界上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厂家之一，无论配电、电    
力变压器、电抗器、直流变压器、工业或牵引变压器,都可以全球
共享原始设计文件，我们可以跟踪零件编号获得原始部件。

 工厂订制备件

ABB 全球拥有变压器关键备品备件生产工厂，可提供最快捷的响
应客户，可为客户订制无法更换的产品。如已停产套管产品,工程
师现场测绘后可由工厂订制生产。

  各种非 ABB 变压器附件备件以及升级产品的替代方案

ABB 可使用精密的 3D 扫描测量仪精准测量附件安装接口尺寸，
还原非 ABB 产品设计原型，利用先进的变压器设计平台模拟附
件安装条件，对替代附件（套管，开关）进行场强分析，为备件
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备品备件库存建议清单和维修更换方案

ABB 技术团队运用专家系统 MTMP，结合 ABB 专业的现场诊断
技术，为客户提供变压器及其附件状况检查，结合专业的状态评
估报告，可量身订做备品备件库存建议以及维修更换方案。

典型案例

  上海高压直流银川东站换流变压器备件
  上海石洞口发电二厂 1990 年德国产变压器组件备品供应
  (含升级替代）
  中海油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ABB 变压器备品备件
    ABB 变压器马来西亚项目备品备件
    XX 省电力公司变压器备件

变压器中使用的套管、进口开关、转换开关触头、二次表计、密
封件、风扇、电机、潜油泵等，其中大多部件制造周期较长，关

键零部件库存可以显著缩短变压器故障停电时间，降低变压器维
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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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高级诊断
对于异常状态的变压器，ABB 将基于异常因素的分析，为客户准
备变压器现场停电后进一步的试验计划，确诊变压器异常/故障
原因和风险级别，并制定安全、可行、经济的现场处置方案。除
常规现场试验手段之外， ABB 专业的诊断技术有：

  现场绝缘频率响应（DFR）试验－－诊断变压器或套管内部固
体绝缘件的含水量；
   ABB 现场变压器低频干燥（LFH）技术－－处理变压器受潮故
障。绕组自身发热，真空干燥内部绝缘件；
  有载调压开关震动诊断－－诊断有载调压开关故障类型及部位；
  现场局放定位（PDA）－－排查变压器内部局部放电部位，实
现故障点现场修复。

变压器状态评估技术
ABB 集团携百年变压器设计制造技术和历史经验的沉淀，于
2002 年为已服役变压器研发了“中期变压器管理（Mature 
Transformer Management Program，简称MTMP）软件”，可为
运行年限到达 15 年左右的 ABB 或非 ABB 生产的油浸式变压
器，在不停电的条件下，提供专业的健康筛选和缺陷排查服务。

ABB 向客户提交的报告将每台变压器按其缺陷和风险级别划分为
“正常状态”，“关注状态”及“异常状态”。状态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
包括：
  正常变压器使用寿命的推算和运维策略；
  关注状态变压器的缺陷分析和检修重点；
  异常状态变压器的故障分析和监护措施；
  变压器升级改造方案；
  变压器组群的状态检修计划及客户检修资源/预算的配置建议。

维护服务-状态评估
ABB变压器状态评估技术及现场高级诊断

典型案例

ABB 中国变压器服务中心自 2012 年以来，在国内及港澳台等地
区，已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工业客户完成了 800 多台变压
器的状态评估和现场高级诊断的服务，得到客户广泛认可。特别
是 2015年 9 月，ABB 为 XX 钢铁集团一台 140MVA 电炉变压
器做出的诊断报告，为客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客户收益
ABB 变压器状态评估（变压器无需停电）和现场高级诊断（停电 
1-2 天）技术，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及个性化服务，以帮
助客户消除隐患，减少运维费用，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同时，延
长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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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全球于 2015 年发布了第一代在线油中氢气及微水监测装置
CoreSense。该产品以简便可靠的工作方式实现变压器故障的早
期预警功能。

CoreSense 的核心部件为催化钯镍合金膜固态传感器，直接与变
压器油连通，完全不同于其它采用渗透膜技术的产品。

CoreSense 可实现长期、高效、稳定地工作，15 年服役期内无
需更换配件、耗材。

    在线监测变压器油中的氢气（H2）和微水含量。
    固态传感器，无需载气和其它耗材。
  体积小，结构简单，易安装，适用于所有油浸变压器。
    15 年免维护。

ABB CoreSense 8 采用了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技术，实
现油中7种气体及微水的在线检测功能，完全满足国家电网对
110kV 及以上电力变压器在线检测装置之标准。

  成熟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技术，整套装置 10 年免维护。
  油样无需外置循环回路。即装即用，安全可靠。
  传感器测量精准度不随时间漂移。工厂校准后，终身无需再校验。
  预装 ABB 变压器健康评估（AHT-Gas）软件，协助客户诊断变
压器的故障类型，评估运行风险。

典型案例

CoreSense 在全球已有超过 800 台的销售业绩，在中国已被工
业客户率先接受。

客户收益
ABB 智能变压器组件的故障预警和诊断功能，可协助客户减少变
压器的巡检频次，节省检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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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现场在线监控
ABB智能变压器组件CoreTec™

ABB 第三代智能变压器组件 CoreTec，作为变压器的监测装置
和智能变压器数据汇集及处理中心（主 IED），于 2015 年正式
在全球市场发布。

CoreTec 内置了 ABB 变压器专家开发的故障代码和与之对应的
运维建议数据库，可实现的主要功能有：

  各侧电流、电压监测;
  变压器油中气体和微水监测；
  顶层油温、底部油温及各侧热点温度的监测；
  绕组最热点温度及绝缘老化预测；
  变压器过负荷能力的预测；
  冷却系统智能优化控制；
  有载分接开关控制及开关触头磨损、寿命评估；
  与其他智能组件配合，可对变压器的运行可靠性、控制可靠性
做出综合诊断。

典型案例

自 2000 年，ABB 产品从 TEC 发展到 CoreTec，在全新市场已有
5000 多台套的运行业绩。在中国市场，已有超过 200 台/套的产品
服务于国内高压直流（HVDC）变电站，并为国网北京菜市口
220KV 智能示范站和桃园智能变电站提供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CoreTec 从安装在变压器上各类传感器或 IED 获得数据，使用
ABB 研发的专业软件，监测变压器实时工况及运行风险，将综合
评判的结论和运维建议送至客户控制室，实现对变压器运行状态
的在线评估，可大幅度减少客户计划检修费用，保障电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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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
现场低频干燥处理(LFH)

全球首创的 ABB LFH 技术对绝缘件含水量超过 3% 的电力变压
器，可直接在变压器运行现场进行停电干燥，使变压器的绝缘件
含水量降到 1% 以下，以保证变压器安全运行。

低频干燥与一般的热油循环/喷淋对比：

低频干燥原理

在变压器高压侧施加低频变频器所产生的低频电压，从而在低压侧
产生 20% - 50% 的短路电流，进而在线圈内部加热器身，再在开始
阶段辅以热油循环/喷淋，从而达到干燥变压器绝缘件的目的。

典型案例

绵阳电力局一台 2002 年出厂 110 KV 的变压器，变压器型号：
SFZ9 - 40MVA / 110kV。由于器身绝缘偏低，因此在 2015 年年
底，利用大修的机会，对该台变压器进行了低频干燥处理，处理
后，器身绝缘成倍增长，达到了处理要求。

客户收益
无需返厂处理，可极大节约成本，同时只需 4 - 5 天时间进行现场
处理，极大缩短客户停电时间及维修时间。

低压侧短接

真空控制阀

油喷淋

真空机组
滤油机

高压侧连接

低频变频器

热油循环/喷淋

仅仅通过热油循环/喷淋，线圈加热速度很慢
绝缘件/线圈加热不均衡，热量由器身外部缓慢向内部传导
相对较低的加热温度（传统的油循环加热到大约 60°C 左右，油
喷淋加热到 80°C 左右）
排完油后的抽真空阶段，绝缘件温度会快速下降，这是由于水分
从绝缘件中蒸发，以及热辐射。因此不可能得到低含水量（理想
状态是 <1%）。
干燥时间长，能耗高。

低频干燥+热油循环/喷淋

依靠短路电流，线圈加热速度快
器身内外同时加热，加热均衡。
满足旧变压器绝缘件降解限制的条件下，干燥过程中温度可达
105 度。
排完油后的抽真空阶段，仍然可以通过低频干燥来加热，从动得
到较为理想的绝缘件含水量。

仅需约 50% 的时间，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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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
现场油再生处理 

什么是油再生？

根据 IEC 的定义，油再生是通过化学和吸附过程清除油中的酸性
物质、胶状污染物和老化过程产生的物质，来获得含有许多与新
油成分相类似的油。值得注意的是油再生不是干燥过程。若变压
器绝缘件含水量较高，则干燥变压器的同时应考虑与油再生相结
合。抽真空和过滤不是油再生处理。

为什么进行油再生？

通过清除油中的酸性物质、胶状污染物和老化过程产生的物质，
使得油老化程度降低。这对老化的绝缘纸也有好处。

什么时候进行油再生？

当测出油的酸值、界面张力和耗散因子超出可接受值时，绝对应
该考虑进行油再生。由于绝缘老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因而
应在轻度老化时就进行油再生处理，这点非常重要。

小结

使用 Fuller 可再生过滤土的油再生处理是唯一的经济可行方法，
能让变压器油的值恢复到近似新油值且长效可靠。油再生处理
还有环保优势，而不是更换不可再生资源，油是经处理后可循
环使用的。

Ageing of transformer oil after reclamation and oi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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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油再生和更换后老化情形的比较

典型案例

在挪威，有两台相同的变压器要处理：一台更换新油而另一台则
进行油再生处理。通过下图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了换油，但油的
酸值仍然迅速增加。几年后，油的酸值回到换油前同一水平。这
是因为在油箱和绝缘中有残油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残油
中的污染物致使新的油受到污染。另一台经油再生处理的变压
器油，六年后的酸值水平仍保持在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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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管现场更换整体解决方案(可以为沈阳传奇,上海 MWB，南瓷，
西安爱博，Micafil 及 ABB 早期生产的各种常规出线套管及特种
出线套管提供完善的现场更换解决方案)
  按用户要求，定制套管出线方式，提供定制解决方案(如：油空
气式套管出线与油-油套管出线/油 - SF6 套管出线之间的相互改
造及接口转换)
  套管末屏现场改造(对早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套管末屏出线方式进
行现场改造并加装新型末屏装置)
  故障现场问题诊断及紧急抢修(如法兰开裂，瓷套开裂，接线板
开裂，局部过热,渗漏油，油位计故障等突发事件)

维护服务
套管

ABB 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稳定而高效的电能传输，作为变压器
电能传输的“必经之路”，套管的运行安全至关重要，作为全球套
管领先生产厂家，我们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套管服务。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 ABB 生产的主变,也包括非 ABB
公司生产的主变：通过先进的 3D 现场扫描仪，我们可以对套
管外部的带电距离，油中带电部分包括均压球在内的整体安全
系数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供完善的套管更换方案

目前为止，ABB 中国变压器服务中心已经为西门子（济南），
阿尔斯通（上海），天威保变，西电（西安），西电（济南），
江苏华鹏，浙江三变科技，山东达弛等变压器厂家生产的在运
行主变提供过完善的套管更换服务

典型案例

玉溪供电公司检修公司
浙江省供电公司检修公司
安徽供电公司检修公司
昆山南亚电子
大唐集团潮州电厂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500kV GOE型套管现场更换
2014-2015年度220kV主变上海MWB套管现场更换，共53台主变
2015-2016年度上海MWB套管现场更换，共11台主变
沈阳传奇套管现场更换整体打包服务
沈阳传奇套管更换
低压用沈阳传奇HETA型干式大电流套管现场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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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
开关检修

根据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论文数据，有 41% 的电力异常
中断由有载分接开关引起(资料来源：CIGRÉ 对 12 个国家 10 年
运行周期有载调压电力变压器的故障分类，北美服务市场统计
数据)。对变压器开关进行预防性检修维护服务，可以有效减少
故障几率，降低机会成本，为客户带来长期收益。

  作为全球开关领先生产厂家，ABB 可提供覆盖全寿命周期的
开关服务
  有载分接开关预防性检查，维护保养
  快速及时的开关紧急抢修，故障诊断及清除,现场调试
  配套更换已到使用切换寿命的开关触头/配套安装及更换开关
电动机构箱
  现场开关整体更换（更换已到寿命极限的开关及提供包括引
线处理，绝缘包扎在内的总包“交钥匙”服务）

   现场加装开关在线滤油机/更换滤芯
  开关切换芯更换服务（也可提供真空式切换开关升级更换服
务）
  开关保护系统改造（压力释放阀更换，保护继电器更换及配
套的管路改造）
  开关电动机构过电流闭锁功能添加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 ABB 生产的分接开关,也包括非
ABB 公司生产的开关

ABB 已经为德国 MR，上海华明，贵州长征等厂家生产的开关
提供现场服务

典型案例

宁夏银川东换流中心
汕头供电公司检修公司
太钢集团
贵州供电公司

银川东 660kV 换流站 14 台 HVDC 换流变 ABB 有载开关整体打包检修
500 kV 汕头站 3 台单相 MR 开关现场检修服务
太钢 2 # 电炉变三只单相有载开关现场整体更换
小关变电站开关压力继电器改造为油流继电器打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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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消缺
故障修理，现场大修，例行保养，
大修技术支持

ABB 变压器服务中心作为行业领导者，能够为电力及工业客户提
供电力（> 10 MVA）、配电（> 0.75 MVA）、牵引、电炉变及
特种变等各类变压器的全方位维保及维修服务：

1.故障修理：针对变压器已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实施。

2.现场大修：对于达到大修周期的变压器，ABB 可将变压器工厂
搬到变压器维修现场实施现场大修，使用工厂推荐的工具和方法，
纯正的备件，提供服务报告。

3.大修范围：电气试验，更换套管，更换开关，引线检查与修理，
油箱修理，附件更换，器身干燥处理，油处理，更换储油柜和胶
囊，更换密封圈，冷却系统升级改造等。

典型案例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主变现场大修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主变（阿尔斯通生产，464 MVA，
220 / 24KV 三相油浸式变压器），1991 年投运，经过现场勘查，
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及作业指导书，对大修过程中发现的无载
开关动触头弹簧断裂 9 根，开关厂家暂时无法处理，ABB 经过
研究提供了解决方案。A 相旁柱自中部至下部有很多水滴状附着
物，清洁处理。大修后 ABB 提供了详细原因分析报告，并与珞
璜电厂及四川省电力工业调整试验所三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讨论最终得出一致的结论，为以后变压器运行维护提供了指
导性意见。

4.例行保养：处于成熟期的变压器，经常性维护是安全和有效
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ABB 专业服务人员可以为客户提供例行
保养。

5.大修技术支持：为客户维修提供技术支持。客户通过电话，
邮件，或在线知识管理服务，提供产品和应用支持，以排除故
障。此类服务有可能上升为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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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ABB 技术、工艺及制造标准，修复故障或缺陷
  优化设计，降低空载、负载损耗
  更换线圈、绝缘、夹件、引线及结构件等，满足现行国标对抗
短路力的要求

维修消缺
返厂修理/ 改造

改造前器身   改造后器身

对于电力变压器的返厂维修，ABB 在中国拥有中山 ABB 和重庆
ABB 两家维修基地，可进行任何厂家生产的电力变压器维修服务：

典型案例

ABB 变压器服务中心对一个建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150 MVA / 
220 kV 变电站用变压器进行评定后，发现其抗短路能力不能满足
目前电网要求，对其进行返厂抗短路能力和冷却方式改造。改造
前后参数如下：

以 2016 年为例，ABB 服务中心完成了 16 台变压器返厂改造项目，其中 12 台为非 ABB 产变压器。

  容量升级改造（2000 年前产品，可升级 20% 左右）
  冷却运行方式（ODAF，OFAF）改造，降噪、减少运维成本
  按新变压器出厂标准进行试验
  提供专业的维修报告

项目

型号
冷却方式
额定电压
额定容量
空载损耗
负载损耗
油面温升
线圈温升
高-中阻抗电压
高-低阻抗电压
中-低阻抗电压
局部放电

单位

kV
MVA
kW
kW
K
K
%
%
%
pc

改造前参数

SFPSZ9-150000/220
ODAF
220±8×1.25%/121/36.5
150/150/75
116.76
468.99
无资料
无资料
14.06
23.99
7.71
无资料

改造后参数

SFSZ9-150000/220
ONAF/ONAN
220±8×1.25%/121/38.5
150/150/75
115.40
467.87
40.1
38.2/39.5/36.5
13.99
23.43
7.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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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咨询

ABB 领先的 TrafoStar 全球设计平台和变压器服务经验可以帮助我
们为客户提供以下设计服务：
  全新变压器设计
  改造变压器设计
  现场变压器组件，部件改造设计
  变压器抗短路能力校验

及咨询服务

  全新变压器设计咨询
  改造变压器咨询
  现场变压器组件，部件改造咨询
  变压器抗短路能力咨询
  其他变压器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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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升级&改造
扩容

扩容

ABB 领先的 TrafoStar 可以对以往的变压器，特别是发电机变压
器进行评估，确认是否可以扩容。

如果确认变压器可以通过改造扩容，这将使客户减少投资，并且
有利于环保。

典型案例

ABB 变压器服务中心对一个建造于本世纪初的大型发电 720MVA  
发电机变压器进行评定后，对该变压器进行了改造与升级。
  改造后变压器比以前多发 72 MVA（从 720 MVA变成 792 MVA）
  维护成本在未来几年将会减少
  改造成本在短时间内就得以回收。

以 2016 年为例，ABB 服务中心完成了 10 台变压器在现场的扩
容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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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升级&改造
冷却系统改造

对使用老旧冷却器及其他冷却系统的变压器（包括非 ABB 产品），
采用 ABB 先进的全球设计平台将能计算出合理方案，改善及提
高改造后变压器性能，保证油顶层温升及绕组平均温升相当或低
于改造前的变压器。ABB 可在现场完成冷却系统改造，而无须返
厂进行。

改造原变压器无自冷容量，将新增 50% 自冷容量；

使用专用进口油泵设备，并且有备用油泵管路，性能优良，稳定
可靠；

解决老旧冷却器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尤其在高污
染地区，需要经常对老旧强油风冷却器进行冲洗、清洁，改造后
大为降低维护成本；

早期部分的冷却系统附件如风扇电机等，目前市场上无原型产品
或可替代品，给变压器维修保养带来不便，改造之后将使用性能
优异组件；

降低噪声，符合环保；

享有 ABB 的技术支持，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典型案例

    ABB 公司对一台 1997 年投运的 120 MVA 电力变压器进行冷
却系统现场改造，将 ONAF 改造为 ONAN / ODAF, 参见上图，
经过一年多运行，比较不同负荷不同环境温度下变压器性能十分
良好。

  以 2016 年为例，ABB 公司完成了 25 台变压器冷却系统改造
项目:

原冷却方式    现冷却方式→
→→

项目个数
原厂家 单台容量

ABB Non ABB 120MVA 150MVA ODAF     ONAN/ODAF OFAF     ONAN/ONAF
25 22 3 18 7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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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中国及北亚区变压器服务中心（合肥）

  全面负责中国及北亚区服务业务的推广

重庆 ABB 服务业务部

    220千伏变压器、500千伏变压、HVDC及特高压变压器
  的维修改造等

中山 ABB 服务业务部

    220千伏变压器、110千伏变压器、工业变压器、特种变
  压器的维修改造等

大同 ABB 服务业务部

  牵引变压器的维修改造等

上海 ABB 服务业务部

  干式变压器的维修改造等

联系我们

ABB中国及北亚区变压器服务中心

中国安徽合肥市莲花路3318号
24小时热线电话：800 820 9696    400 820 9696
传真：0551-6227 3775

www.abb.com.cn/transformerservice

注意：

我们有权进行技术修改或更改本文件内容，恕不事先

通知。采购订单适用协议细节。对于本文件可能存在

的失误或信息不足，ABB 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保留对本文件、主题及其中插图的版权。事先未

获得 ABB 书面同意，严禁复印、向第三方公布或私自

使用本文件内容（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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