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姚市华宇电器有限公司机构工程应用略表

（2007年5月—2018年12月间的部分工程，不含订单上未注明工程名称的工程）

一、应用于550kVGIS的工程

沙坪水电站
内蒙古电力2015年基建项

目
邹平一电三厂项目 山西古交三期梅热电 B339泰州站 访仙变

泰州扩建 B344湘潭换流变 B343 古泉变 江苏武南扩 浙江金华永康扩 A247冀北承德东变

J051上海漕泾改造
韩国本部550KVFeeder

小型化试验
A249天津静海 B366重庆铜梁扩 J121郓城改造 阳信中心站改造

凌海风改造项目 东川区汤丹镇林光 韩国本部550KV A104济南增投

二、应用于252kVGIS的工程

宁夏高桥变 山西永济 鞍钢工程 鲅鱼圈工程 南丹工程 克田工程

二滩工程 戈兰滩工程 河口工程 株冶工程 常州天河光能 晋城北留

辽宁太子河工程 马鹿塘工程 三道桥工程 湖南冷钢 大唐热电 印尼(出口)

大唐哈一热 阿墨江水电站 重钢环保 双钩水电站 阴平变电站 西溪河地洛

黄河龙口工程 晴朗电站 新大洲能源 山西灵石 内蒙乌努格土山 安荣变

大唐安阳工程 华宇电解铝 四川瑞能 湘东变 山西中钰 菊城变

荥阳变 惠州千帆变 鞍山崔家变 山东阳城煤矿 台州东海变 佛山陶博变

环球至迅 汕头广兴变 丹东港城工程 牡丹江工程 佛山世龙 贵州梵净山

秦皇岛孟姜变 台州东海变2期 华能河口工程 宁夏西夏工程 深圳创业工程 卓山变

中阳钢铁工程 深圳庭苑工程 柳林工程 离石工程 华菱锡钢 滨州明集站

惠州千帆变2期 张礼工程 浙江惠明变 襄汾三期 东莞实操基地 唐山甄家庄变

本溪郝地变 四川凤仪变 亚新隆顺变 广西振林变 攀钢工程 汝州东变

广西梧州碟山变 辽宁金山变 四川官地2期 大连甘井子变 南昌前湖变 乌江银盘

浙江骄霞变 广东汕头坝头 四川维尼纶变 深圳丽晶工程 广西水南变 娄底冷江西变

山西运城芮城变 廊坊信安变 枣庄台儿庄变 淮安水渡变 深圳琵琶变 重庆石柱南宾变

潍坊央港变 山西阳泉长岭变 柬埔寨甘再PH1 南昌前湖变扩 大连热电厂 辽宁蓝东变

辽宁宏亮变 景德镇竟成南山 山东央港变扩建 潮州城东变 惠州荣田变 宁波茶亭变

广西茗雅工程 株洲中心变 别迭里工程 安徽杨桥变 苏州金家坝 邯郸霍北工程

南通海门 武汉重工工程 玉林同心变 山西中阳钢厂 山西刑家社 青海福鑫

云南牛兰江黄角树 山东党集 广西南丹冶炼变电站 联丰化工工程 四川宁南工程 四川新桥



印尼加里曼丹燃煤电厂 骆驼变工程 那坡变电站 河北束北 肇庆玉成 大唐阜新

燃煤电厂 廊坊临津 霍州东牵引 介休东牵引 福建永安兴平 新疆多晶硅站

云南开化 山西张礼 广西碟山变 毕节金沙变电站 江苏盱眙升压站工程 滨南工程

毕节奢香 丹东宝石山 毕节大方 山西大西铁路 站工程 德州平原扩建

山东临沂变 四川黄水变电站 山东聊城 淮安水渡二期 新疆硅业 博汇纸业

乐东望楼 竹屿 四川眉山宝飞 四川富邦 大方变 柬埔寨变电站

创业 栖霞变电站 吉林松花江 古城水电站 宁夏高桥 四川金平

云铝沥鑫工程 唐山柳树酄 吉林延边龙井 大连安岭 潍坊云湖 冀北昌黎

深圳丽晶 辽宁爱国变电站 奎福 山西罗家变 临武大冲风电场 娄底大熊山风电场

忠旺工程 番禺钢管 普洱宁洱 兰新铁路 西皋长乐松下工程 广州永福

辽宁蓝东 毕节大方 沦头工程 宁德梨村变 京西项目 山东菏泽四海

英国巴拿马 沟美变 永福 古荡 晋中两渡安顺 四川甘孜州

荆门化工园 宁德寿宁 华电龙游 明集扩建 四川宁南 思茅变

中电熊猫 锦绣变 四川巴塘 国网福建公园 北京远大 玉屏三家桥

江山太阳能252 丹赛马田252 新元变252 惠州尾塘252 唐山柳树酄252
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供

电配套252

四川宁南252 乌鲁木齐头屯河252 翡翠变252 达坂城变252 远安旧县252 辽宁利州252

保定顺平252 株洲中心252 乐东望楼252 四川九江252 菲律宾工程252 罗泾电厂252

永丰252 江西城南252 花溪党武252 四川九江252 阳明东252 江苏南通变

儋州李坊252 邹平工程 涿州北252 山东临沂沙河输变电 南京西环网变 浙江章镇变252

福建富兴增田 松桃长兴252 江苏大丰 华能民治 莆田埭头252 文山松林坡252

丹东宝石山252 河北西柏坡变 四方继保252 国网山西长治康庄 四川内江资铁 杭州半山天然气电厂252

肇庆玉成扩建 河北石家庄辛集变 山东菏泽屯西变 云南开化扩老山 辽宁胡台 252 厦门松柏252

河北西柏坡变 建设变252 湾山252 仙人岛扩建 银山变 252 天津范庄村252

山东潍坊黄楼 同心（金刀）252 内蒙扎鲁特 羊湖252 巴塘叶巴滩扩建 沧州中钢变

福建埭头变 贵阳西252 华电昆山 东渡变工程252 金寨白塔畈252变 奎福252

文山松林坡252 G1552济宁金乡工程 固滴水电 山西晋城金匠 浙江天星252 琵琶变252

安顺东方希望扩建 天池能源 华电扬州 振林变电站扩建 电谷变电站252 云桂铁路牵引变

苏州滨南252 京能涿州 华电扬州252 河南郑州香草变 江苏国信仪征变
G1604大兴66千伏变电

站

江苏云林变 朝阳凌源252 印尼不锈钢变 汕头成田四期 临海广文变工程 辽宁利州扩建



四川雅安新棉 冀北杏山变 辽宁利州变 四川新桥扩建 世龙252工程 安徽黄山韩村变

浙江罗家变252二期
G1622黑河220KV站3号

主变
四川孙家坝工程 合川电厂三期 越南NHO QUE1水电站 合川电厂二期

浙江罗家变252一期
云南（云纺）温泉220KV扩

建工程
山东滨州袁家变 望道252变工程 浙江湖州林城252 大连玉华变252

G1619EPC5标段达州七

里沟
南山252扩建 惠州荣田扩建 四川大源 东渡变工程252 广西水南扩建252

G1605东环66千伏变电

站
四川九江252扩 惠州荣田扩案件3# G1644 Aggreko Benin 四川雅安新棉

宁波邬隘二次扩建工

程

江苏淮安朱集变 福建金钟变 南京滨南252 毕节奢香252 葫芦岛 T307山东滨州变

河北辛集变 江苏苏州琴川变 河南商丘工程 天津高场工程 G1726大连泰山鸿日 江苏常州电气

四川宣汉工程 陕西离石车家湾2间隔 朝阳八棱观 毕节奢香扩建
国网宁夏银川供电公

司/白鸽变
T310山东日照增

南京滨南252 越南急单 毕节金沙252 鹅毛寨 新疆协鑫智慧能源 营口忠旺

宁夏蒋顶252 同心金刀252工程 朝阳拉屯变 220KV吉隆埔仔扩建 G1744湖南芙蓉计算 龙岩星邦

三明瓦庄宁化252 基隆埔仔252 朝阳发达2间隔 沈阳顾屯变 江西建昌变 T306连云港瀛洲变

湖北姜家陇变 南网SDD样机 河南商丘5间隔
G1718阜新万德号22MW

P光伏发电
湖北恩施变 九清变增投

花溪党武252 山东日照T308 阜新变 G1718阜新万德 振林252工程大修 长春铁北变

G1703新建天北252 翡翠变252 福建漳州坂后变 山东无棣 智慧能源 辽宁锦州复兴变

G1702新建北工业园 保国老间隔 朝阳慕容8间隔 达阿果水电站 冀北廊坊苏桥变 河北西柏坡

盐城袁丰变 大唐岢岚大阳坡 北京沙河变 席官变 山西朔州冯庄 山西壶口变

国网湖北恩施来凤 浙江苍南变 山东临沂锦绣变 江苏云林变扩建 三峡大丰海上项目 海上风电项目

九清220KV变 T318湖北监利变 营口忠旺扩建 G1740世纪工程 三峡大丰陆上项目
G1744湖南芙蓉云计算

中心

昆仑钢铁变 济源休昌 江西稍江变
云南云铝海鑫水电铝

项目
山西离石工程 郑州芦河（名都）

北京张家务变 江苏淮安泗湖湾变 辽宁葫芦岛龙港扩 徐州童画增投
国网江西葛坳变电站

新建工程
T203河北龙泉

山西晋城金匠扩建 1744云计算工程 江苏镇江万太变 海上风电庄河项目 石家庄灵寿二变工程
G1783内蒙古电力东风

（巴音陶亥）工程

河北曹庄子220KV升压

站
T312湖北武穴 印尼二期变 印尼德信 高纯多晶硅扩建工程

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

供电公司220KV环翠变

G1803内蒙古通威变电 T314安徽黎河 T317连云港古槐 T130潍坊温泉 T316安徽宣城 甘孜220风电扩建

18Q2705U四川宁南变 鞍钢鲅鱼圈 沦头扩建252 江苏南通长珞252 华润新能源河南滑县 T312湖北武穴增

上官风电 T319山西长治 T320江苏永和 江苏九思海上风电 T323安徽宣城扩
G1774山东利津III陈

庄

多晶硅项目 T170滨州南赵 唐山柳树颧 惠州荣田扩建 辽宁锦州复兴
新疆叶尔羌河恰木萨

水

攀钢集团 T160威海变 T500云南牛栏江 江苏宿迁宿供光伏4# 山东烟台花岩 京能秦皇岛热电220KV



江苏宿迁宿供光伏 A248北京南苑扩建 G1783内蒙电力东风 山东寿光美仑 太平庄252变电站 印度Baram 220KV工程

安徽华塑252 印尼青山德信变电站 印尼加里曼丹 252KV mechanism T322徐州童画 T202保定高碑增投

重庆复盛明月山变电

站

辽宁大连金家（国网）

工程
T321盐城袁丰变 T161威海镆铘变 江苏镇江姚江桥边 T315安徽纵楼增

18Q3008G厦门松柏 骆驼改造 国网河北高阳东 国网湖南浏阳工程
鲁南高铁临沂北站太

平站
T202保定高碑

国网湖南百田 江西万安变电站
福建永安兴平扩建

工程
安徽铜陵渡江变电站

鲁南高铁临沂北站太

平站
冀北曹妃甸变工程

G1819张北东变电站 G1834新天鑫工程 T162山东日照扩 辽宁葫芦岛龙港新建
商合杭铁路浙江湖州

安吉
母线混合气体技术

浙江萧东变
G1858国网鞠官屯220KV

工程

四川巫山县三溪两

坪发电项目

新乡220KV变电站验证

机构
G1875优干宁侧工程 江苏盐城吉利变

G1893国网河南郑州新

力工程

宝应县柳堡2号领跑者

项目

孝感安陆红十坡220

千伏变电站
印度Baram增投 浙江萧东变扩建工程 西藏瓦托

印尼加里曼丹更换隔

离开关
新疆木扎提河工程项目 山东济宁幸福变

三、应用于126kVGIS的工程

安徽宿州 格咱变 运城空港 通辽滨河 中石油 石泉变

宁夏高桥 山西永济 晨鸣吉林工程 鞍钢工程（共300多台机构） 宁夏伊利特

山西天淞工程 内蒙神州 甘肃水泊峡 山西常平 广东汕头成田变 泰格尔纸业

乌必格叶山 宣钢工程 胜利油田 深圳华强 德州平原 山西潞安漳西

河南风神轮胎 山西路城化工 山东泰钢 戴泉湖变 广东平海电厂 山西临汾滨河

武汉马场角 承德三总降 承德四总降 洛阳李村 中芯国际 武汉晒湖

云南大风坝风电厂 滨州东区 淄博果里 山西灵石 山东日照后村 维坊亚星变

东营临海 大港油田 荥阳工程 航侧变 日照高科园 鞍钢焦化变

六库变电站 内蒙三维变 春园变 日照大村 鲅鱼圈 鞍钢烧结变

乌海滨河 子午轮胎 精伊霍铁路变 富民水泥 内蒙包钢工程 万荣变

山西圣佛 江西新钢 邯钢变 中燃变 奎文变 铜陵上峰

南京工程 黄玉川煤矿 凤凰谷 四川会东 天津轧一 平南三期

宁安变 经开4号 海宝变 大庆变 青海盐湖 龙山变

西龙变 基建半岛 基建黎明 林芝变 新钢钒 内蒙白音华

重钢环保 柳影变 台山风电 白莲崖 齐鲁特钢 济源钢铁

镇沅金矿 坪头 兆丰铝业 郑新扩建 希望铝业 重庆长安

平顶山轻工变 天河光能 邯钢铁前 井神盐业 乐山滨江变 中兴变

曹娥变 滨州秦台 内蒙巴彦卓尔 山西义考 内蒙古兴安铜锌 天水十二里铺



山西中阳钢铁 贵州芙蓉江 长钢工程 东营杜邦 中海沥青 内蒙古包头青田

首钢迁钢五总降 汕头成田 四川石油 湖北双环 菊城变 河南柳林

河南平陌变 广西河池含香变 中兴变 襄樊风神变 首钢迁钢4总降 玉环天马变

营口变 绵阳马角坝 重钢轧钢变 重钢铁前变 重钢冶炼变 中煤国际

惠州千帆变 糖城工程 贵州鑫源 佛山陶博 安徽昊源 佛山泰安

湖北宜昌万寿桥 汕头金灶 冲乎尔水电站 廊坊邵府 安哥拉 临汾永乐2期

深圳华强2期 珠海宝塔石化 北川中联 首钢迁安钢铁6号变电站 山东邹平韩店

佛山白岗变 衡水南郊变 华润富川 华润上思 宁夏盈北工程 枣东变

邹平工程 启东工程 鄂钢变电站 山西中阳钢铁2期 湖南怀化 深圳创业工程

牡丹江工程 黑河工程 声威水泥 中山凯茵 峨眉山佛光 广西英才园

深圳庭苑工程 河南湛河 云景变 汉江蜀河工程 山东淄博大武 寨里工程

东台变 新疆广汇工程 河南登封 川煤工程 三角变 沟西变

中山五星 卓山变 佛山世龙 和解备战矿 葛洲坝工程 柳林南寨工程

深圳清联变 月梅变 恒泰热电工程 湖南鑫都 成都南郊变 大庆油田工程

广西桃花变 江西铜业 广东珠海工程 刘集站 深圳新和工程 润丰铝箔工程

邢钢工程 丽水桃园变 创业扩建工程 汕头东里工程 沙江变 江仓变

热水变 鲍家寨工程 翼东水泥工程 德州运河变 安阳林州北变 辽宁华能盘锦

广西振林变 湖北黄石 上瞳变 山西汾西矿业 华能上海崇明 子午轮胎2期

南宁九曲湾 广东珠海红山 广西三合变 潭中变 柳州文笔变 山西和瑞新能源

广西梧州碟山变 珠海湾仔 首钢迁安七总降 华赢2期 陕西药王山 山东后村2期

武汉马场角2期 舟山岑港工程 湖南鑫都工程 胜利油田工程 立新变 苏集变电站

戴家湖变 深圳大工业五变 贵州水电 陕西万金镁业 赛轮变 新邑辛立变

怀化上峰水泥 国华瑞丰 首钢迁钢CCPP 汕头成田二期 安徽天瑞水泥 翼东凤翔变

八分场工程 煤焦五磷 青岛钰也工程 黑龙江浩良河水泥 揭阳曲溪 陕煤神木工程

广东汕头坝头 江能建设工程 中宝滨海变 柳林兴无煤矿 深圳丽晶工程 广西水南变

新曲北变 江滨变 青钾电厂 万荣二期工程 南通富士通工程 双桥站

贵州恒达工程 宁波徐洋变 淄博泉山变 淄博梅河变 韶关前进站 棒线变电站

深圳龙园变 山西大同同胜变 绣江站 黑河二期 辽宁锦盘二期 甘肃白银/山东利津

江苏熔盛工程 广东湛江梅录变 柳州红星变 翼东启新变 甘肃张掖工程 柬埔寨马德望变



江西修河下坊变 达隆庆水泥变 昊华宇航变 深圳琵琶变 山西威奇达药业 柬埔寨欧桑变

开封大学变 承德新村矿业 神华淮东变 广东惠州荣田变 杭州外侨变 滨州沾化Ⅱ变

胶西站 和静备战矿 河池五圩变 枣庄丰泽(山亭) 重庆璧山变 廊坊龚庄变

内江三元变 邯郸铁西变 宁德碧山变 邯郸中华变 德州广川站 铁煤集团

安徽芜湖路 柳州蝴蝶变 呼伦贝尔化肥 贾庄变 平煤集团汝东变 贵州响水河

胶州站 青岛温泉站 青藏铁路工程 云南李子箐风电场 内蒙古白音华海州 深圳创业机场扩建

瓦宋变 济宁沈庄变 黄陵矿业变 星沙东变 紫金铜业变 保定阜平变

焦煤集团 阳江海陵岛 勤得利 陕西彬长矿区 威斯特 安徽老龙眼

珠海锦江站 天津新港变 绍兴海塘变 伊东电石厂 昊华宇航对接 宁夏高桥三期

范庄变 杭州来苏变 珠海东堡站 珠海扩建变 贵州开阳化工变 欧亚电力工程

天津天钢1号站 天津天钢2号站 云南法界变 津西正达 龙源风电 高家堡矿井变

山西天镇武家山 宁波徐戎变 安庆秦谭变 开封大学变二期 湖北新冶钢炼钢 舟山大衢变

青岛湾头站 青岛卓越站 烟台加工区站 汕头湾头变 中航起落架 龙庄站

温升试验 连云港 湖南金大地 福轮站 湖北新冶钢炼铁 晨鸣纸业铜版纸

泰丰二变 雅安姚桥变 赤峰化工 原平段家堡风电 唐山扣庄变 莆田后海风电场

湖北大冶湛月 广西河西变 狮山变 豪维科技 东营滨海热电 南充南坝门变

杭州临化二期 玉林从义变 柳州野岭变 龙口高新站 鹤壁石岗变 中山马新二变

上饶丁家州变 石工站 广西防城彩虹变 增荣试验 温泉/上瞳/广川 济源钢铁

华润蓬莱大柳行 云南大理工程 广西五里亭变 南水北调工程 紫金矿业工程 平凉尚家塬变

廊坊洸远变 陕西声威特 洛阳万基铝 单隔离耐压 重庆长安 鲁抗站

广安高桥变 龙源风电 汕头成田三期 宝红变电站 中山张溪 重庆重钢

云南李子青 兴瑞化工 重庆书房变 广西茗雅 新塘变 河南漯河金山

安徽巢湖工程 允升变扩建 新疆别迭里 吉安城中变 江苏连云港 秦潭变工程

高家堡矿井 四川金河 铜陵旋力项目 华润龙岩 华润永定 国网中捷化工

锦和（向阳） 连云港中云变 新疆天基水泥 武汉重工技术改造 安徽马鞍山 国网营口大铁输变站

吉化炼油厂 苏州长安变 杭州上沙变 郑州金屏边 武汉鲁巷步行街 四川广安工程

黑河中环光环 无锡软件 四川甘洛变 苏州聚金变 临清三和项目 南海如东工程

青岛大洋工程 内蒙古呼伦贝尔 宝兴大渔溪 都西变工程 福州福飞变 唐山龙湾子变

国网邯郸霍北 城南（盛泽）扩建工程
大唐齐齐哈尔碾子山

风
黑龙江太阳岛 广西右江鱼梁变 青海油田涩北



民和天利铝业项目 杨桥扩建 柳西变工程 宁波广源工程 惠州荣田变 芳桥变工程

海丰和锐二期变电站 宁夏汪家河变 新疆萨尔托海风电场 包头冀东水泥 裕农纸业 苏州杨墅变

云南德宏瑞丽 明珠变电站 胜利油田驼六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 石家庄北郊变 三里变工程

广西路工程 包头韩庆窑 大唐平度2011项目 国网沈阳安顺 四川汉能变电 白马矿业变

新疆白石湖 嘉北工业园二期 浙江东元变 乌克兰机场项目 中山变工程 天津工程

国网通辽舍伯吐工程 续潘达尔硅业 潜江金澳变 内邱永安工程 三元变工程 成都苏场变

景德镇南山变 唐山左家坞变 山东联众镍业 重庆正阳 华能湛江 昆仑能源青海变

中电普瑞 廊坊黄甫变 巨鹿刘庄工程 唐山西林变 成都晋阳变 中材萍乡水泥总降

郑州兴华变 山西通才公司 宁波黄梅 玉林同心变 深圳玉林同心 青海下拉秀

宁晋河渠工程 协鑫硅材料 宁夏明城变 山西瑞恒化工 内蒙站 天山水泥变

山东广富 同煤公司色连 四川内江星船城工程 110市政府 高县天顺水泥 蓬莱新能源

内蒙东胜 苏州松南变 坡里工程 苏州庞山 云南元谋雷应山 新疆新拓森源

怒江供电变 金岗工程 宁武工程 清桥变工程 石家庄建华变 河北苏正变

成都黄田坝变 潍坊双埠扩建 山西天镇大梁山 山西广灵月明山 国电紫金山 潍坊向阳变

咸宁栗林变 山东德州中化 南昌抚生 辽宁营口天盛 云南大理三德 嘉南变工程

南宫秦庄工程 铜陵中心变 国电山马于 西安至安康增建 国电胶南子罗 徐工集团

义马金裕变 安徽高倍聚光 马鞍山杨桥扩建 孙庄变工程 陕西东鑫恒化 唐山邦力晋银

保定白沟南留 五矿营口工程 宾县恒泰热力 江西铜业 临淄热电 沧县张官屯

锡林郭勒工程 承德新区工程 唐山林西工程 甘肃舟曲变 宁夏高桥四期 姜堰变工程

云南沪西东华风电场 马鞍山电厂
大唐新能源云南朗目

风
福建莆田忠门风电 乌江渡发电厂 磐石站

唐山华天实业 国网沈阳广源 益阳国晶硅业 济宁新城科苑 华义玉米变 馆陶前宁工程

内蒙古尔林兔煤矿变 新疆九八变电所二期 巢湖云海 东营大学城 安徽徽山工程 南京浦口虎桥

河南安阳化工输变电 江苏浦口兰花 山东海化工程 吉家房变电站 贵州芙蓉江牛都水电站 深圳创业三期

利津北岭变 周口大河林业 四川广安高桥 马莲站 广东华润新能源连州风 葫芦岛

山东乔官变 辛县宏图工程 青海察尔汗湖 山东肥城米山变 山东博昌变 辽宁本溪西高堡变

辽宁本溪何家变 唐山党裕变 湖州上旺变 中信戴卡工程 内蒙包钢万腾 国网辽宁鞍山站前变

安徽怀宁上峰水泥 山西威顿水泥 亿利工程 时冈集团 西藏贡嘎变
广西南丹南方冶炼变扩

建

中阳城南变 国网福建永安贡川变电站 贵州华能 锦州千伏滨东 成都高新西区 黄石供电公司

广西贺州城西 广东禅子项 新疆英吉沙山水水泥 国网福建金山中心 催马庄变工程 龙山变工程



四川新桥 三江变电站 水水泥工程 中心变 潮州城东二期 歇武站

长春增容变 河南许昌彭庄变工程 河北市区南变 园区变电站 吉林亚泰 西安山门口变

江苏晨港变 变工程 中阳钢厂1号 大名红庙变 莱西风电站 山西太原河西增容变

山钢集团 辽宁盘锦中兴变新建 辽宁抚顺张甸 辽宁抚顺同城 辽宁朝阳铜鼎 连云港中云变

滨州北海工程 成都龙桥变 成都安仁变 那坡变电站 凉山西宁变 三江口水电站

衡水建华变 五莲变电站 河北冀鲁变 山西扩建 苏州灵峰 成都石人变

首钢长钢 重庆松藻煤电 宁夏新区 辽宁大连棋盘 河北平安变 河北束北

孙家山变 锦和向阳 浙江松坞 宁夏兵沟 浙江西湖头 重庆两江鱼复

广西北海铁山港务变 青海盐湖 抚顺上夹河 长葛葛新工程 河北定州客车 威海正棋变

淄博古城 甘肃腾达西北铁合金
山西北元集团锦源化

工
内蒙满洲里变 包头变电站 成都前进

宁夏金银滩变 山西晋城开发区变 山东德州苏庄变二期 成都南桥变 开化变电站 德阳寿丰变

云南股份 大连岔鞍变 长冶银狐 宿迁三义工程 浙江新桥 巴东石柱

山西长钢变二期工程 盐城龙冈变 自贡胜利变 甘肃工程 淄博位庄 江河纸业

建湖南苑 利津集贤变 哈密矿地面 广西碟山变三期工程 胜利油田海三输变电 大唐东平

山西吕梁文水桑树营 辽宁辽阳首山变18间隔 辽宁辽阳首山变3间隔 朝阳移动 甘孜石渠 鑫岳变工程

文水桑树营变 首山变18间隔 首山变3间隔 丹东变 国网四川洛带变 郭庄变电站

国网河北正定城区变 重庆两江鱼复 双桥子 宁晋延白变电 齐齐哈尔 扬州酒甸变

洛阳偏桥扩建 齐齐哈尔蒙西 盘锦辽河变电 国网安徽荻港 贵州中铝 清平变电站

内蒙古牙克石 汉川北桥扩建 华润水泥长冶 刘官庄工程 华润水泥罗定 朝阳万元店

巴中工程 西昌变工程 锦州士英 尖峰水泥工程 浙江越爱变电 红河锌联科技

安徽宣城变 智能化认证项目 保山变电站 江苏鸣新变 江苏雕庄变 铸锻件深加工

少海、云溪变 吉林石化扩建 胜利油田新滩输变电 云南吴龙化工 江西新余城中变电工程 玉林同心扩建

内蒙古汇能 古镇口变电站 博爱清化 武昌鲶鱼套 福建晶安光电 云南六库二期工程

安徽昊源二期 湖南泸溪北 三联变电站 新疆伊犁恒辉 铜陵有色股份铜山矿业 贵州德隆水泥

潍坊龙威工程 国网成都沙西 重庆渝北悦来 江门建陶金沙 马来西亚 德利变电站

青海宏扬水泥 槽坊变电站 东郊热电厂 五育变电站 七姓变电站 鲁丰变电站

团结变电站扩建变电站 湖南郴州三十六湾风 国网上海芦蔡变 邹平德利变 邹平德利变 永城回村工程

永城回村工程 扎窝工程 扎窝工程 上栗金山变电站 永安西抗变 象湖变电站

内蒙古万华铸业有限 鹰潭市变电站 河南孟电孟文变 四川顺城双肝膦 西藏西郊变 四川万安



苏州东莱 吕梁中心水泥 济南提口变 湖南梯子岭项目 桥头变电站 宏源化工

新疆呼图壁河石 成都遂宁金华
福建遂宁电力公司赤

岸
国网石家庄赞皇五马山 国网石家庄鹿泉曲寨山 国网福建安溪西坪变

银川隆基硅 滨海变站改造 沈阳北盛 皇五马山变 曲寨山前变 富宁那柳

山西吕梁城北 乐东望楼
国网石家庄高邑陶瓷

变
国网天津武清南宫变 乌兰浩特润兴矿业 扬州骑龙工程

扬州三益、真武工程 东城、润扬变电工程 邹平金阳变 巴彦淖尔紫金有色 瓦宋变工程 云南富民百花山风电场

邯郸成安变电站新建 泗洪南水北调 武汉晒湖扩建 国网山西大同党留庄变 国网福建平潭竹屿变 浙江中河变电

福州贵安 小金工程 莒县凌阳变 国华瑞丰 高唐谷官屯 成都高山变电

东莞大岭山工程 济南九曲工程 建龙扩业 夏庄站改造变电工程 同煤广发 内江威南

新疆伊犁南岗 河北涞源新天 乌鲁木齐东工业园 巴彦淖尔紫金扩建工程 沈阳建筑 国网山东新泰羊流变

国网宁夏红石湾变 国网山东临沂朱芦变 国网福建大田吴山变 山东郯城李庄 国网山东平邑地方变 国网山东临沭

国网山东费县胡阳变 国网山东临沂院东头变
国网山东泰安肥城白

云
当阳玉阳变 海亮变 国网山东鄄城凤凰变

浙江永安变 国网山东曹县石河变 国网山东单县湖西变 国网山东郓城蒋庙变 西安至安康增建二线 苍溪变工程

双通水电 大唐格尔木 禾坑口水电 宝泉岭 戈布变工程 庄河双利输变电

宁夏新桥 山东临沂沂南马牧池变 山东德州乐陵东郊变 山东德州齐河河李变 山东德州临沂龙岗变 山东德州武城石庄变

肯尼亚内罗毕 国网山东德州宁津大祁 山东德州陵县土桥变 山东德州庆云东环变 北京燕山石化 国网河北荣华道工程

福建晶安光电 国网山东临沂荣光变 德州夏津 淮安工程 常州兴湖 常州平陵变

江苏常州社农 常州晶阳果园 浙江中子 威海文登 深圳青奇坑 沙尔布拉克

山西永济城西 深圳庭院 重庆江津双福 常州雕庄 德阳秋月工程 山东东营兴北变

国网山东垦利垦坨变 国网山东广饶东孙变
国网宁夏石嘴山和平

变
国网山东邹城 国网甘肃嘉北 山西孟县化工

乐山劳动工程 夏津李东工程 滨州公建 眉山铝城 本溪罕王矿业 禹城军张工程

山东临沂库沟 山东烟台招远北环变 徐家庄变 海亮变 国网福建福清音西变 马来西亚

许昌尚东输变电工程 北环变工程（共） 山西宁武扩建 河北邯郸成安 安徽黎阳变电站新建 山东利津韩牛变

盐城秀夫工程 淮安扳闸 广富电厂三期（共） 福山牛庄变工程 潍坊甘棠变 双沟酒厂

巴彦淖尔工程 临河现场 柯洛洞工程 伊犁南岗 大麦屿 湖北宜昌东湖

广西横县榕宁 宁夏南梁 柴达木 广西南丹增建 江苏宜兴江竹 安徽天海

烟台莱州虎头 广元朝天 城北变电站 青海海南共和国 山东烟台王格庄 嘉峪关工程

北京中电普瑞鱼卡站 西林变电站 四川西江 绍兴直埠变电站 淮南矿业谢桥 福建福州可门

烟台海阳留格 蒲县新良友 梅山变电站 太山寺 商西工程 四川镇江关

河南前屯工程 江苏惠生 章丘曹范工程 轨道交通华山站 浙江黄琅 璧山秀湖工程



高新开发区 南京西区变电站 宁波联民变 中利腾晖青海 长城变电站 三岔变电站

山西柳林森泽 沈阳家俱 山西泾渭榆楚 山东临沂太阳 四川镇江关-2 聚金线路

东郊变智能化改造 崇正水泥 中和变电站 大庙工程 山西中峪矿井 丹森科技工程

中石油湖北工程 山西太钢工程 山东东营港北 湖北工业园 浙江绍兴高贡 湖州虹星变

野鸭坡工程 四川西江增投 山东东营东四 国网山东淄博海眼变 山东东岳 甘肃嘉北四期

华润水泥增加 山东淄博果里 唐乃亥 义乌文化变 国网江苏连云港金港变 江苏永平变

翔翔实业工程 江苏高浜 国网山东春暄 国网江苏连云港石榴变 国网江苏泰州朝阳变 云南拉法基

山西万荣 山西隰县德美 江苏南通大石 国网山东龙洞 临沂蒙阴变 仙游草山风电场

官树下工程 传洋工程 沙坪坝桐子湾 重庆玉祥门增投 潍坊森达工程 长城能源

包头常铝北方铝业公司 沈阳文艺 白俄罗斯 广东徐闻 湖南天塘山 湖南天易变

沈阳新立输变电工程 莱芜盘龙变 重庆钢铁售后 吊岩坪 内蒙达汗壕 深圳盐田港变

小木岭（清平扩建）工程 蒋家输变电 细石头变电站 苏州中泾 湖南九华东变 河北中钢

贵州长征 上海南汇工程 广元工程 草滩园工程 江苏招兵河 麻陂变电站

浮宫变电站 湖南火车站 河北双桥 西郊工程 江苏亭东 宿迁泗洪农场

临沂义堂 双通水电增投 临沂黑墩项目 太钢临汾临备 美旗工程 新疆特变工程

郑州姜寨输变电工程 油房壕站 泉州洋坑变 湖南大粟港 湖南鄂州葛山工程
湖南沅江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 合江三期 高压备料 泰州焦港 温州龙湾起步 内蒙神华乌素

河北马头营 日照石井变 重庆丘堡 新疆康园变 苏州富乡 宁夏高桥

大连安岭工程 枣庄东郭 试制智能控制 德州平原汉源 华润水泥（湛江） 华北电力公司

安徽省电力公司 山西永乐 苏州南宵 山东德大陵县 山东龙门扩建 安泽南湾变

乳山东崮 威海荣成古塔 临沂平邑、莒南 费县、沂南 临沂郯城 上海罗港巷

欠淞肇输变电 无锡陈家桥 新华变 永安兴平 胜利油田 宜兴新坐庄

那曲工程 宁夏七里沟 瑞祥塔河燃气 巴南梓桐 枣庄苏鲁 好水沟

德阳秋月 宁夏高桥 邯郸鸡泽 日照香店工程 东坡工程 山东潍坊翠山

日照朱家 新疆开都河 四川新桥 重庆大石 许昌城南 海口站

化工园工程 淮安唐港变 湖南风雨殿 从化工程 宁夏广武 浙江新安工程

临沂官庄 新疆八钢 山东潍坊昌邑 山东泰和二平 山东潍坊温州 安徽荻港

肯尼亚大修 坝头扩建 宁夏东蒿 格林变电站 农网改造第四师输变电 英歌石变

济宁曲南 福建闽侯 辽宁岔鞍 宁波澄浪 本溪郑家 景东变



枣庄柴胡 惠州千帆 湖北朝阳变 中和变电站 鲁丽工程 中海油乐

哈密工程 永寿工程 重庆钢铁长寿 山东潍坊寒亭 山东神华临朐 枣庄裴桥

林宅工程 杰龙晶瓷 双流蛟龙 东营渤海 盐城北海、祥云 苏州大龙

临沂沂水 新加坡样机 重庆鸿庆达 深圳丽晶 营口温泉 浙江虹桥

四川走马岭工程 油房壕站 连云港番禺 锡北牵引站 深圳坝盛 东莞石龙站

山东淄博文昌 正元化肥 雷波凯瑞 亿晨工程 三台一期风电项目 驷马桥工程

临邑苗坊 德州庆云 德州夏津 马柳变 佛山奎福 天晨耀隆

赤峰伊品 天津西青大任庄 锦州宾东扩 新疆晶鑫硅业 重庆MDI一体化 北川中联补

广西大锰大新站 广西大锰崇右站 出口白俄罗斯 山西义望 圣水峪 临沂团林

龙口 徐州高皇扩变 荣成古塔 城南盛泽工程 本溪梁家 新疆伊犁南岗

普洱宁洱变 单县十里铺 洪都拉斯 平原王凤楼 潍坊于河 武汉东立

山东聊城朱老庄 苏州滨湖 无锡殷巷 山东德州禹城东辛 山西麟游园子沟 铁岭新地变

五育变增加 新疆荣风小草湖 新集变 北京二拨子 深圳盐田港扩建 宁德古田大甲

国网山东淄博佛村 国网安徽丰泽路 广州永福 朝阳什家河 河北螺山 河南周口郸城

河南驻马店市区 河南煤业 国网山东威海文登 章丘旗山 陕西居安 江苏苏州永河变

久泰二期 洪都拉斯 几内亚M站 几内亚T站 潍坊万达 宁夏李俊一期

北郊 陕西府谷新元洁能 河北邯郸三期 宿迁三义扩建 安徽华星化工 德州学院

赤峰小新地 柔远 北区 海南共和 会东金川磷化 色连二号

虎园 委内瑞拉 承德金隅水泥 欧菲光科技 四川瑶山 汉中石门水电站

河东变工程 台州农场 广元苍溪扩建 商鼎 新乡 丰足工程

浙江永福 青海多巴 山西太原城西 宁夏银川李俊二期 铁岭凡河 中山大桥

山东济宁中开变 西郊色连 黑龙江盘锦 浙江油车 大衢工程 北京采育变

赤峰彩虹桥 避风塘变 徐州戴圩变 江苏海工 Hamdlaye Matoto

南通姜北 山西永济 乐山城南 山东泰安夏张变 揭阳沟美变 天津东葑

山东东营港北三变 山东东营港北六变 朝阳移动 山西吕梁红岩 战前变 城南工程

扬州泰安扩建 日照陈家 城市中心变 甘肃威武 金沙白鹤滩 沦头站变

龙里龙狮水泥 南安洪梅变 广西允升 湘电新能源 附城变 海口云龙变

晋江晋源 湖南紫荆山 恒安纸业 大连东南山 泰州三桥 朝阳保国老

辽宁盘锦 西安新房 陕西向阳 宁波桑田 浙江祥福 浙江敖平变



浙江银杏变 浙江石龙变 格尔木藏格钾肥 抚州桥东 陕西送变电 巨亭

桃园变二期 惠州荣田 洪都拉斯 三都中和变 沃尔沃项目 南阳迎宾

盐城跃进 新疆疏附光伏 盐城灌河 暖泉变 济宁学院 浙江大成

清远吉田变 山东泰安果都 山东临沂沂源 山西大同党留庄变 浙江湖东变 保定安国孝义

广西大锰大新 四川普格 镇江团结 侯青扩变 威海港区 天津于家堡

大强煤矿 自贡沙坪 中山玉泉 抚顺天水 国网山东济宁府河变 国网福建漳州和里变

国网江苏方山变 穿山白峰变 浙江新兴 如东洋口 福建大州
集装箱式GIS工程（英国

AGG）

山东盛阳不锈钢 衡水中旺 衡水官庄 马鞍山杨桥 辽宁盘锦大堡扩建 武宣变

青岛院西 浙江甘北 山西居安二期 陕西马王 陕西豁口 潍坊宋庄

河南刘家庄 宿迁醍醐 济宁寅寺 浙江古荡 中原黄金冶炼 四川五井变

江苏昆山变 浙江高教 荔波时来变 江苏花园山 新疆哈密 江苏马岗

新疆康园扩建 牦牛坪稀土矿矿资源 山东滨州港口 河北任县丰顺 重庆三河 河北隆尧莲东变

山东东营中合 河南五里堡变 河南安阳高速 山东济宁马村 新疆工程 北京怀柔变

山西曹家滩 聊城广平 宿迁钱塘 安徽宿州恒馨 山西晋城栓驴泉水 莱芜杨庄

马边宪家普河电力公司 许昌将官池变 云南三五变电站 四川甘孜炉霍 四川稻城变 淄博敬仲

六盘水德坞 华润弥渡 河北辛集月营 无锡星座 维扬扩建 南京大胜关

河南安阳 湖南永顺变 新疆和静备战 黑龙江萝北县 团林变电站 四川甘孜石渠

兰州天水路 合肥四里河 江苏郭庄 江苏大路 河北湖东 浙江滨河变

邯长铁路武安 景德镇南山扩 龙岩天马（共） 北京石门（共） 吉林顺城 山西昌兴扩

泰州新明变 北京红狮 孙家输变电 宁德寿宁（共） 高峰变电站 章丘旗山

川藏联网 上海大众 巴塘工程 珠海湾仔 四川凉山冕宁里庄 浙江九里变

青钢制氧轧钢 青海二十里铺 聊城湖西 河曲旧县露天煤业 辽宁拓展 四川乡城

北京金盏 河南郑州京广变 云南开化扩东风 上海龙东变 宁波中和变电所 盘锦瑞德

福建漳州山格变 福建漳州梅园变 吉林辽源寿山 清江项目 青海学实变 苏州衡山

佛山南海西岸 潍坊李寨 河南洛阳拓展 江苏白马湖 桦甸城东变 溪古工程

古田城关 沿海工程 魏桥沾化中心 传洋集团二 云南红磡水泥厂 兰新铁路白石湖南9间隔

青海空港变 北京永定 洋浦德义变 徐家湾 伊朗地铁 安徽华电无为

山东恒信蒽油加氢 沈阳青年改造工程 北京温泉 淄博大武扩建 白沟南留 福建漳州山格

伊朗地铁埃克巴坦 安徽华星增投 朝阳凌源 宁夏兵沟 崇左红狮水泥 河北清苑王变



马场坪 福建漳州武林 内蒙古金山变 云南华电个旧莲花山 山东天虹纺织 陕西榆林

江西城中 莆田大邯山 济南领秀输变电 广西贺州 聊城筑先 江苏驼峰

四川新龙 江苏新安 泰安时代
云南峨山昆钢矿产业公

司
江西华南城变 河北提口变

古吉拉特 印度安德鲁兹 保国老扩建 福州公园变电站 国网冀北西区变 浙江唐北变

江苏淮建变 梭罗沟工程 玉屏三家桥 内江越溪 杭州胜联 浙江育才变

青海康南 刘庄煤矿东区风井
华能贵州平关风电项

目
河北五仓新建变 张家港宏昌 大榭工程

沈阳昆山 韩牛和工程 老挝南椰 华义玉米 日照名望台 华电龙口

江苏淮建增 凯胜朝鲜平壤 北方建材合营会社变 吉林石化变 凫溪工程 江西明阳东

江苏理工学院 河北沧州捷化 国电东海李埝变电站 重庆花卉园变 蒙东海拉尔变 山西润锦化工

南非工程 邢台市河南变 四川文昌 平煤神马 山西拥军路 浙江半岛变

印度工程 烟台栾家变 天津车站北 青海花土沟变 陕西居安三期 四川得荣变

国网四川石化园 河北顺平变 尼日利亚 河北邢台司马 马鞍山莲花变
云南省姚安县保顶山风

电场项目

贵州剑河城景 三江工程 野描山风电场
云南开远左美果风电项

目
琼海博鳌 达坂城增

宁洱普洱增 青海湖 江西明阳东增 四川绵阳园艺 代古寺 邯郸瑞祥特钢

斗园变电站 石湖石狮变 安徽六安变改造 江苏花莲梅巷 城南变 埃塞KALITI（共）

山东临沂莒南大店变 衢州广胜 岳庄工程 湖北腰路堤 甘肃中川 埃塞MINILIK（共）

福建永安吉山表变 神木六家峁 四川大堡变 拜城县鸿瑞水电 丹赛马田 埃塞AYAT（共）

玉川变迁建工程 绥德四十里铺 顺德搓涌 郑州黄岗变 国网重庆水土变 唐山陈官营变

山东临沂费县 国网浙江龙湾丁山变 宿迁泗洪农场 国网浙江诸暨枫桥变 国网四川盐亭变 贵州龙里继望

潞安李村煤矿 宁德古田 吉普寨马德望 山东泰安肥东 宁夏先锋变 浙江温岭石粘

德阳寿丰增 四川江油工业园
GIS单间隔罐式工频耐

压试验
江西界牌航电枢纽 国网重庆水土变二期 烟台宁武

北京梁庄 山东泰安新泰天宝变 国网北京虎峪 天津芦新河变 青海海西城西变 山东临沭朱仓

天津久园变 山东泰安宁阳城东变 惠州尾搪扩建 西郊变
大唐新能源贵州独山大

风坪
光明变

安徽高新南变 开远大黑山风电场 广州永福 贵州开阳双流 科林埃尔 山东枣庄邵楼

尾搪变 天辰耀隆扩建 云南电网公司电力 重庆温泉 国网青海旺尕秀 江苏杨墅

郴州苏仙风电厂 宁夏宏兴能源 教育中心项目 湛江水泥 集宁西工程 青海茫崖变

桃花变增 浙江清泉 龙里龙狮售后 国网江苏樊川 漳州金山变 河南濮阳范县义和变

孝感卧龙变 浙江胡新变 普洱昆钢 花溪党武 乌鲁木齐达坂城 杭州彩虹



天金变电站 商鼎三期 浙江西兴 山东兖矿变 国网新疆变 国网福建北峰

河南站扩建工程 沈阳昆山 浙江平桥 易县店北变 青海茫崖变 重庆天马

国网福建长乐仙富变 河南濮阳任丘 山东临沂青云 上源变电站 广安高桥枣山 汉源乾盛矿业

马鞍山香樟 常州东郊 石家庄医药 东岗岭工程 国网浙江诸暨枫桥变 国网台州白山

正泰吉尔吉斯坦 云南华电开远鲁土白风电 广西望楼变 淮安唐港 诸城皇华 乐平乐港变

永寿城关 苏州银河 江苏老坝港 野描山二期 江苏蒋王变 河北张家口赤城变

陕西临汾尧都御景变 苏州永利 常州戴墅 华能巍山扁担 杭州锦江 三亚崖城变

辽宁葫芦岛上砍变 华能鹤庆马厂风电项目 常州崔北 山风电场项目 滨海改造（共） 兴仁慢坡工程

辽宁学府变 听命河 干塘至武威南铁路 华能南华瓦窑风电项目 湖北黄冈变 郑州紫藤

梅州中环工程 江苏暨阳 烟台万华 四川瑶山 型式试验专用 中国电建西勘院

芳地坪扩建 康电工程 山东济宁嘉达 泾渭姬家改造 郑州市区丰产 新疆美克三期

福州刘歧变 乌当培席变 江苏镇江珥陵 山东恒信蒽油加氢增 输变电工程 永丰

顾桥矿（南区） 河北留村 石嘴山正宜 京东工程 河北南宫群英变 湖北七里坪

天津城东满江道变 河北中钢变 陕西乐育 永兴河变 松桃长兴 青岛平度河口变

西藏邦达 北京庄子营变 胡波水泥 盘锦高家 辽宁丹东变 肃宁城北变

辽宁园田变 河北新河变 甘肃城东 习水同民 研发大楼 山东德州刘屯

山东菏泽卢庄 福建杨林岭美 石嘴山潮湖 河南金马能源 山东菏泽杨庄 福建沙县

安阳县千伏蒋村北变 高坡变电站 成都中工 巴南梓桐增 国网河北城南庄变 格林二期

山东泰安水河 浙江拱东 辽宁西大营子变 修文广田变 沙牌水电站 青海花土沟扩建-1

江苏胜利（共） 浙江九里增 江苏泰新 新建敦格铁路 青海花土沟扩建-2 大安变电站

柴郭变 杭州奥体变 浙江塘下变 津西钢铁 辽宁盘锦鹤乡 金华汤村变

贵州贵阳花溪 晋城华港燃气工程 品祚变电站 古丹河电站 鹤壁市区庞村输变电 内蒙古大德恒

贵阳花溪石板 新疆红纱泉变电站 浙江宁波澄浪变 四川攀枝花 重庆市巴南白马山 薛吴南宫秦庄

太兴铁路岚县 云南石屏大牛风电场 屏南佳阳 2014研第十项 山东淄博葛庄 印江新寨

印度阿塞姆 云南施甸大坡山 水富金明
湖北麻城蔡家寨风电

场
山东青岛河洛埠 铁路新地（共）

山东澄波湖变 杭州移动变电 玉林变扩建 邹魏一园 浙江东浦变 山东滨州埕口

国网河北定兴北田变 淄博沂源项目 儋州李坊 湖北武德变 福建东山变 石嘴山城关

金怡加坛二期 甘肃镇原金龙 金华野风变 河北石家庄辛集 浙江兴滨变 团结湖

迪庆香格里拉昆钢鸿

达水泥
淄博高青蔡旺 儋州美扶 新疆鄯善油田

福州市轨道交通1号

线
湖北东风本田变



湖北李家垸变 国网浙江永丰变 长丰输变电
云南大理祥云县白鹤

厂风电

云南大理州九龙坡风

电场项目
河南灵宝

湖南桂东变 江苏金庄 山东瑞银生物化工
四川嘉盛芦杆桥扩建

项目
德州肖庄 印江峨岭变

浙江永丰 上海高雅变 锦州滨东扩建 浙江新围变 山东青岛阳关 达州西外工程

山东德州堤岭 江苏北旺 南京通江变 伊拉克米桑油田 贵州仁怀合变 滨州李庄电站

云南马关县青龙塘变

电站
江苏元和

云南昆钢国际贸易

项目
乌海拉僧庙 山东晋煤 哈密红星扩建

云电石投林 山西临汾北平 宿迁大兴西 唐山森源电器 河南濮阳铁丘 烟台建昌（共）

上海龙南变 安徽毫州杜仲变 和林盛乐计算 新疆南郊变 广西六景项目 福建中城（共）

上海新谭输变 古田溪一级扩建 廊坊邵府赵辛 白俄罗斯项目 大连春华变 江苏后巷变

山东济宁任城廿里铺 江苏三井 达尔班加 山东东营炼化变 四川乐山水口变 杭州城东（共）

河北石家庄栾城苏邱

变
沙特集装箱 同心金刀（共） 渤海变电站 大庆向阳变 通化沿江扩建

淮安体育 山西西坪新建 锦州滨东扩建 吴江生活垃圾 山东青岛河洛埠变 青海敦格鱼卡

重庆中恒鸿庆达产业 山东滨州大齐 惠水白果变 观音阁 四川三星变 黄棠输变电

辽宁河北变 吉林长春长江 山东王晁煤电 安徽合肥淮南路南变 山东东呁 北京乔庄变（共）

观音阁 河北石家庄辛集 四川雅安巴土沟 黑龙江工大 北京垃圾厂 宁夏白阳变

重庆七牌坊变 山东鲁萨风电 务川堡上变 金坛汽车工程 山东烟台广深变
大唐闻喜后宫茨庙风电

场变

白俄MOGILEV 程圩输变电 雪象变工程 山东东营西营变 苏州白鸽 回龙湾变电站

云南砚山黑巴风电场

项目
大竹县石河斌郎输变电 泉州洋埭工程 河南郑州模拟化 威海华阳工程 宁夏中卫莫楼

四川沙渠变 浙江东浦高教 丰南城西变 冀北榛子镇 浙江温州蟠凤 宁夏高桥七期

吉林岔开变 陕西锦源化工 姜堰里华 安徽合肥贵阳路变 陕西榆溪花园 甘肃陇南阶州变

山东东营炼化营 厦门晓路工程 吉林珲春珲东变 平坝甘河 莱西南墅 麒麟泰国青岛

山东菏泽屯西变 新七宝上海站 湖南长沙太平变 乌鲁木齐新业能源化工 新疆昌吉努尔加水电站 大唐平度古岘风

香草变 河北于桥变 廊坊临津扩建 松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诸暨八方热电 宁夏中卫金梁变

浙江清水变 江西凤凰洲变 附件龙岩和春变 江苏顺达变 冀北杨官屯变 西藏阿里狮泉河

螺丝壳项目 浙江章镇变 宁夏中卫牧羊变 江苏沛县汉城变 宁波北仑 屏南佳洋（共）

江苏流虹变 冀北西马窝 思甜东工程 中冶赛迪达州钢铁 湖北宜昌长阳 四川达州宣汉北

连云港东海李埝 国网宁夏吴忠同德变 浙江环湖变 青海玉树曲麻莱 冀北秦皇岛归提寨变 甘肃陇南哈达铺

国网宁夏吴忠周闸变 宁夏金银滩变 吉林延安路变 河北衡水褚宜变扩建 安徽信义寿县 凌源钢铁变

东峤石塘变 老挝变 南充化工园李渡 江西昌河 临沂七里沟 浙江湖州临杭变



葛洲坝水泥 安徽六安五里桥 四川官地变 重庆北培万家山 河北衡水冀鲁变 苏州迎宾变

普阳钢铁 国网江苏石园变 南充化工园嘉陵 上海秦家输变电 万达广场 无锡横塘变

陕西彬长孟村变 河南濮阳开州变 新疆吐鲁番新区 莆田石塘风电场 郑州轨道姜寨 南京中盛变

安阳广利变 浙江秀清变 通江玉带扩建 江苏南通北区 吉林长春变 南充化工园国能

莲花光伏 江苏长山（西港） 南京通江扩建 天津新城变 湖南株洲攸东 避雷针产品部

山东东营白坞变 沈阳北塔站 呼和浩特计算 巴南梓桐二期
云南德泰宏泰森源电力

工程
安阳市区老城东

国网重庆建胜变 山东李庄变 利都变 江苏蒋庵变 广西惠州变 四川南充嘉陵南

山东淄博华润 浙江城西变 伊拉克米桑 陕西神木变 科威特工程 新疆阿克市中变

国电电力九鼎哈密蜜蜂发

电
浙江五泄变 青海西宁南川变 府谷项目 吕梁方山马坊 柳林扩建

黑龙江哈尔滨八区变 河南信阳市区 吉林珲春增 成都地铁沙河东 华电北马风电场 北京稻香湖变

新疆卓越变 北京大红门变 北京礼体路变 宁夏吴忠同盛变 福建金湖变 吉林通化临备

南方电网贵州安顺供电局 信义亳州 钱塘变 新疆托克逊变 河南洛阳市区谷水输变 西藏羊湖变

信义金寨白塔畈 宁夏向阳变 三明安居（共） 江苏古渎变 山东阳城煤矿 华电龙口

安徽芜湖九龙变 绥阳城南变 尾搪扩建尾信 甘孜田坝变 苏州凌港变 乌海拉僧庙

菏泽华星生物电力有限公

司

山东力诺沂南光伏发电项

目
梅州中环调换 陈子变 珞狮南路扩建 成都金沙江工程

德州夏津 山东冠县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飞龙变扩建 勤丰变 哈密风电有限公司 平坝甘河

泉州惠安 永川香山变 荷兰变电站 江苏花园山二期 榆林华源流水变 朱戴站

陈家桥变 福建新店变 唐港变 浙江汤浦变 上海新东门变 黄河水电共和升压变

李集变 丽江永胜县四角山 江苏无锡杨家变 宿迁梅花变 巴林右旗光伏 天津静海管铺头

浙江金华变 西藏邦达变 中国华能 江苏龙江变 安哥拉水泥生产线项目 南宫垃圾焚烧发电

陕西渭南 万源城东二期扩建 宿迁三义变 云南华宁县大丫口 山东青岛铺集变 厦门西亭工程

云南建水七棵树 云南丽江永胜四角光伏变 广安永兴变 山东青岛黄岛南港变 陕西安康高新变 重庆电科院

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光

伏变

国电新疆哈密景峡第二风

电
宁夏新平变（共） 内蒙古赤峰马林 河北衡水安宁变 焦作博爱扩建

黑龙江泉林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焦作博爱 康定跑马山 科威特SHDN"A"站 山东菏泽郑营变 攀枝花工程

科威特SHDN“Z”站 江苏容西变 山东滨州滨港 江苏孔庒变 新疆察布查尔县 瑞昌武蛟渔光

江苏龙城（歌凤）变 河北冀州西网变 西藏八宿变（共） 上海恒皋变 华坪县密落槽子 江苏南湾变

中川重工海为巴州若羌变 福建涧田变 李雅庄变（共） 贵州磨岩变 河北石家庄装备 瓮安珠藏

河北邯郸鸡泽姚村扩 安徽阜阳郭王变 黄岛南港 浙江苍南变 武汉地铁机场 阿坝小金

甘肃水勘院变 河北赞皇五马山 青岛匡正 漳浦绿领变 福建漳州青阳变 华强凤凰山变



沈阳高花变 四川炉霍变 内蒙大路东湖工程 安徽滁州团山变 杭州地铁2号线 新疆喀什塔县

西藏波罗电站竹瓦根变 南五十家子工程 巴塘扩建工程 徐州大连变 河南后羿制药 烟台武宁二期变电站

衢州铭辉光伏 浙江嘉兴灵安变 江苏江丰变（共） 湖北红安信义新能源变 江苏乐园工程 安徽六安古碑变

新疆乌恰县光伏升压站 浙江赤溪变 青海高寨变工程 安徽六安古碑增
千帆变扩建（南海间隔

）
浙江嘉兴永兴变

三峡变电站 大连工程 冀北廊坊赵辛庄 甘肃兰石变 罗源将军帽变 冀北廊坊四岳

福州福兴变 天津信义滨海变 衡水通达变工程 浙江嘉兴双联变 福州快安变 湖北郧县变

成都万兴环保 山东潍坊龙港变 邢台南和豆村变 浙江天润淄川变 北二输工程 常州度假区

四川峨边马嘶溪 安徽阜阳郭王变 哥伦比亚国家石油 新房工程
G1546-

G1547科威特45标3个

站45间隔

无锡凌霞变

陕西电力延川南河 山东菏泽郑营变 浙江湖州临航变
G1545科威特45标3个站4

5间隔
河南信阳叶桥变 G1506达州七里沟

菏泽于屯输变电 姜寨扩建 黄河水电共和升压 安徽阜阳变 辽宁沈阳新兴变 河南新乡原阳城关

山东滨州无棣新海变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变
万凯变电站

云南搬布河坝沙水电

站
浙江东霖变

广东江门农林站扩建

出线间隔

宁夏塘坊变 宁夏张湾 安徽合肥湖光路变 云南搬布河大黑山 江苏苏州由巷变 江苏南通沿海扩建

山东潍坊寒亭河滩 四川龙仓沟变 满城热电工程 重庆三峡卡万搭环境 镇江华山变 唐山岳各庄工程

G1540科威特"RDTNE"

站

武汉地铁6号线一期杨

汊湖进线电源项
安徽谷阳变 江苏李家变 浙江朝晖变一期 苏州钱埂变

潼南航电 G1542科威特“SABRC"站 宿迁慈溪变 华能长兴 安徽幸福变电站 虹桥变

G15421科威特”RTQAC

"站
安徽芜湖河坝变 河北南新店变 福建三明 江苏无锡雪浪变 圆石变

四川德阳永宁变 宁夏香水 北京长辛店变 江苏泰州新明扩 河北邯郸兴华钢铁变 连云港安峰变

商西工程 宁夏庙山变 前塘变电站 江苏泰州三桥扩 安徽五里变电站 营口发电厂工程

巴基斯坦DAWOOD风电

场
广东中山利和变 河北军营（胜营） 宁夏先锋变 湖北荆州居正变 浙江金华鹿田变

新建71团变 安徽张河变 南充市天然气能源 南宁地铁2号线 南京锦湖轮胎 江苏利淮钢铁工程

安徽芜湖飞阳变 义乌望道变 G1556嵩基售电工程 重庆学堂变
G1545科威特45标39间

隔户内第3批
苏州福利

河北冀鲁富德变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江苏书台变工程 内蒙赤峰变 安徽信义寿县二期 苏州港口

湖北七里坪 江苏无锡变 祥福扩高阳变 浙江天润狮山变 山西长治城西变 常州嘉南变

山东泰安邱家店 山东烟台水道变 山东聊城冠县兰沃 河南上蔡鑫光变 烟台栾家变 常州塘桥变

浙江温州河垟变 浙江三墩变 大唐三塘湖变
G1603大连钟家第2间

隔第3批

G1601通辽66千伏红

旗输变电间隔
常州五联变

浙江康桥变 江苏宿迁变 安徽凤凰城变 广东阳江变 河南郑州古城变 花港变

福建漳州云霄变 四川江北 江苏南通石北 山西阳泉黄砂岩 西藏邦达 安徽合肥壶天路



G1517巴基斯坦 福建漳州陈岱变 河北裕华钢铁变 汀田工程 泉州市丰海变 德州平原恩城工程

黑龙江中鑫热电 四川乐山金仓新建 河北隆尧王村变 陕西赵石变 天润巧家变 李坟变

德令哈西出口光伏园区
广东阳江金郊（上东）

变

宿迁钱塘变电站扩

建工程
包头九原输变电工 盐城耦通（榆河）变 G1610乐清正泰

辽宁王宝变 浙江珍珠变 佛山奎福（共） 汶川新桥变 青海泰宁变 G1615云南永胜第一批

辽宁滨海变 安徽安庆莲云变
安徽阜阳抱龙（共

）
河北和平变 安徽金寨变 唐山米厂变工程

陕西洛川变 山东东营军屯变 临沂蒙阴坦埠变 山东国华变 杭州九峰 福鼎热电工程

安徽孙滩变 江苏刘浩变 深圳琵琶扩建 渤海造船厂 洛阳偃师中州 永福变工程扩建

河南安阳都里镇 广东阳江始安(西区） 北京北神树变

G1606科威特Jahra 

hospital医院户内2个

站

西藏天晖变 上允变

河南鹤壁变
GY160201环宇进出口项目

变
阜新惠农变 山西晋城谷堆头变 江苏宿迁卢集变 G1640科林埃尔改造

江苏曹甸变 浙江曹鬲变 山西临汾广胜寺变 绿领二期 安徽孙楼变 中电博爱

安徽江北集中区变
G1544科威特西门子"Z”34

间隔第2批
绍兴诸暨市商业变 大唐洱源凤羽风电 河北邢台刘宝庄变 山东聊城东高变

G1613渠县西城扩建工

程
大龙山项目 北京朝阳方家村 山东泰安肥城桃园站 江西南昌莲西变 滨州博兴贤成变

郑州望桥变 天润全南天排山 盐城河东扩变 安徽宿州高新区变 华润江孜变 黑龙江垃圾焚烧

洪峰变 河北武安裕华盛达 汝州鑫泰光伏变 辽宁长春变
内蒙古2016年电网工

程第二批项目
内蒙古新能源工程

浙江杭州江虹变 陕西泾阳高庄变
广东汕尾海丰附城

变
北京普安屯变 乌鲁木齐开发区 河北邢台刘宝庄变

浙江罗家变 四川盐源核桃园
G1619EPC5标段达州

七里沟
青海徐家寨变 夹江南岸110KV变电 西北旺变

四川洛带变 江苏金门变
G1605东环66千伏变

电站

四川能投物资集团解放

沟
辽宁前盐变电站 浙江台州山涂

浙江杭州罗家变 河南禅城变
G1604大兴66千伏变

电站
武汉地铁7号线 景德镇南山扩建 冀北八里滩变

江苏云林变 河北和平变 乌干达/卢旺达 江苏钢厂线变 湖北石佛寺变 山西吕梁文水营口变

中电投承德县六沟 内蒙古银晟新能源
山西寿阳平头风电厂

项目
安徽望江信义 陕西汉城变工程 宁夏天元锰业变

G1612渠县草街子工程 赛罕区升压站
宁夏石嘴山供电公

司
安徽孙楼变 坝头变电站三期 广州惠福变

福建泉州辋川变工程 G1602大连港兴路工程 城固改造变工程 河北邢台刘宝庄变 福清东瀚工程 华电龙口风电二期

福州胪雷变工程 福建龙岩天马扩建 河南宜阳赵堡镇变 山东滨州袁家 宁夏石嘴山供电 宁夏兵沟变

利津北岭售后 浙江宝林变 吉林哈开变 广东江门新会英州变 印度萨南德 新疆阿克苏纺织城

河南郑州市区绿萝 浙江绍兴四环变 高阳热电 山东东营中合增 葡田城市生活焚烧厂 棉纺变

博白县110KV东平 江苏荣阳变 山东河东实业 吉林青山变 禹州花石二期 张家口瑞云观



G1544科威特西门子“

Z”34间隔
河南驻马店变 江苏方塘变 安徽蚌埠变 冀北上石河变 江苏苏州天鹅变

苏州聚金三期工程 金华前于 豪龙水泥
G1621黑河晶环光伏110K

V1间隔
河北邢台刘宝庄 山东淄博嘉亿变

G1542科威特“SABRC”站

15间隔户内第四批
江苏徐州子仙变 瓦宋变电站扩建 G1635EPC8标段广安恒升 湖北广水风华变 甘肃临夏变

中清能绿洲大庆项目 福建龙海隆教变 浙江绍兴禹陵变 江西上饶董家新建
G1636国网许昌尚东110

千伏扩建
海德堡刚果金

浙江下寺变 惠州大亚湾西部变电站
G1623虎桥110KV 

变电站
吉林长春安庆变 浙江温州瑶溪 青海海北门新源区

江苏苏州桃源变 G1620EPC5标段达州幺塘 江苏苏州新光变 冀北上石河变 德州武城变电站
云南省维西县大桥河水

电项目

兰州通渭变 神木县同得利
G1634恒大海花岛工

程

GIS镀银层磨损南京夹

岗变
印尼青山变 穗莞深新洪段施变

新塘变 煤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新桥扩建 乌鲁木齐宝山变工程 安溪青洋风电场
合肥地铁2号线一、二

期主变电所系统

丁家山变 山东淄博胡东变 威海正棋扩建 华丿变 北京乔庄变工程
贵州瓮安县瓮福黄磷5

万吨黄磷节能

甘肃张掖龙首变
德州运河（瑞丰）扩建工

程
四川新桥扩建 山东淄博恒大变 新疆乌鲁木齐克西路 河南平陌2016大修

浙江白川变
云南华电开远鲁姑母、

阿泽风电场
湖南娄底冷江 浙江温州平站前变 江苏宿迁瑶沟官塘 广东茂名电白莲头

G1637盘锦辽河220KV

扩建4间隔
蓝晶总降变工程 辽宁大连凌水变

宜宾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
浙江杭州长桥变 从江洛香

惠州荣田扩建 安徽牌坊新建 安徽黄山变 江苏崇岗变 浙江古荡变扩建 浙江杨浦变

新疆乌鲁木齐苏州东

路变
浙江湖州长兴县水口变

G1627科威特“标97

5”“NCC WAPR"
武汉地铁七号线 江苏连云港海头变 曹家坪电站

重庆合川星寨变 印度萨南德增
G1626科威特ID""IE"

每站12间隔
G1628-G1630科威特975 江苏淮安金南变 安徽信义寿县

苏州富士工程 黄山国道 G1625科威特
G1631-

G1633科威特975
江西上饶陆羽变 天津月牙河变

新疆建材园林变
广州地铁4号线可视化

接地装置
上海新夫变 G1624科威特975 山东枣庄邳庄变 思贤变

玉林同心变二期 山东聊城 湖北龙井变 世纪变工程 上海兴寒变 重庆地铁10号线

山东德州武城变 上海秀采变
江苏常州西太湖（

湖滨）变
吉林彩宇变 冀北唐山油榨变 浙江显桥变

江苏泰州马洲变 湖北长沙光达变 冀北张家口张北西 江西抚州总部 山西瑞恒化工 佛山搓涌变

青岛地铁2号线 江苏清江变 安徽六安古碑东高风 璧山秀湖扩建 广东佛山更新 河北海兴工程

南宁地铁2号线 江西南昌东岳新建
觅渡110KV变电站2号

主变扩建
湖北广水牛脊山武胜 四川成都大源新建 中远来宝钢铁

山东烟台福山高新 陕西西成高铁牵引 江苏泰州马洲变 河北保定雄县城南变 河南驻马店道金桥
G1660黑河中环光伏四

期

苏州翁庄变 大连安岭110KV扩建 重庆江北双路 常州东郊 西太湖增 宁夏巴浪湖新建

城南110KV工程 福建厦门后宅新建 河北海兴北变 浙江海宴变 避风塘变 浙江台州富强

合川电厂二期 浙江宁波峨眉魏家变 山东菏泽郓城变 浙江绍兴兴滨变 印度巴崇达 芜湖新兴变



江苏连云港海头 G1656海安理昂 山东临沂平邑变 浙江扩唐变 印度阿达金 高密土庄工程

宁夏盐州工程 河北鞠官屯变 安徽芜湖无为县变 湖北红花堰变 淮安清浦变工程 清浦扩建

徐家庄 海城海鸣变 江苏泰州马洲变 奎屯河变 湖北长沙光达增 福建厦门甫公山

宁夏甜水河 深圳民田变 泉州安溪唐龙变 铝厂变电站 新疆康园扩建 福建金湖变

浙江温州陶山变 冀北秦皇岛港口变 浙江绍兴谢家变
广州市轨道交通九号

线
湖北广水牛脊山变 浙江宁波邵家变

浙江嘉兴横港项目 G1645青海海东南 吉林三道岭变 毛桥变 山东北控微山变 杨庄河增补项目

山东鲁青石化变 湖北车城城北变 湖南白色水泥变 无锡新明变扩建工程 济源富士康 遂宁桃花山新建

漯河市区110KV高庄 浙江宁波北仑区变 浙江宁波慈溪变 江苏扬州盘古变 河北石家庄连家变 宁夏原州新建

输变电工程 浙江宁波永丰星岙变 印度萨南德增 金灶扩建工程 武汉地铁21号线 浙江嘉兴钱江变

大连祝丰变 佛山奎福扩建 洛阳偃师中州 吉林长春高科 浙江胡林林城变 巴林右旗光伏

G1653、G1654天津一

汽大众基地

天津一汽大众1/2号变电站

扩塘变

江苏徐州宜沛新建

工程
浙江枫塘变 乌海青山110KV变电 西藏南昌珠扩建

避风塘变 浙江温州樟山变 山西太原郝庄
山东潍坊济青高铁河

滩牵引站
西藏南昌珠 西藏八宿变扩建

福建永春 G1664中机国能安吉 110KV绥德四十里 青海楽鸿共和 G1732红狮老挝万象 上阳变

浙江正泰柯城 南通永丰工程 西安地铁 上海铜山 山西通才超高压 浙江杭州淳安变

烟台万华 洛阳隋唐变 B360重庆黄荆堡 南宁地铁 重庆渝北悦来扩 南畔变

青州马家庙变 第六资源电厂 武汉沙湖扩建 B360黄荆堡 福建闽侯扩建 石嘴山城关扩建

党武110KV扩建 河南郑州曙光 呼铁局包头供电局 香格里拉工程 长春铁北变 苏州榭雨变

党武2#扩建 南通横河变 衢州元立工程 湖北陈家嘴工程 G1754刘家坝110KV 羊湖扩茶巴拉

宁德古田工程 G1701高峰扩建 景东变电站 浙江宁波朱桥变 鑫华热电煤气发电 苏正220KV变电站

南通永丰变 盐城玉华变 塘下涌扩建
山西电力公司运城供

电分公司
江苏南通狮桥变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变

电站

潮州市潮安区垃圾 安徽荻港现场
山东临沂兰陵芦作1

10KV 输变电
重庆玖龙纸业 江苏盐城映照变 常州地铁科教城北

广东佛山顺德熙悦 浙江宁波农业变 安徽四合工程 河北沧州长芦变 许昌许由变工程 沈阳三台子

瓦卡变 浙江杭州百丈变 湖北恩施巴东变 G1756华宁玉珠水泥 宁夏七里沟改造 湖北荆州公安青吉

江苏南京滨南变 重庆渝北悦来 许昌许由变工程 徐州子仙扩建 常州地铁1号线 泰安宁阳伏山变

格咱变 天津高场110KV变 常州地铁1号线 大冶湛月扩建 重庆龙头寺扩建 四川凉山临备

成都红砂电站工程
G1717平武县平通经响

岩
杭州黎明变 河南新乡桃园变 宁夏田老庄变 重庆北碚

章丘九顶山风电场一

期工程
常州地铁 青岛泰州路变 江苏淮安左圩变 山西长治市霍氏工程 湖北石佛寺工程

浙江杭州勤业变 雁南变工程 莱芜恒富重工变 单晶硅大修 海宁城西变工程 那曲德勤扩建



吉隆变电站工程 泰州官河变
轨道1号线再生制动装

置
江苏世纪变扩建 济南九曲变 那曲扩建工程

扬州官庄变
G1736开江县牛山寺变

电站
安徽宿州调换 B362河南新乡 尚北220KV 变 青海山城变工程

冀北承德双滦产业园

工程
山东日照变 江苏南通石北变

开化扩建文山铝业工

程
泰州振兴变扩建 中山卓山扩建工程

青海海西州乌斯变 甘孜变 江苏盐城方塘扩 霍山县漫水河变
菏泽鲁华华成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
内蒙古能建国际

大唐大丰三龙变 G1641龙南雷公山 山东日照黄海 上海津航变 神木刘家茆变电站 云南师宗县竹基

广州地铁4号线 上江圩风电场工程 江苏余庄工程
G1737华容县虾扒湖光

伏扩建
宝鸡中心变 赣江新干航电

无锡芳桥 京城新能源通渭 泰州城中变 河南洛阳佃庄变 安徽安庆城西 山西中阳钢铁热电

深圳110KV 坑尾 青海柴达木能源 南充河溪变 重庆北碚 宁夏银川习岗 东营河义扩建工程

安徽协鑫金寨 陕西自动化改造 山东潍坊香江东变 浙江宁波白岳变 东营河义变工程 四川成都新建

柳州野岭变 深圳廷苑扩建
湖南张家界慈利市

场河
玉林同心扩建 无锡梅园 G1524横江燕子坡

附件闽侯候官变工程 16Q4727乌斯变 鲁中项目 塘下涌变工程 辽阳石化改造 怀柔北变扩建

杭州向前工程 山东烟台莱阳古城 瑞德兴阳尼木 17Q3729H云林同心 邯郸磁县林坦 G1755旧院ZF21-126

山东滨州滨港 淄博沂源消水 河南郑州市区龙湖 莱芜谷家台工程 辽宁鞍山代家沟变 四川大源

桂林市山口生活垃圾 羊湖扩尼木工程 冀北秦皇岛红桥
浙江绍兴诸暨市解放

变
桂林清风变 宁夏银川滨河恒意

G1658浙江正泰柯城
国网辽宁双西变电站间

隔扩建工程
福州义序变电 福建漳州诏安溪南 江苏曹集变 浙江温州三江清水

福州仙游度峰变电工

程
四环锌锗 福建福州后水变

G1731红狮水泥尼泊尔

工程
内蒙新创铁合金 上海嘉定金虹

贵州瓮福磷矿增
G1624科威特"标975"NC

C WAFR"1A
山东菏泽东明梦蝶变 四川能投股份公司 驻马店中正大道国 广东江门蓬江顺成

国网江苏曹甸变 青海西宁涌兴变
山东菏泽成武杨楼

变

G1758国家电网低压输

配电产品
陕西潞安长子高 甘肃兰州任家庄

浙江金华柳青变 鹤壁古城变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

西南莫罗瓦利项目
辽宁辽阳苗圃新建 太山寺 重庆香山扩建

高新66千伏变电站
河南安阳顺城变对端珍

珠泉水冶西变
浙江绍兴环塘变 G1738包头国道110KV 冀北秦皇岛变 江苏宿迁龙圩变

国网浙江庆隆输变电 浙江绍兴岭江变 复兴路 G1739新城110KV 河北大名北变 泰国春武里变

苏南电网UPFC示范 闽侯桐南变 重庆江北盘溪变 肖家河 鞍山城南变 夏津二期变

国网浙江江虹变 山东聊城马颊（堂邑） 广东中山广福 印度巴崇达 河北灵寿二变 浙江金华巍山变

浙江新安更改 武汉华源配电改造 朝阳慕容变 辽宁辽阳苗圃变 G1762新余钢铁 河南金马能源变

重庆三坪变 邢台隆尧远大变 河硕变 G1766松肇变
山东德州望湖（抬头寺

）输变电
河南榆林乡

G1449荷兰工程 四川成都大源 湖北竹山莲花变
重防腐福建龙岩星邦

新建
浙江舟山渔山变 武汉地铁2号线南



西藏日喀则谢通门光

伏电站
福建漳州南靖坂后 武汉地铁7号线 浙江宁波长石变 单晶硅大修 头屯河变

安徽信义并网变 吕家变 四川大源增投 福建漳州诏安白洋 九寨沟变电所 江苏钱圩变

江苏连云港下车变 安徽黄山韩村变 北京辛营 五菱工业柳东变电所 章丘九顶山二期 冀北北河变

陕西安塞碟子沟变 西藏八宿变 山东济宁梁山变 山西临汾广胜寺 江苏常州漕鬲变 江苏徐州龙城

福建桂湖变 上海海阳变 福建莆田仙游 G1773刚果金 G1776吉尔吉斯斯坦 浙江温州象北变

北京大兴张华变 山东德州禹城变 山东滨州袁家变 扬州麾村 越南NNA1水电站
古巴 MTU CIENFUECOS 

升压站

山东菏泽曹县大集 苏州上沛
青海化隆县西山光

伏
郑州颍河新建工程 温州三江 福建龙岩东山变

云南保山隆基 陕西岗家寨变 江苏连云港殷庄变
古巴 MTU 

MATANZAS升压站
国网河南新乡桃园

G1764淮沭ZF21A-

126工程

云南大理祥云飞龙 河北衡水台城新建 江苏淮建变 浙江杭州罗家变 重庆大庙变 南宁地铁3号线

G1708成都双桥子3号

主变扩建
广西防城变 贵州贵阳龙里继望

G1763高墟110KV扩建

工程

G1761许昌长葛台庙

扩建

G1775孟加拉Brahamga

on 145KV工程

西藏达孜三期
G1727葫芦岛南票京泰

缸窑岭
贵州关岭55MW光伏 滦县金马项目

G1772孟加拉Amoraha

til 145KV工程
安徽朱桥乡变

冀北唐山乐亭创业园
G1729葫芦岛南票万和

黄土炊

义务工业园爱旭太

阳能
连云港瀛洲

新疆巴州库尔勒迎宾

路
浙江义务南江变

广东东莞掌洲变 G1704吉尔吉斯斯坦
G1716棉簇110KV变

电站

G1765村前110KV千伏

变电站
江苏南通刘浩变 江苏无锡蓉阳变

安徽解放前 商丘刘口变 云南昆明方溪冲变 山东菏泽华西变 江苏车门变 山西汾矿

广东佛山南海松夏变 西藏洛隆变 福建闽侯昙石变 福鑫钢铁厂 河北丰城变 深圳皇岗口岸

上海芳春变 河北吕庄变 冀北唐山夏官营 江苏泰州唐刘变 广东东莞上角变 浙江湖州浙能长兴

G1449荷兰 江苏盐城黄埔变
G1735鄱阳古县渡太

平水库
通威太阳能项目 越南NNA1水电站 云南建达鑫鑫变

G1714大盛科技 冀北秦皇岛施各庄 河南濮阳永安 江苏镇江芙蓉变 江苏徐州沭东变 辽宁东山（隆昌）

西藏德琴 浮鹰岛 河北保定雄州东 宁夏红石湾变 盘锦临港 徐州滨城

中山玉泉 浙江谢家变 四川凉山乐跃 江苏飞龙 江苏泰州唐刘 山西运城银湖变

福建超山变 宁夏塘坊二期 顾屯变 徐州地铁1号线 华润新能源沂源变 陕西华天

江苏泰州新明 福建福州洋洽 陕西榆能横山煤电 重庆石柱三河扩 江苏镇江丁岗
陕西榆林府谷黄河焦

化公司降压站

云南永平变 新疆乌鲁木齐红星变
鄯善隆盛碳素制造

有限公司变
沿海工程

内蒙古电网公司建国

220KV变电站工程
湖北李家垸扩建

陕西北杜 印度哈里亚纳工程 山东滨州南赵 太山寺
陕西榆林府谷黄河焦化

公司煤气
白俄项目

四川乐山桂溪新建
无棣华运滨州黄岛风电

场
四川三星变 兴塘110KV千伏变 陕西华州南沙 宿迁醍醐扩建

新疆乌鲁木齐创业 G1719方山220千伏
云南德钦县三岔河

二级水电站
卧龙变 吉雄变 江苏镇江前进变

G1745新余钢铁变 江西九江威家变 河北邯郸武安铭湖 浙江湖州莫梁变 G1749沈阳生活垃圾 沈阳赵家变



西藏中汇光伏变 江西吉安天子地新建 江苏南通爱森变
G1782青海诺木洪风电

工程
江苏盐城学富 新疆昌吉市三河水电

浙江石浦变 国网福建桂湖变 山东聊城奥体 山西晋中榆次红马 江苏徐州岚山变
G1786埃及EL-

QUSAIR6622KV变电站

河南鹤壁卫河 阿达金增投 浙江湖州旧馆220KV 江苏南通南莫变 重庆陈家坪
山西娄烦县30MWp集中

式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浙江永十七变 安徽宿州莲花变 苏州地铁3号线
G1710睢宁宝源新能源

项目

贵州马玲水利枢纽工

程

山西娄烦县51.98MWp

村级联村光伏扶贫电

站项目

福建平潭桥锦头变 贵州毕节城南变 南平古长变 沈阳地铁 陶博扩建
湖北步行街110KV移动

式变电站工程

江西银山矿业 曾家桥变 长沙地铁4号线 邵阳六岭 浙江湖州水口变
G1779巴基斯坦LESCO 

Punjab大学

宜宾底蓬变 G1787象湖扩建 江苏连云港花园变 安徽亳州华都变 宝安三期变
辽宁宫屯220千伏变电

站66千伏间隔扩建

宿迁慈溪扩 林宅变
山东济宁梁山南关

变工程
江苏南通平南变 上海奉义变

陕西电网基建（可可

盖变电站）

福建福州轨道交通 京兰水泥变 大唐长春热电 温州榆宋工程 宁夏宁东变
国网泗安至杭州铁路

电气改造工程

重庆2号线 宁夏宁东先锋变 无锡竹海变 江苏南通九隆变 陕西城固崔家山变
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

司

江苏台州朝阳变 恭城风电场项目
G1721印度kalavad1

8
宿迁北区变扩建

天润安阳华县金堤风

电场

山东临清三和纺织工

业园110KV三和变电站

新建工程

宁德寿宁扩建 江苏扬州临泽 江苏无锡新宜兴变 山东日照傅曈朱家站 江苏无锡唐刘变
河南濮阳范县义和110

千伏变电站

甲依河项目 江苏无锡太湖变
贵州清水江旁海航

电枢纽
姜堰里华扩建 山西浑源县驼峰乡变

周口邯郸柿园110KV变

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

穗莞深 华宁玉珠水泥 淄博营子变工程 江苏扬州临泽变 A630福建周宁李墩站 陕西地电严家变改造

许昌杜村二期 和春扩建 上海双峰变
山西华通建材有限公

司
湖北黄冈麻城变

G1852陕西电力绥德崔

家湾工程

17Q4036G福建龙岩 鲁丽IV变电站工程智能 G1756 国网江苏无锡团结 A628福建浦城荣华站 山东滨州范公变工程

G1720印度wankaner13

间隔
平遥中都变 介休董村变

贵州遵义团溪48MW项

目
重庆思居

连云港安峰变扩建工

程

岳阳华容北 江西森鸿变
18Q2011G城南工程

扩建
湖南张家宜冲桥

山西电网基建（榆阳

空港）
江西南昌滁槎

沧州中铁工程 河北上宋 18Q2009G山东平度大
泽山

巧家县药山镇洗羊塘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梨子沟风电项目

 
国网山东临沂冠山周

庄

江苏宿迁卢集变 杭州锦江温岭 江苏桃园
华能贵州息烽南山风

电
重庆万家山站 河南汝阳大虎岭

江苏无锡刘塘变 海南神华
国网湖南童子山变

电站
江苏连云港滨河 湖北黄石大冶东岳 G1894国和张福变扩建

G1790内蒙古兴洁天然

气
B361重庆永兴

国网青海花土沟变

电站
国网山东临沂平邑 鲁南高铁临沂员外站 山东德州真卿变

城南工程 山东华电威海 湖北李家垸 松桃长兴扩建 江苏盐城映照 安徽宣城江塘

中钰变电站 株洲菖塘 G1788安徽休宁县马金
岭

江苏盐城映照
G1829桃园一英利光

伏

G1806海河110千伏变

电站



山东临沂平邑 妈湾生态园变 重庆映天辉 G1830桃园一英利光伏 河北高阳东 华能海口电厂

南京通威光伏 广东韶钢 福建刘骜扩建
G1822钟山德坞2号主

变扩建

G1850陕西电力横山

白界
景德镇南山扩建

G1801泰兴市申联环保 G1807恒泰
山西榆林神木永兴

变
中宁美橙光伏扶贫

福建漳州南靖院前11

0KV

青海阿卡托变大唐茫

崖风电场

郑州航空港 榆林沙石峁变工程
G1808黄城墩110千

伏变电站
龙马国创变电站 重庆地铁5号线 国网冀北新城

国网山东潍坊青州贯

店
芹河镇50MWP光伏发电 G1826广西恒庆葵阳 福建攀龙变 江苏连云港金港扩建

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

忙糯风电场项目

南宁地铁3号线 天津移动 宁夏平和变电站 沈阳地铁10号线 缅甸仰光线变
青海省50.5MW村级扶

贫光伏电站项目

重庆映天辉 G1831新安110KVGIS变 山鹰纸业补单 城南110KV 工程 浙江台州古顺 沈阳工程

缅甸仰光变 研发ZHW-145 创业田园扩建 深圳琵琶扩建 山鹰纸业 河北曹庄子

A526云南牛栏江 G1839南昌航空工业城 花园变扩建工程 上海金桥变 湖北荆门钟祥旧口 亚德110KV变

雷州井仔风电场项目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扬州曹甸变
陕西神木永兴变杨出

线
G1813河东变电站 麻坡工程 (急单）

河北衡水储宜 天润广西天等龙茗头岭 G1840北流路宝水泥 河北小摩河 广州连州风电场
G1873国网囊谦扩建工

程

陕西榆林砂石茆调换 山西运城杏园扩建工程 深圳东部 浙江拱东扩上辇工程 G1721印度Kalavad
G1802GE尼泊尔Lower 

Solu

江苏徐州汉城变2号主 武鸣安风岭风电工程 合肥地铁3号线主变 文昌变
化州市绿能环保发电

项目

汩罗西220KV变电站工

程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台明工程

国网湖北鄂州文星

输变电
烟台建仓 东部环保变 内蒙新创二期

220KV 变电站 青海德令哈项目增补 厦门浦边
大风英茂糖业有限公

司
江苏宿迁南刘集

福建福州罗源鉴江新

建

武鸣安凤岭风电工程 江苏镇江芙蓉变返修 怀柔北变扩建工程 安徽阜阳陶庙工程
江西九江恒丰新建工

程

辽宁凌源炜盛66KV变

电站新建工程

上南变扩建项目 内蒙古电网公司攸攸扳 中阳钢铁热电
湖南宁乡东湖塘风电

场
辽宁官屯更改

江苏无锡江竹110千伏

变电站

河北鞠官屯 安徽华塑
G1841阿荣旗荣嘉新

能源项目

腾达西北铁合金电炉

升压项目
河北德龙钢铁

阿拉善盟金宝利格矿

业有限公司

大安变扩建 G1813国网江西河东 江苏淮安白马湖
湖南江永燕子山风电

场工程

G1814国网山西晋中

榆次文化

宁夏锂资源110电站项

目

G1744云计算工程 珠海宝塔改造 山东德州乐陵信家
五大连池国昌热力集

中供热工程
赤峰远联钢铁新建 和邦农业变

山东德州庆云蔡王 江苏宿迁界集
G1837光大海盐垃圾

焚烧
江苏连云港下车扩建 合肥地铁3号线 马田变扩建工程

国网冀北六号地新建

工程
广安岳池南 夏津220KV变电站 华义玉米改造工程 连云港古槐 G1845太平庄改造

新区110KV变电站2号

主变
冀北廊坊赵辛庄变 青海墩格鱼卡变 山东德州辛桥变工程

国网山东临沂冠山11

0

G1815国网郑州登封城

东工程

河北大名万堤（红庙

）扩建
缅甸仰光售后 土右旗九峰扩建 河南驻马店莫庄扩建 湖北孝感董永变

G1889厦门西亭变扩建

项目

千伏周庄站 陕西高陵通远变 G1816榆溪 第三资源电场工程
河北玖龙纸业110KV

工程

连云港新安110KV变电

站扩建工程



沙河变110KV工程
长治霍家工业有限公司

变电站

河南恒通电力发展

有限公司
湖北荆州石西变

深圳地铁8号莲线塘

主变站

年产1000吨NCM正极材

料项目二期

山东青岛莱西变
G1874青海黄南州优干

宁工程
石家庄地铁1号线

G1851陕西电力府谷新

府山工程

深圳地铁6号线松岗

站

运河110变电站扩建工

程

深圳地铁10号线福田

党校站

深圳地铁10号线雪象北

站
内蒙古联源热电 深圳地铁6号线光明站

山东临沂沂南马牧池

变

国网天津老君堂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

青海海西领跑者都兰
G1887柏乡槐阳50兆瓦

风电工程

山东德州夏津箭口2

号主变扩

浚县临河100MW风电场

项目
西藏波罗电站扩建

G18104奥威3号主变扩

建(急单）

国网浙江绍兴新昌
苏州书台变电站扩建工

程
40.5KV充气柜

武平出米岩风电场工

程
江苏无锡刘塘扩建 西藏八宿变扩建工程

榆阳铁西变电站 CG201800635 安阳姚村变 G1817咸阳茂陵 上海铜山售后 元谋电站

石嘴山变电站 湖南萍钢安源和金大地
岚皋蔺河和安阳后

续项目
G1720印度wankaner 4506212766 俄罗斯

2018G289阳光电源乐

都项目
4506230179 蓝晶变二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