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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临时用电不规范是公路建设施工现场通病，事故也往往是由于现场存在的不规范、隐患、问题造成的，本文根据

作者从事公路建设施工行业的安全管理的经验并结合公路施工项目现场临时用电存在的常见问题，从临时用电安全技术管
理的角度谈一谈如何做好现场临时用电的安全管理。
［关键词］ 施工现场；
临时用电；安全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施工往往是一个公路施工项目生产

离开关 - 断路器 - 漏电保护的功能设置。

的主要动力来源和载体，正是这个动力来源和载体的不规

1.6 未设置两级漏电保护器或漏电保护器配置参数不

范运行，常常演变为现场重要的隐患、风险，由于施工现场

符合要求，
漏电保护器无效未及时更换，不按要求测试漏电

用电设备种类多、用电量大、工作环境复杂且具有流动性、

保护器有效性，
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导致无效等。

临时性、
危险性的特点，
更需要加强和规范施工现场临时用

1.7 配电箱、
开关箱接线不规范，
箱体选择不规范，箱体
接地不规范，
箱体软铜线断裂，
箱内接线不符合要求等。

电的安全管理。
1、
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常见的临时用电问题及隐患

1.8PE 线引出位置不规范：
“未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

1.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不符合规范，
缺少负荷

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引出”；
不采用专门

验算，
编制审批程序不严谨；临时用电现场管理与设计不一

色标电线做保护零线，
PE 线线径不符合要求，不随主线贯

致。

穿配电全过程，不与用电设备外壳相连接，PE 线与零线混
1.2 电工持证率低，用电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持证电工

操作技能较弱，
非电工操作维修用电设施。
1.3 配电系统不按照
“一机一闸一保护”
的配电方式，
私
拉乱接，
一个开关箱控制多台设备，
设备不经过漏电保护器

1.9 设备外壳接地电阻过大，接地体设置不规范，接地
线选择不正确。
1.10 接线不能有效架空或埋地，
未套管，
线路破损不及
时修复，
修复不规范，
不能按要求使用五芯电缆或四芯电缆

直接接入断路器。
1.4 不按照总配电箱 - 分配电箱 - 开关箱形成三级配
电系统；
开关箱与控制设备距离过远。
1.5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隔离开关设置不规范，
未按照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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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等。

加一根线做五线使用，用电架空线设在脚手架上或穿越脚
手架、防护栏杆上，
电线参数选择不正确等。
1.11 送电、
断电顺序错误，
断电维修期间不按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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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标志，
带电维修，
安全防护用品不符合要求等。
1.12 配电箱开关箱电源进线处采用插头插板活动连
接。

配电箱以下设置开关箱（第三级配电），最后从开关箱接线
到需要控制的用电设备。
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
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较为集中的区域，分配电

1.13 防雨、
防风、
防入侵隔离措施不到位。

箱与开关箱的距离按要求不得超过 30m，开关箱与其控制

2、
临时用电问题的根源

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 3m，
同时要保证有

上述问题和隐患仅仅列举了施工现场常见的临时用电

效的控制范围。

安全隐患，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还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

3.3 两级漏电保护

在这里，我们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目的就是要加强管理，

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必须采用两级级漏电保护系统，
即：

及时纠正错误的操作，避免因错误操作或管理疏忽造成触

用电系统中至少应设置总配电箱漏电保护与开关箱漏电保

电事故。

护两级漏电保护装置，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的两级漏电保

存在上面的问题我们分析主要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电工技能弱，对规范、方案的掌握不彻底；或者不配备专

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合理配
合，
形成分级分段保护。

业电工，而是让一些略懂用电知识的非专业人士从事电工

漏电保护器应动作灵敏，不得出现不动作或者误动作

作业，导致配电不规范，现场用电混乱，经常出现低级配电

的现象，
漏电保护器应选择合适的参数，
同时也要定期测试

错误。第二方面就是管理人员意识差，
不懂又不去学习，
不

试验按钮。施工现场常出现由于参数选择不合适导致漏电

去看规范方案，
凭
“经验”
在现场用电安全管理，
有的甚至都

保护器中保护电阻失效，从而导致漏电保护器失去保护功

不了解配电过程或原理、不熟悉电气装置凭“经验”编制临

能，但此时电是导通的，很容易让人误判断保护正常，往往

时用电组织设计。对用电存在的问题、
隐患根本发现不了，

此时，存在触电风险。根据规范要求，
漏电保护器应安装在

对施工生产造成极大的隐患。

总配电箱和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
不能反装；
漏电保护器

3、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管理是一项系统的管理，涉及的内
容很多，而临时用电组织设计的编制、三级配电、两级漏电
保护、保护接零、分配电箱开关箱电气装置设置、线路敷设
等几个方面安全技术管理既是用电安全的基础也是重要保
障。
3.1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必须严格遵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技术规范》
（JGJ46-2005），并按要求“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

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的要求
3.4 保护接零系统

备在 5 台或者设备容量在 50kw 以上，均应编制用临时用

公路建设施工项目现场必须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

电组织设计”编制临时用电组织设计。编制临时用电组织

统。保护零线（PE）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或总配电箱电

设计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使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有一个可以

源侧零线或者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需要单独

遵循的依据，从而保障其运行安全可靠性，另一方面：作为

敷设；通过总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PE）之间

现场用电的主要技术资料，有助于加强对现场安全用电技

不得再做电气连接；保护零线除必须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

术管理，从而保障其使用的安全和可靠性。由此可见，
编制

接地外，
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
末端处做两次以上重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是保障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最可靠、

复接地，
保证至少三处有效接地，
避免因短线造成保护零线

首要、
不可少的基础性技术措施。

实效。每一处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大于 10Ω；保护零线

按照规范要求，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包括下

按要求采用绿黄双色线（PE），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使用绿黄

列内容：
现场勘测；
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装

双色标线作负荷线；三相四线制架空线路的保护零线截面

置、用电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
进行负荷计算；
选择变压器；

不小于相线截面的 50％（具体见下表），用电线路中的保护

设计配电系统；设计防雷装置；确定防护措施；制定安全用

零线最小截面为 5mm，配电装置和电动机械相连接的保护

电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临时用电工程图纸应单独绘制，

零线应为截面不小于 2．5mm 的绝缘多股铜线。保护零线

临时用电工程应按图施工。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及变更时，

应从线路始端开始设置，随线路至末端，与电气设备(包括

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序，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

电箱)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相连。

织编制，经相关部门审核及具有法人资格企业技术负责人
批准后实施。
3.2 三级配电系统
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必须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即：
在总配
电箱或配电柜（一级配电）以下设分配电箱（二级配电），分

相线芯线截面 S（mm2）

PE 线最小截面（mm2）

S≤16

S

16＜S≤35

16

S＜35

S/2

PE 线截面与项线截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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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电箱、
开关箱的设置

入在建工程，
必须采用电缆埋地引入。电缆埋地敷设埋深不

施工现场的配电箱、
开关箱按要求采用冷轧钢板制作，

小于 0.7m，经过道路等易受损伤场所应加设套管。接零保

钢板厚度应为 1.2-2.0mm，其中配电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

护系统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严禁 4+1 或 3+2 电

小于 1.5mm，
箱体表面应做防腐处理，
目前配电箱一般采用

缆使用，电线及电缆应保持外皮完好，绝缘良好。

订制的标准配电箱，原则上施工现场不得制作或改造配电

3.7 断、
送电顺序（分配电箱、
配电箱）

箱。配电箱、
开关箱外形结构应能防雨、
防尘。配电箱、开关

隔离开关不得带负载操作，
因此正常断电顺序为：开关箱断

箱箱体应进行编号，并标明其名称、控制范围、维修电话及

路器→开关箱隔离开关→分配电箱分断路器→分各类开

应急方式等，
配电箱内多路配电应作出明显标记。电线要从

关→总断路器→总隔离开关。正常送电顺序与停电顺序相

电箱箱体的下底面进出，
进出线口处应作套管保护。电箱内

反。

电器安装板应用金属板或非木质阻燃绝缘电器安装板板。

4、临时用电日常安全管理

按照规范要求，
电箱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配电箱、
开关

施工项目应建立健全用电安全责任制，编制临时用电

箱应装设端正、
牢固，
固定式电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
离应为 1.4-1.6m，移动式电箱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

安全技术方案，
规范现场用电安全管理。
4.1 施工现场电工必须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持证上

为 0.8-1.6m；配电箱、开关箱前方不得堆放妨碍影响操作、

岗，
不得有职业禁忌，
正式上岗前应接受项目临时用电的安

维修的物料，
周围应有足够 2 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
电

全技术交底，
对于新取得操作证的人员，
应实习操作不少于

箱安装位置应为干燥、
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受振动、
撞击。”

三个月后方可独立上岗操作。

根据规范要求，
配电箱内控制电气装置的功能顺序为：
总隔

4.2 电工应做好每日巡检记录，
将巡检内容登记在记录

离功能 - 总短路过载保护功能 - 分隔离功能 - 分短路过

表中，
对存在问题的电路电气必须马上处理，
按要求佩戴防

载保护功能，电气装置为总隔离开关 a- 总熔点器 / 断路器

护用品，建议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的操作模式。

b- 分隔离器 c- 分熔点器 / 分断路器 d- 分漏电保护器 e。

4.3 安全检查中，
应根据用电规范、
方案、
防触电措施等

其中，目前使用的可见断点断路器因有明显的断点，又具备

编制临时用电安全检查表，
特别要检查设备接地、接零保护

断路器的过载短路保护功能，常常用一个可见断点断路器

和漏电保护器的可靠性，
检查防雨、
防触电隔离措施是否到

代替 ab 或 cd 组合，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为加强漏电保护的

位。

功能，可以在分配电箱增加分漏电保护器 e。
开关箱内功能设置原理一致，但必须有漏电保护装置，
功能顺序为：隔离功能 - 短路过载保护功能 - 漏电保护功

4.4 涉电用电人员应通过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和用电安
全技术交底后方可上岗工作，非电工用电人员严禁更改用
电设备接线、
控制电路功能等。

能，常设置成隔离开关 - 断路器 - 漏电保护器，也可以设
置成可见断断点断路器 - 漏电保护器，或者隔离开关 - 带
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目前市面有可见断点断路器
（塑料外壳）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结合施工安全管理实际，
不

4.5 用电设备使用和维护设备人员发现设备用电异常
须立即上报，
不得自行处理维修。
4.6 暂时停止使用的用电设备的开关箱，
必须分断开隔
离开关，关上门锁，
挂起警示牌。

能用一个电器控制装置代替上述三个功能。
总配电箱、
分配电箱、
开关箱三级配电中电源隔离开关
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不能用空气开关或漏电保护器作隔
离开关使用，
普通隔离开关不得带负载操作，
三级配电箱内
的接地措施要有效。

4.7 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由专业电工切断电源后进
行。
4.8 暴雨、大风、不良气候过后应对线路设备逐项排查
无误后方可送电。
4.9 处于高压电网附近施工、
电气线路途经施工现场的

3.6 线路敷设

情况，
应及时与电力部门沟通，
采取有效措施方可施工。

施工现场用电线路的敷设应架空或埋地敷设。架空线
路严禁沿脚手架、防护栏杆、树木、金属隔离装置或其他设
施敷设。架空线路应沿电杆、支架或墙壁敷设，
并采用绝缘
子做固定，绑扎线必须采用绝缘线，按照 L1、
L2、
L3、
N、PE

4.10 建立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档案，
对每一处用电设备、
开关箱、配电箱登记造册，定岗定人定责管理。
4.11 配备必要的警示标志、绝缘器材、检测设备和防护
用品。

顺序架设，并保证按照黄、绿、红、淡蓝、黄绿双色色标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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