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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用电需求也随之提高，电网供电不能满足人民所需，亦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因此，

电网的合理规划及建设迫在眉睫。联系电网规划实际，针对农村电网规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家供电单位对地方供电调
查研究，联合其他相关单位，努力解决在实际规划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以此来改善农村用电现状，实现农村经济更好更快的
发展，
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关键词］ 电网；
农村电网；
规划建设
近几年，我们城乡的工业发展形势良好，经济发展迅
猛，
用电负荷大幅增长。而农村电网建设严重滞后，
使电力
供需矛盾紧张，一直以来，由于受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农

大于其他地方，
使得电压配给存在问题，
大大增加了电压损
耗。
1.2 变电站重复建设

村电网处于电网末端等因素制约，致使农村电网的发展缓

早期农村一般将变电站建设在农田中，农村电网以 35

慢，技术装备落后，供电能力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

千伏电压变电站散落在负电荷的各个位置。但随着新农村

村经济的发展。为了改造农村电网，
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

建设的发展，进行农村电网规划时，
需要将变电站建设在公

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供电企业应扎实地开展农村电

路旁等交通较便利的地方，以方便对变电站进行维修和养

加大了农村电网资金的投入，
农村电网
网规划与建设工作，

护。不同步的道路规划使得配电线路不得不移杆，
配电站不

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

得不重新建造。但原有的配电站在建设时是先布点后建设

1、
农村电网规划建设的问题

的，
在重新规划电网时，
过长的输电路径会损害部分农民的

1.1 不匹配的用电量与用电等级导致损耗严重

利益，
这就需要与村民进行协商赔偿损失，
影响规划进度和

许多项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注重新农村建设，
目引入到农村，
与同等级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用电量远远

693

规划成本。
1.3 负荷预测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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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负荷预测多数采用电力弹性系数法，但这种预测

进行配电变压器的布点，同时变压器最好安装在线路进出

方法一般不够精准，用电增长率比社会总产值等于电力弹

方便、地势稍高、居民不易聚集的场所，为维护检修提供方

性系数，
所以，
电力弹性系数与变化的社会总产值成反比关

便。其次，
变压器的容量要选择合理。通常变压器的容量必

系，但社会生产总值会受金融危机等变化经济的影响，这就

须能满足农村电力发展 5～10 年的需求，且有一定的扩展

使得电力弹性系数预测方法缺乏精确性，
降低预测可信度。

性，以便日后出现的增加。要逐渐淘汰掉那些高耗能的配电

1.4 电源支撑不足，
供电不稳定

变压器，
尽量选择类似 S11 这样的节能环保型的变压器，
另

我国大部分农村都在使用 110 千伏的电压，由于农村

外根据用户的用电容量校验低压出线与配电变压器的容

经济发展较慢，多数都没有 220 千伏以下的变电站，
35 千

量，对变压器的负荷进行合理的调整，以防出现“小马拉大

伏电压无法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即便是有些农村地区有

车”
或“大马拉小车”
等现象。再者，
确保低压配电网接线简

110 千伏以上的变电站，但自动化程度比较低，供电依旧不

单、使用安全可靠。

稳定，这种电源支撑不足，
供电不稳定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

2.2.3 降低能耗，
提高电能质量

无法得到快速解决。

首先，
安装补偿装置，
确保无功优化。采取就地平衡、
分

2、
农村电网规划建设的改进措施

级补偿的方式，使用无功优化方案进行农网改造。按台区，

2.1 注重农村电网的改造质量

从电网的末端开始，对配电变压器和低压电动机的无功负

2.1.1 合理选择改造项目

荷进行优先补偿。其次，
更换高能耗的电网设备。将原有的

首先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筛选出初始配电网的

高能耗的变压器进行更换，更换成附带载调压、
低耗能型的

工程项目，通过经济评估，制定出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然后

变压器，加强监测农网的电压水平，加装电压监测表，分析

进行进一步评审，结合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
经济价值等方

电压的合格率，并不合格的进行改造。

面综合考虑，
最后选择最终的农网改造的具体项目。所选的
项目必须坚持三大原则：
一是减轻农民的负担；
二是促进当
地的经济发展；
三是确保供电企业的经济发展效益。

2.2.4 加强农村电网的防雷保护
鉴于农村电网片大面广，
设备数量多，
雷击损坏设备的
事故频发，农电公司高度重视在农网建设和改造中的过电

2.1.2 加强农网工程的质量管理

压保护问题，重点做好防雷保护工作，严格做到“台台设备

在农网改造工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四制”
，即合同制、

有保护，
条条线路有重合”
的基本要求。

监理制、项目法人制与招投标制来实施，确保责任落实、分

(1)使配电线路保持正常的绝缘水平，防止直接雷击事

工明确、
措施到位。我们必须结合建设、管理、施工三方力量

故。消除绝缘薄弱点，
降低杆塔的接地电阻。架空线路上的

来加强农网工程的质量管理，在确保工程进度的同时，确保

各种电气设备，如柱上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容器及电缆终

工程的质量。同时在项目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始终牢记

端等亦应加装避雷器保护，以提高其耐雷水平。(2)将配电变

“安全第一”，
对施工人员，
尤其是临时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

压器作为配电网的防雷重点，
在其高、低压两侧均安装避雷

和培训，
保证施工人员与设备的安全，
确保农网改造项目的

器。优先选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安装位置尽量靠近变压

顺利实施。

器，以提高保护效果；其接地线应与配电变压器的金属外

2.2 合理规划农村电网，
提高工程改造水平

壳、低压中性点“三位一体”共同接地，接地电阻值、防雷引

2.2.1 加强规划 10kV 配电网

线的截面积、
引线连接头、
接地体的埋设都要符合相关规程

规划 10kv 配电网分三步进行。首先，在配电网的发展

要求，
低压线路要求做好重复接地。

规划中，加入建设与改造农网的 10kV 线路。在 10kV 电网
的总体布局与规划设计上，严格实行“密布点、短半径”
，让

2.2.5 加强电能计量和符合的监控
在农村低压户，
严格实行一户一表制，
合理的选用计算

10kV 线路以“手拉手”
的形式布局，对现有的电网结构中不

表计，
安装新型电能计量的装置，它本身耗能少，
又具短接、

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解决以往 1 条 10kV 线路必须供 4～

防窃、
反接的报警提示，
能确保记计量的准备性和管理的统

5 个村，
且供电长度长达 10km 的现象。其次，10kV 线路的

一性。

供电范围作明确的规定。线路最好别交错重叠，
而且在能随

3、
结束语

着负荷的增长或变电所的增加进行调整外，还有一定程度

总之，对农村电网进行规划建设是一个复杂且繁琐的

的裕度，
以供用电负荷转移和增长。再者，
把新建设和改造

工作，
也是建设新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面对这项

的 10kV 线路设备尽量安排在规划走廊内或公路旁，以便

长期的任务，必须规划好、管理好农村电网，既要有前端的

日常的维护检修和正常运行。线路走廊必须提前报备镇政

规划思想，
又要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
协调统一地规划

府，
通过协调协商，
预留和控制好线路走廊。

农村电网，
最大限度地为农村提供电力服务。

2.2.2 变压器合理安排
首先，变压器的位置要安排合理。分析现有电网的负荷
及发展需求，
最好把变压器安放在负荷的中心位置，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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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密布点、短半径、小容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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