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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电网结构电网结构不合理,完善农村电网、加强农村电力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加强农村供用电系统技术

改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第一、逐步更新淘汰现有低效率的供用电设备,以高效率的电气设备取代低效率的电
气设备,第二、改造现有耗能大的供用电设备对耗能大的电气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第三、使供配电系统合理化对现有不合理
的供配电系统进行技术改造,能有效地降低线路损耗,第四、合理分配负荷,提高负荷率,也是提高用电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五、采用无功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第六,用电设备的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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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能源的利用问题也成

村的一些低效率的供电设备进行更换,如变压器、电线等设

了人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能源的使用不仅为我国社会建设

备都影响着供电的质量,如果设备老化严重,供电的质量也

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

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严重时还会出现断电的现象,所以供

国的能源的人均占有率还相对较低,因此,合理的利用能源

电设备的更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我国的配电网

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意义。

络中多采用 SN 系列少油断路器, 同时配制了 CD10-10 型

1 农村供电系统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号的电磁机构, 这种高压断路器在使用时存在着很多缺点,

农村电力需求潜力在我国是非常大的, 但是由于电网

并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采用 ZN 系列的真空

的限制和管理体制不合理,农村电力需求仍然是很低的,“有

断路器代替原有的断路器能够更好的解决以往出现的问

电用不上和有电用不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

题, 并且 ZN 系列的真空断路器的应用也是未来发展的趋

个问题, 在 1998, 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在我国大规模的展

势,将会成为配电网络中不必可少的重要设备。而电气设备

开。一、二期已经基本完成,经过 5 年的努力,和农村电网改

在更新过程中, 如果只对断路器的本体进行更新也会产生

造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电网覆盖率不断扩大, 电力供应能

相应的问题,如电磁机构配合的问题等,因此还要对断路器

力、质量和可靠性明显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力

设备相应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在 CD 系列电磁机构中,如

地促进了农村电力消费的快速增长, 这对提高农民生活质

果提供较大的关和功就能够满足断路器的使用需求, 但适

量、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

当的减少传动机构的转角, 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满

作用。但总体而言,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农村电网的“两改”

足使用的需求,只是从使用效果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前的总体布局不合理,线因陋就简,线径细,供电半径大,可靠

2.2 合理选择供用电设备的容量

性低、供电电压质量差的问题。经多年运行,设备、设施年老

合理地选择设备容量,发挥设备的潜力,并且提高设备

化,线损高达 25%～损失 37%。虽然近年来,政府,电力部门

的负荷率和使用率, 功率因数往往是衡量供电系统电能利

和农民都有不同程度的农村电网整改和农村电气化建设专

用程序和电气设备使用状况的, 并且具有一个代表性的重

项投资,但投资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线路损耗难以控制,电

要指标。提高功率因数可以降低电能损耗,提高自然功率因

能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也不能满足农村地区的用电快速增

数首先是在不添置任何补偿设备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适当

长的需要。继续完善农村电网,加强农村电力建设将是一个

技术措施,以此来达到提高自然功率因数的目的作用。如合

长期的任务。农村改革的意义何在,农村电力体制改革中如

理选用电力变压器的容量, 就可以使之接近经济运行状态,

何进行,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研究和创新的问题。俗话说,国家

假设使用的变压器的负荷率偏低, 那么则按经济运行条件

要发展,电力要先行。如何发展农村电力企业,如何在这个国

进行考核,可以适当更换较小容量的变压器。而电容器电路

家,使电力工作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加强农村电力

实际上与线路的电阻、电感构成一个 R-L-C 串联电路,对

供应系统改造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某些谐波电流容易发生谐振,造成谐波放大的效果。具体方

2 农村供电系统实现节能改造的几点步骤

法有：一是合理地选择感应电动机和电力变压器中避免低

2.1 供电设备的改造

负荷运行。二是绕线型感应电动机同步运行。三是在条件允

供电设备的使用影响着电力供应的质量, 在科技不断

许时,用同等容量的同步电动机替代感应电动机。四是改变

发展的过程中,供电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新的节能设备也
随之出现。农村的供电设备相对陈旧,因此需要逐步的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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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电动机绕组的结线。
3 农村供电系统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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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逐步更新淘汰现有低效率的供用电设备

轧硅钢片铁心,空载损耗测定为 6.5kW,后改用冷轧硅钢片

供用电设备应该是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进步不

铁心, 空载损耗测定为 2.5kW, 结果一年就节电（6.5-2.5）

断的更新换代,才能更好的发展节约能源的目的。在供用电

kW×8760h=35000kW·h,又如交流弧焊机,加装无载自停装

设备中应该进行有目的意识的更新, 如高压断路器的更新,

置后,平均每台一年可节约有功电能 1000kW·h,节约无功

这种担负着电网中负荷电流的关合, 而且故障电流的开断,

电能 3500kW,使功率因数得到了改善。由此可见,利用技术

线路重合闸的重要工作, 都是电网重要的高压设备之一,其

改造节约电能,大有可为。

性能优劣与否直接关系到电网的安全运行。在 6～10kV 配

4 结语

电 网 络 中 绝 大 部 分 选 用 SN 系 列 少 油 断 路 器 , 并 配 备

各种用电设备应根据负荷的大小来选择设备容量,使

CD10-10 型电磁机构, 而这种高压断路器存在着遮断容量

设备的运行效率最高,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农网中的变

小、分闸时间长、维护工作量大、不能频繁操作、存在火灾爆

压器数量较多,正确选择台数和容量,及时投入和退出,使之

炸隐患等各方面的缺点。采用 ZN 系列真空断路器替代 SN

达到合理运行,同时季节性又强,因此要及时调整变压器的

系列少油断路器是农网设备发展的趋势。那么在电气设备

运行方式,当负荷大时,两台变压器同时供电,当负荷小时,仅

更新改造中采用更换断路器本体, 保留断路器的传动及操

投入一台变压器,以减少电能损耗。农网中还有大量异步电

动机构,这就造成不可避免出现了 ZN 系列真空断路器本体

动机,要使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也要根据负荷的大小和运

与 CD 系列电磁机构的配合问题。CD 系列电磁机构能够提

行的场所来选择电动机型号和容量, 同时要正确选用电动

供较大的关合功就能够满足 SN 系列少油断路器高关合的

机的启动方法, 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其他用电设备和减少线

需求。而适当减小传动机构主拐臂的转角,断路器本体主拐

路上的损耗。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可以降低供电系统中的电

臂和传动机构主拐臂的比例采用 1.2:1, 缩短断路器本体和

能损耗,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

传动机构主拐臂之间垂直拉杆的距离, 调整断路器本体分
闸弹簧的长度,使合闸速度适应真空断路器需求。这样可以
减少机构对断路器本体的机械应力和机械振动, 降低对真
空泡中波纹管的冲击,提高波纹管的使用寿命,并且减少触
头的弹跳,减轻触头的熔焊程度,以此提高真空断路器的使
用寿命。
3.2 改造耗能大的供用电设备
对耗能大的电气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也是节电的一项
有效措施。例如一台 1000kVA 的电力变压器,原来采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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