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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公共设施，以及给水排水、环境卫生及城市防洪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是城市

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电力是一种应用面广方便使用的能源，合理有效地配电、用电（节约用电）在市政工程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接接地方式选择、低压电器的选择、配电方式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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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压 配 电 设 计 规 范 标 准 为 国 家 标 准 袁 编 号 为 GB

低压电器是成套电气设备的基本组成元件袁可分为配

50054-2011袁自 2012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遥 其中袁第 3.1.4尧

电电器和控制电器两类遥 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反映到市政

3.1.7尧3.1.10尧3.1.12尧3.2.13尧4.2.6尧7.4.1 条为强制性的条文袁

工程中遥

必须严格执行遥

低压电器在开关柜中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袁由于其安装
密度较高袁所以它的散热条件比较差遥 为保证配电设备的

市政工程施工中既包括城市的立交建设等高空作业袁

安全运行袁 在开关板设计时应注意低压电器的降容情况遥

也包括地铁隧道等地下空间的施工曰既包括横跨河流的大

但是降容幅度的大小确定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袁不合适的

桥施工袁也包括穿越山脉的隧道工程曰既包括郊外空旷地

降容容易造成低压电器温度升得过高或出现 野大马拉小

区的作业场面袁也包括市区交通拥堵区域的作业环境曰曰既

车冶的不协调其不经济的状况遥

包括主体建设工程袁也包括管线配置安装配套施工曰既包

比如变配电所中性点就地接地袁总开关以及母联开关

括一次性的作业袁也包括城市改造整治等维护内容遥 由此

均采用四极开关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遥 对于变压器中

可以看出袁市政工程的作业环境非常复杂袁在配电过程中

性点应采用专门的接地线接地袁即可理解为对于 TT 和 TN

要对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的特点尧 场合进行详细分析袁

系统而言袁中性点应该就地接地袁但是袁因为变压器中性点

整理资料袁为相关的设计人员提供参考袁以此保证供电安

就地接地袁而且 PE 或 PEN 母线与低压柜金属柜体尧基础

全遥

型钢以及接地网连接袁从而形成了两点接地袁因此袁中性线
一个独立的市政工程可采用 TN-C 系统袁 使用此系统

中的电流也就被分流形成了杂散电流遥

可节省一条 PE 线袁没有其特殊情况袁现在已很少使用此系
统因为的 TN-C 系统弊端大于利益遥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低压配电元件的选择袁 例如断路
器尧接触器尧熔断器等的合理选择和使用遥 在低压柜设计

如果在设有变电所的建筑物采用 TT 系统则需要设置

中袁 应在断路器前端加装隔离开关或采用插拔式断路器遥

在电气设计中无任何联系的两个独立的接地渊系统接地和

同时袁为了尽量降低设备投资袁相互关联紧密的配电回路

保护接地冤袁这是在同一建筑物内难以实现的袁所以一般都

宜共用隔离开关遥 由此来保证在进行相关检修时不影响供

采用 TN-S 系统曰 如果采用 TN-C-S 系统袁 则会导致 PEN

电

线上的电压下降袁从而在电气装置外露的导电部分上产生
低压配电系统可采用单相二线制尧三相三线制尧两相

不安全的对地电压遥
在没有变电所的建筑物内或密闭场所内袁应首要选择

三线制以及三相四线制遥 低压配电型式固定袁三相四线制

TN-C-S 系统曰在路灯和农业等无电位联结的户外场所中袁

可以使得电能损失最小袁 单相二线制所造成的损失最大袁

应首要选择 TT 系统曰 对供电要求姣高的电气装置以及危

负荷大最为明显遥

险系数高的场所首选 IT 系统袁因为 IT 系统的特殊性袁一般

当计算出得的容量＞30A 时袁应采用三相四线制进行

不会引出中性线袁也不能提供 220V 的电源袁维护管理和故

配电遥 常用的配线方式有 4 种袁分别为有放射式尧树干式尧

障防护比较复杂袁IT 系统的应用限制比较大遥

变压干线式和链式袁在进行市政工程配电过时要结合当地

市政工程配电过程中需对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的

的实际情况选择配电方式遥 由于地理环境尧工程大小尧设备

特点尧适用场合进行详细分析袁为相关的设计人员提供参

情况尧用电设备的容量尧负荷情况等条件的限制袁市政工程

考袁保证供电安全遥

设计中进行设计时应选择一种既满足施工要求又能节电

- 68 -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7 年 8 月
文章类型：
论文 | 刊号（ISSN）：2529-7821

的低压配电系统以及配电方式遥 常用的配线方式有 4 种院

耐压试验曰

放射式尧树干式尧变压干线式和链式袁4 种配电方式有各自

②变压器要测量各绕组的直流电阻值曰

的特点遥 对市政工程中重要用电设备采用链式配电袁即当

③高压真空断路器要做失压脱扣试验和重合闸试验曰

部分用电设备距供电点较远袁而彼此相距很近尧容量很小

④高压柜一段和二段联络试验等遥

的次要用电设备袁可采用链式配电袁但每一个回路环链设

6.3 送电前准备阶段的安全尧质量控制

备不宜大于 5 台袁其总容量不宜大于 10kW遥 因此袁对于容

送电前的准备阶段工作内容繁多袁且均必不可少遥 具

量较大的且又较重要的负荷不适宜采用链式配电袁以免造

体的准备工作有院计量表的安装曰负控装置的安装曰进线保

成或扩大事故情况的影响范围遥

护的整定曰运行规程的编制曰运行人员的培训曰变配电室安
全用具的配备曰完善配电房门的防小动物设施曰与高压检

对配电系统而言袁节能是确保配电系统功能满足电力
用户需求情况下袁将电能消耗降低遥 节能不仅包含可以看
得见的节能袁而且包含看不见的节能袁电能消耗难以简单
的用电能消耗量来计量或者统计遥
常见的配电系统节能方法有以调整供电的负来降低

察员联系组织供电分公司对施工进行检验等遥
6.4 送电阶段的安全质量控制
送电阶段可以说是低压配电工程投运后的环节遥 这一
环节的质量直接关乎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遥 送电阶
段的操作必须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执行遥

电网电线路的损耗遥 从技术方面袁根据电流密度袁来选择适
当的导线截面袁改变电流和电阻的大小袁这样一来就可以

市政工程低压配电设计中袁应当根据接地系统的差异

降低电线的损耗如果配电系统经过系统设计并不断优化袁

来合理选择接电保障措施袁实现对接地装置安全性的充分

可以大大降低配电系统的电能损耗袁 有效节约一定度数

保证遥 具体如下院

电袁这个节能数字属于狭义节能数字袁系统优化所采取的

其一袁在市政工程中遇到接地故障的时候袁如果通过

措施是在冶炼尧运输及加工等环节里利用消耗部分能量而

采用过电流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防护袁则必须精确的计算

换来的袁它应该和某个数量能源等价遥

出电缆末端的电流值袁依据低压侧母线值和变压器等等来

设计过程中降低材料使用量袁其节能效果主要体现于

进行定位袁最终实现对低压断电器可靠性进行相应的判断.

开采环节尧冶炼环节所消耗的能量袁所以袁相当于节能遥 低

其二袁必须注意单相电路计算过程中袁对于其所经过

压配电系统要节能袁必须全面考虑广义节能与全生命周期

的电阻的温度值的获取遥 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计算最高工

中的节能遥

资温度和绝缘材料的稳定性来实现遥
其三袁通过保护灵敏度的计算袁检测低压断电器的灵

6.1 设备施工阶段的安全尧质量控制

敏度袁保证线路的安全性袁提供必要的接地保障遥

设备的施工阶段是整个低压配电工程施工的重要环
节袁其主要包括高低压柜的就位尧高低压桥架的安装袁母线

低压配电的问题袁从开始设计到施工袁以及设备采购尧

的安装等多个步骤遥 在工程的质量控制上必须要严格抓好

设备管理等一系列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配电总体效果有

这一环节的施工质量袁确保设备施工的安全尧可靠遥 具体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袁因此在每个环节多应认真工作袁而相关

以下几点院

配电的工作人员在设计时袁 要综合考虑配电系统的可靠

①设备安装必须要依照规范进行曰

性尧安全性尧实用性尧合理性及经济性遥

②设备安装时袁 有关人员应该结合以往工程经验袁抓
住施工质量通病袁重点进行控制管理曰
③还应对设备安装阶段的进度进行控制袁以确保工程
的正常开展遥
6.2 设备调试阶段的安全尧质量控制
设备调试阶段是低压配电工程施工的后续环节袁必须
要予以重视袁要严格依据调试方案进行袁保证调试过程的
科学尧合理遥 具体的调试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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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变压器尧封闭母线尧真空断路器尧高压电缆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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