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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county 
economic operation of power supply enterprise management, from 35 kV and over network economic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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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从 35 千伏及以上电网经济运行及中低压配电网的经济运行管理两个层面，简要阐述了县

供电企业经济运行管理工作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和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涉及到运行方式管理、负荷管

理与调整、主变压器经济运行、经济运行电压的调整及无功优化、低压三相负荷不平衡的管理、配电

线路及设备运行维护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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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由于人员素质、经济基础和专业管理水平

等的制约，仍有相当一部分县供电企业对农网经济运

行的管理还处于自发、散乱的状态，没有形成科学、

规范和长效的管理机制。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电

网经济运行管理，提高其经济运行水平，为降低农村

电网线损奠定良好的基础。 

2 35 千伏及以上电网的经济运行管理 

2.1 运行方式管理 

应将电网经济调度与运行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定期进行 35kV 及以上电网潮流计算、理论线

损计算和分析，应重点对各种运行方式、各种负荷潮

流分布情况下的电网理论线损进行科学计算，并在此

基础上，统筹兼顾安全可靠供电与降低电网技术线损

等因素，认真编制电网年度运行方式，确定正常运行

和检修、事故等异常情况下的运行方式。一般情况下，

正常运行方式应是安全可靠且相对技术线损较低、运

行比较经济的方式。 

当电网新建或改造工程投运、较大用户接入电网

运行等导致电网结构或负荷分布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

时，应及时进行重新计算、分析，调整和完善。在日

常调度运行管理工作中，要将年度运行方式作为电网

经济调度与运行的依据严格执行。 

2）加强计划检修停电管理。电网在正常运行方式

下，是比较安全和经济的，但在检修和事故运行方式

下，电网的功率损耗比正常方式时大，因此县级供电

企业应加强计划停电管理工作，尽量缩短检修时间，

在检修期间应尽量减少停电的线路条数，尽量降低非

正常运行方式下的网络损耗。为此，县供电企业应明

确统一的归口管理部门和主管领导，完善管理、考核

制度，对因准备不足、施工组织不力或其它人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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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计划停电时间延长，以及因检修质量原因造成的

重复停电等，要认真分析原因，并严格考核。 

2.2 加强负荷管理与调整 

调整和平衡电力负荷是降损节能的重要手段之

一。由于农村电网负荷波动较大，负荷曲线形状系数

K 值也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电能损耗。因此，

在调度运行管理及营销管理工作中，应重视需求侧管

理，加强负荷调整与管理，尤其是负荷比较紧张的时

间和地区，应通过有针对性的高峰让电、限电等措施，

有计划地利用峰谷电价差或组织一些用电大户在中

午、后夜用电，削峰填谷，缩小负荷峰谷差，提高负

荷率，从而降低线损。 

2.3 搞好主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县级供电企业调度管理部门应定期编制主变压器

经济运行曲线，对单台主变的变电站要通过理论计算，

确定主变压器的经济负载率及最大、最小经济负载率；

对两台及以上主变压器的变电站，要通过计算确定经

济运行的临界负荷。 

在日常调度工作中，对于单台主变压器的变电站，

由于负荷性质、负荷调控措施有效性等问题，实际上

很难保证变压器在经济负载率下运行，但可以通过合

理选择变压器容量、加强负荷调控等办法使变压器尽

量在经济运行区间（最大、小经济负载之间）运行；

对两台及以上主变压器的变电站，必须按实际负荷大

小，根据主变压器经济运行曲线，及时调整两台主变

压器运行方式，从而达到降低损耗的目的。 

2.4 经济运行电压调整及无功优化 

电网的损耗由可变损耗和固定损耗两部分构成，

电网的运行电压和无功功率对电网损耗影响很大。因

此，调度管理部门应在电网理论线损计算的基础上，

认真分析可变损耗与固定损耗所占的比例，加强电压

调整和无功功率优化工作。 

1）经济运行电压调整。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出发，

调度运行人员应遵循“逆调压”的原则，利用负荷电

压对应关系分时段进行经济调压。依据相关统计资料，

在 35～110（66）kV 供电网中，负载损耗占总损耗的

80%左右，因此要适当提高运行电压；在 10（6）kV

配电网中，变压器空载损耗占配电网总损耗的 40～

80%，特别是在后夜运行电压高，空载损耗比例更大，

所以配电线路在后夜时应按电压偏移下限运行，以使

损耗减少。 

结合县供电企业的实际，负责线损归口管理的部

门对各种负荷情况（最大负荷、最小负荷）下的电网

运行参数进行定期实测，并进行理论计算。调度运行

管理部门应根据理论计算的结果，科学、合理地调节

电网运行电压，实现节能降损的目的。 

2）无功功率优化的前提是搞好无功功率的分层、

分区和就地平衡工作。在规划、建设阶段就要加强无

功补偿装置的优化配置，本着“由下而上，由末端向

电源端”的顺序逐级平衡补偿；在运行管理工作中，

要通过建立制度、明确职责、强化电压合格率、功率

因数、电容器可用率等相关小指标考核，促使调度运

行人员在日常调度工作中加强变电站无功集中补偿装

置的投、退管理，从而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网络中的

有功功率损耗，同时提高电网的经济性和负载能力。 

尤其是对变电站有载调压装置的调整及无功补偿

装置的投退管理，必须在县级电网的调度规程中明确

管理职责和权限，由调度或变电运行人员认真监视变

电站母线电压及主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并及时根

据电网无功负荷分布和电压情况，进行有载调压装置

的调整和电容器投退。 

由于当前农网普遍存在无功补偿容量不足，功率

因数较低的情况，因此，有载调压装置调整与电力电

容器投退的配合原则应为：电压较低时，首先投入电

力电容器，电压仍不合格时，再将有载调压开关调至

高档位；而当电压较高时，首先应将有载调压开关调

至低档位，仍不合格时，再退出电力电容器。当然，

在调整过程中，应注意监视主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

及无功潮流情况，防止出现过补偿。 

3 中低压配电网的经济运行 

3.1 配电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 

由于配电变压器数量多，其损耗在农村电网线损

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县供电企业应加强配电变压器的

经济运行管理。 

1）在规划建设阶段科学、合理地选择变压器容量，

淘汰高能耗配电变压器，推广使用节能型变压器和调

容变压器。 

2）运行中及时根据负荷的变化情况，对长期轻载

运行的配电变压器进行调整、更换，避免“大马拉小

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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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子、母变压器的台区，应计算制定子、母

变压器经济运行曲线，并根据实际负荷情况及时调整

其运行方式。 

4）对排灌用电等季节性较强的负荷装设专用变压

器，并建立相关的管理、考核制度，及时停用空载变

压器等。 

3.2 配电变压器低压三相负荷不平衡的管理 

由农村低压电网大量单相负荷的存在，造成配电

变压器低压侧三相负荷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普遍，它不

仅增加了配电变压器及低压线路上的损耗，还给配电

网的安全运行带来了隐患。因此，应将配电变压器低

压三相负荷平衡作为低压电网一项重要的技术性措施

常抓不懈。要建立制度、强化考核使之成为供电所和

农村电工一项经常性、自觉性的工作，要制订配变低

压侧三相负荷测试与调整管理办法，并将配变低压三

相负荷不平衡率作为一项小指标进行不定期抽查、考

核。 

1）一般要求配电变压器三相负荷不平衡率不大于

15%，只带少量单相负荷的三相变压器，零线电流不

应超过额定电流的 25%。 

2）低压三相负荷调整平衡时段的选取应以晚上灯

峰期间三相负荷平衡为基准，兼顾其它时段。调整平

衡的思路为从负荷侧平衡着手，尽量从低压线路未端

做起，从而保证主干线和出线端的平衡。 

3）在运行中要经常测量配电变压器出线端和一些

主干线三相负荷电流及零线电流，尽量使三相负荷调

整平衡，可采用配电监测仪掌握配电变压器低压负荷

运行情况。 

3.3 配电网的无功补偿装置运行管理 

配电网无功补偿包括 10（6）kV 线路分散补偿、

配电变压器随器补偿及就地补偿三种方式。过去无功

补偿的重点放在了配电线路分散补偿上，今后的重点

应逐步转移到就地补偿和配电变压器随器补偿上来，

以实现就地平衡。 

既要重视无功补偿设备的配置，更要加强运行管

理工作。自动补偿装置在正常情况下均应投入自动运

行，根据无功负荷或功率因数的变化自动投退，提高

功率因数。对手动投退的电容器，应认真总结运行经

验，掌握季节性的负荷、功率因数变化规律，及时进

行投、退；对县城电网或其它负荷较大的配电台区，

宜采用分级、分相自动投切的无功补偿装置。 

3.4 加强配电线路及设备运行维护，减小泄漏损

失 

1）定期巡线，清理线路走廊下障碍、清扫线路绝

缘子，清除杆塔上鸟巢等外物。 

2）定期清扫变压器各侧套管，使其保持清洁。 

3）定期检查线路引流线、下户线接头等有无接触

不良及发热现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结语 

中低压配电网的经济运行涉及范围点多面广，相

关人员的业务水平又偏低，因此管理难度相对较大。

县供电企业一方面应提高相关人员对配电网经济运行

基础理论知识的认识和掌握程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完

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加强对 10kV 公用线功率因

数、配电台区功率因数、低压三相负荷不平衡率等相

关小指标的统计、考核，对空载变压器停运情况、10kV

线路分散补偿及配电变压器随器补偿装置的维护及投

退管理情况等进行检查、考核，督促相关人员加强中

低压配电网经济运行管理，实现节能降损的目的。 

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对配电台区功率因数、低

压三相负荷不平衡率等小指标的统计考核上，由于管

理对象较多，加上相关测量仪表配置不全，统计考核

的难度较大，应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定期抽测的方法进

行统计、考核，并结合低压分台区线损统计分析的结

果，对线损率较高的配电台区进行重点实测，以便及

时发现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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