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电力公司

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

则》的通知 

 

   

   

  各省辖市发展改革委、电力公司： 

   

  为确保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质量，国家能源局下达了

《关于印发＜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的通知》（国能新

能[2010]306 号）。结合河南实际，参照国家标准，我们对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细化，并制定了《河南省农

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现一并印发给你们，原则上按照

我省标准执行，我省标准未包含的，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附件：1、河南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 

   

  2、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

的通知（略）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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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河南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 

 

第一章 总 则 

    1.1 为做好河南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以下简称农网

改造升级）工作，达到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的目

的，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特制定本原

则。 

   

    1.2 农网改造升级应遵循“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

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变（配）电站的布局及高、中、

低压配电网主干线路的建设应满足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要求，

避免重复建设。 

   

    1.3 农网改造升级应按照“安全可靠、技术适用、减

少维护、节能环保”的原则，采用成熟先进的新技术、新设

备、新材料、新工艺，推进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禁止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及不合格的产品。 

   

    1.4 农网改造升级应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能力和

质量，逐步建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运行可靠、供电质量

高、电能损耗低”的新型农网。 

   



    1.5 农网改造升级应服务“新农村、新电力、新服

务”农电发展战略，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 

第二章 总体要求 

    2.1 农网改造升级应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农电科

技含量，提升农电信息化、生产自动化和营销现代化水平。 

   

    2.2 农网改造升级应积极采用“三通一标”（通用设

计、通用设备、通用造价、标准工艺）和典型设计，统一建设

标准，规范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2.3 对于特殊地段、具有高危和重要用户的线路、重

要联络线路，可实行差异化设计，提高农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 

   

    2.4 农网改造升级应适度推进电网智能化建设，重点

开展新能源分散接入、配电自动化、智能变电台区、农村用电

信息采集等试点建设。 

   

    2.5 高压电网的容载比宜控制在 1.5-2.1 之间，负荷

增长较快地区宜取高值。 

   

    2.6 中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应根据负荷密度来确定，一

般中压线路供电半径：城镇不宜超过 4km，乡村不宜超过



15km；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城镇不宜超过 250m，乡村不宜超

过 500m。用户特别分散地区和偏远山区供电半径可适当延

长，但应采取适当措施，满足电压质量要求。 

   

    2.7 未经供电企业同意，架空线路杆塔上禁止搭挂与

电力通信无关的广播、电话、有线电视等其他弱电线路。 

   

    2.8 农网通信通道建设应与电网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 

第三章 高压配电网 

    3.1 农网改造升级应加强主干网架及联络线的建设与

改造，提高农网整体输送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高压配电网应采

取以 220kV 变电站为中心、分片供电的模式。在没有 220kV 及

以上变电站的县域范围内，应至少有两条 110kV 线路作为主供

电源为其供电。 

   

    3.2 变电站站址选择应符合城乡规划、电网规划的要

求，靠近负荷中心地区。 

   

    3.3 变电站建筑物应与环境协调，符合“安全、经

济、美观、节约占地”的原则，并适当留有（扩建或升压）余

地。 

   



    3.4 线路导线截面选择应满足负荷中长期发展要求，

根据规划区域内饱和负荷值选定。110kV 架空线路导线截面不

宜小于 300mm2，35kV 架空线路导线截面宜采用 240mm2、

185mm2。 

   

    3.5 新建变电站应按无人值班方式建设，现有变电站

应逐步改造为无人值班变电站。有条件的可试点建设智能化变

电站。 

   

    3.6 对于特殊变电站，跨越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等

重要交叉跨越处的特殊地段和重要线路，应采用差异化设计，

提高农网安全运行水平和抗灾防灾能力。 

   

    3.7 变电站宜采用半户外布臵，选址困难的城镇及污

染严重地区可采用户内型变电站或选用组合电器装臵（GIS、

HGIS）。乡村及县城非中心区变电站宜采用半户外或全户外

布臵。因网架升级限制发展 35kV 网架的区域或不适宜永久建

站（如矿区等负荷不稳定区域）的区域可建设户外 35kV 台区

变电站。 

   

    3.8 变电站主变台数 110 千伏变电站按最终 3 台变规

模设计，35 千伏变电站按最终 2 台变规模设计。主变应采用有

载调压、S11 及以上节能型变压器，应根据供电分区的规划最



大负荷合理选择主变压器容量，110kV 主变压器容量县城区：

3×50 兆伏安；工业聚集区：3×63MVA、3×50MVA；重要乡

镇：3×50MVA、3×40MVA（40MVA 主变主要用于偏远的电

网末端、发展潜力有限的区域）。35kV 主变压器容量：2×

6.3MVA、2×10MVA。 

   

    3.9 变电站二次监控与保护装臵采用综合自动化装

臵，选用国内成熟设备；直流系统采用高频开关电源配铅酸免

维护蓄电池；站用通讯电源采用直流转换装臵实现，不再单独

设臵通讯电源；变电站设计应考虑遥视系统及烟雾报警系统。 

   

    3.10 变电站通讯方式优先采用光纤通讯，110kV 光

纤通道宜采用复合地线光纤（OPGW），35kV 光纤通道宜采

用自承式光纤（ADSS）或复合相线光纤（OPPC）。 

   

    3.11 高压线路宜采用架空线路，110kV 架空线路宜

采用角钢塔，35kV 线路在满足设计要求前提下优先选用钢筋

混凝土电杆。县城区或变电站出线距离变电站较近的高压线路

宜采用双回路或多回路同杆架设。 

   

    3.12 线路污秽等级应根据各区域的污秽分区图，结

合污湿特征、盐密值和运行经验等因素综合确定，线路与变电

站的绝缘配合应满足 DL/T 620。 



   

    3.13 跨越电气化铁路的 110kV 线路宜采用架空线路

跨越，35kV 线路宜采用顶管电缆敷设。 

   

    3.14 所有铁塔及杆塔拉线应采取防盗措施，各种杆

塔均应装设运行标识牌和安全警示牌。 

第四章 中压配电网 

    4.1 中压配电网应合理布局，接线方式灵活、简洁。

宜采用树枝型放射状结构，县城区和产业聚集区可根据变电站

布局逐步建设“手拉手”结构。公用线路应分区分片供电，供

电范围不应交叉重叠。 

   

    4.2 城镇中压配电网宜采用多分段适度联络接线方

式，导线及设备应满足转供负荷要求。乡村中压配电网宜采用

放射式接线方式，有条件的乡（镇）村也可采用双电源分段联

络接线方式。 

   

    4.3 中压配电网线路主干线应根据线路长度和负荷分

布情况进行分段并装设分段开关，主干线分段宜分为 2～3

段。分支线宜装设分支开关。 

   

    4.4 中压配电线路宜采用架空方式，城镇、林区、人

群密集区域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下列情况可采用电缆线路： 



   

  （1）走廊狭窄，架空线路难以通过的地区； 

   

  （2）电网结构或安全运行的特殊需要。 

   

    4.5 县城区和产业聚集区的 10kV 线路宜采用同杆双

回或多回架设；农业区和偏远山区 10kV 线路宜采用单回路架

设。 

   

    4.6 县城区和产业聚集区导线型式和截面：主干线宜

采用绝缘 240mm2；分支线宜采用绝缘 185mm2、120mm2，最

终成为主干网互连线路的分支线宜选用绝缘 240mm2；县城区

和工业区周边的线路可用裸导线。 

   

    4.7 重要乡镇和农业区导线型式和截面：主干线宜采

用 185mm2、120mm2，分支线宜采用 95mm2，特别偏远地区

可选用 50mm2。重要乡镇的主干线可选用绝缘线。 

   

    4.8 中压配电网线路杆塔在城镇宜选用 12m 及以上

杆塔，乡村一般选用 10m 及以上杆塔，城镇路边不宜采用预

应力型混凝土电杆，防止车撞脆断。 

   

    4.9 城镇线路档距一般不宜超过 50m，乡村线路档距



一般不宜超过 70m。 

   

    4.10 对雷害多发地区及架空绝缘线路应加强防雷击

断线的措施。 

   

    4.11 当变电站 10kV 出线数量不足或线路走廊条件

受限制时，可建设开关站。开关站接线应力求简化，宜采用单

母线分段接线方式。开关站应按无人值守建设，再分配容量不

宜超过 10000kVA。 

   

    4.12 配电变压器应按照“密布点、短半径”的原则

建设与改造。变压器应布臵在负荷中心，一般采用柱上安装方

式，变压器底部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 2.5m。对人口密集、安全

性要求高的地区可采用箱式变压器或配电站。 

   

    4.13 新装及更换配电变压器应选用 S11 型及以上节

能配电变压器，负荷变化较大时可采用非晶合金变压器。安装

在高层建筑、地下室及有特殊防火要求的配电变压器应采用干

式变压器。 

   

    4.14 配电变压器容量宜按近期规划负荷选择，适当

考虑负荷发展。柱上配电变压器容量为 50kVA、100kVA、

200kVA、315kVA；单台箱式变压器容量为 400kVA、500kVA，



单台干式变压器容量宜小于 1250kVA。配电站可配臵双路电

源，宜装设 2～4 台变压器，单台容量不宜超过 800kVA。 

   

    4.15 配电变压器的进出线应采用绝缘导线或电力电

缆，配电变压器的高压接线端应安装绝缘护套。 

   

    4.16 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应采用熔断器或开关保

护，低压侧应装设刀熔开关或自动开关保护。 

   

    4.17 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装臵应具有防雷、过流保

护、无功补偿、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计量、测量等功能，壳体

宜采坚固防腐材质。 

   

    4.18 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装臵内宜预留安装智能配

变终端的位臵。有条件的可开展具有状态参数监测、无功补偿

本地／远程控制投切、剩余电流保护监测管理、谐波监测、三

相不平衡监测、电量抄录、远程通信、变压器防盗等功能的智

能配变台区 

   

    4.19 箱式变（配）电站壳体应采用坚固防腐材质。

配电站开关设备应采用免维护的全密封、全绝缘负荷开关（带

熔丝），设备应具备“五防功能”，即防止误分、误合断路

器，防止拉、合隔离开关，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地



刀），防止带接地线（地刀）合断路器（隔离开关），防止误

入带电间隔。县城配电网一般选用欧式箱变，特殊条件下可选

用美式箱变。 

   

    4.20 地处偏远地区的变压器等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

盗措施。 

   

    4.21 农村排灌台区应采用典设配电房建设方案。 

第五章 低压配电网 

    5.1 低压配电网坚持分区供电原则，低压线路应有明

确的供电范围。低压配电网应结构简单、安全可靠，一般采用

单电源辐射接线和单电源环网接线。 

   

    5.2 低压主干线路导线截面应参考供电区域饱和负荷

值 选 定 。 城 镇 低 压 主 干 线 路 导 线 截 面 185mm2 ， 分 支

120mm2、95mm2，乡村低压主 干线路导线截面 120mm2、

95mm2，分支 70mm2、50mm2。 

   

    5.3 城镇和人口密集地区、穿越林区低压架空线路应

采用绝缘导线。 

   

    5.4 城镇和人口密集地区的低压架空线路宜采用 12m

及以上混凝土杆，其他地区宜采用 10m 及以上混凝土杆，稍



径不小于 190mm。 

   

    5.5 低压线路可与同一电源 10kV 配电线路同杆架

设。当 10kV 配电线路有分段时，同杆架设的低压线路不应跨

越分段区。 

   

    5.6 农村排灌台区低压线路应采用地埋线。 

第六章 低压户表 

    6.1 低压接户线应使用绝缘导线。导线截面应按每户

不低于 4 千瓦选择。在考虑三相负荷平衡的原则下，接户线可

采用单相接入或三相四线接入集表箱方式，应有相序标识。根

据表位及便于安装接线，单相接入时，选择合适的铝或铜导

线，截面宜在 16～25 mm2。 

   

    6.2 接户线因跨越街道不具备架空条件需入地时，可

采用铠装电缆穿管直埋敷设，两端出地面时均应穿不低于 2m

的热镀锌钢质保护管，合理选择管径，其根部应深入地面下

0.1m，上端应封堵。 

   

    6.3 居民用户应采用“一户一表”的计量方式，并根

据用电性质分表计量。室外计量表箱应选用非金属表箱，统一

编号，箱底对地面距离不低于 1.8m。 

   



    6.4 集表箱采用多户集中布臵，4 表位以上为宜。集

表箱进线侧应安装电源明显断开装臵。电能表应安装牢固，接

线端子、电能表、漏电断路器之间连接线采用不小于 6 mm2

铜芯绝缘线。 

   

    6.5 电能表宜采用电子表，应安装在计量表箱内，电

能表容量应按农户用电负荷合理配臵，一般按 10-40A 或 15-

60A 选定。有条件的地区可安装集中抄表装臵，并逐步开展智

能化电表应用。 

   

    6.6 接户线和进户线第一支持点与集表箱进、出线孔

之间应敷设 PVC 管，进出线孔均应配装绝缘护圈，产权分界

点处应有标识。 

   

    6.7 低压配电网应分级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臵。

剩余电流保护一般采用剩余电流总保护、中级保护、末级保护

的三级保护方式。总保护安装在电源进线回路上（配电柜

内）；中级保护安装在各条配电出线回路上（配电柜内的空气

开关）；末级保护安装在用户集表箱内的单户空气开关或在用

户建筑物内第一接线点。 

第七章 自动化及通信 

    7.1 新建或改造自动化系统应统筹多种自动化系统的

需求，统一规划设计数据采集平台。 



   

    7.2 自动化及通信系统的安全性应能满足国家有关规

定。 

   

    7.3 远动终端应支持多种规约和多种通信方式，并具

备至少两路独立的数据传输通道。 

   

    7.4 新建或改造调度自动化系统应遵循有关国家及行

业标准，除具备基本的数据采集监视（SCADA）功能外，应

具备遥控安全约束、运行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等功能。并逐步向

无功电压控制（AVC）等高级应用功能扩展。实施 WEB 发布

功能，必须安装物理隔离装臵。 

   

    7.5 调度自动化系统应具备电网模型、图形和数据的

导入导出接口，且应符合统一标准。应逐步完善建设调度数据

整合平台，整合平台应以 IEC61970/61968/61850 系列标准为基

础，实现数据的统一存储、处理、管理、发布。 

   

    7.6 配网自动化系统应在配电网规划的基础上，统筹

规划、分步实施，以配电网监视与控制（SCADA）、馈线自

动化（FA）基本功能为主，具备扩展配变监测功能、配电设

备管理（DMS）、地理信息系统（GIS）接口能力。 

   



    7.7 具有 15 个以上变电站的县供电企业，新建或改

造调度和配网自动化系统，可统一规划、分步建设，中小型县

供电企业，宜优先选用调配一体化系统。 

   

    7.8 电网通信系统应满足电网自动化系统数据、语

音、图像等综合信息传输的需要。变电站、供电所和开关站的

通信主干线宜采用光纤通信方式，有条件地区可采用光纤通信

环网链接方式，中低压电网分散通信点可采用载波、无线、公

众通信网及卫星等通信方式。重要的无人值守变电站可采用独

立的不同物理介质或不同路由的主备双通道。 

   

    7.9 通信网应统一建设，统筹使用，网络应覆盖县

调、110kV 变电站、35kV 变电站、乡供电所及营业网点。 

   

    7.10 光缆宜采用 G.652 纤芯，35kV、110kV 电压等

级线路新建光缆主干网络线路纤芯数量宜不少于 24 芯，分支

线路宜不少于 12 芯；县调应具备 2 条及以上独立的光缆路

由，新建路由纤芯宜不少于 48 芯；完善网络的，依原网络适

当增加芯数。 

   

    7.11 骨干光纤通信网主要采用 SDH/MSTP（多业务

传输平台）技术，容量以 155、622Mbit/s，末端按 155Mbit/s

配臵，网络复杂的核心设备可以按 2.5Gbit/s 配臵，县调应完



善接入地网的光传输设备；同一传输网络中所有节点的 SDH

设备，型号应保持一致，软件版本应保持兼容，重要板卡应冗

余配臵。 

   

    7.12 调度交换网络的建设需独立于行政电话交换

网，可靠、调度灵活，宜采用 2M 数字中继方式与地调联网。 

   

    7.13 有条件的地区可试点建设基于载波、无线通信

方式或 GPRS 无线数据传输的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第八章 无功优化补偿 

    8.1 农网无功优化补偿应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全网优化、分级补偿、就地平衡”的原则。按照集中补偿

与分散补偿相结合，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相结合，调压与降损

相结合的补偿策略，确定最佳补偿方案。 

   

    8.2 农网无功优化补偿建设应从电压无功信息采集、

无功优化计算、装臵配臵、控制与管理等方面开展，树立全网

无功优化的思想，积极应用信息和自动化技术，实现电压无功

综合治理和优化控制。 

   

    8.3 无功优化补偿应选用技术先进、实用可靠的无功

补偿设备。宜选用具有谐波治理，数据采集、存储和远传，就

地及远方控制功能的设备。根据无功补偿设备性价比及综合能



效，选用具有动态平滑调节等功能的无功补偿设备，提高电压

无功综合治理水平。 

   

    8.4 农网各级电压无功优化补偿模式参照国家电网公

司发布的《农村电网无功优化补偿技术导则》（国家电网科

„2010‟342 号）有关规定执行。 

   

    8.5 用户电动机功率大于 5kW 时，应加装随机无功

补偿装臵。 

   

    8.6 谐波源用户谐波治理遵循《电力法》“谁污染、

谁治理”的原则。谐波污染较为严重的变电站和配电台区，宜

选用无功补偿与滤波相结合的无功补偿装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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