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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电力配网管理技术的运行和维护分析 

蒋 伟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来凤县供电公司  湖北来凤 

【摘要】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必须要持续稳定提供店里，由此电力配网管理技术

是极为重要的，当我国不断发展经济、科技、民生时，人民群众对电力的需求不断提升，由此务必要让电

力稳定安全地提供给全国使用，对电力配网管理技术的运行和维护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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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daily life must continue to provide stor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management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when our country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s livelihood, the people's demand for power, thus make sure to make 
power and safely provided to the national us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management technology is very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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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配网运行维护的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的电力网可以满足全国人民日常生

活，生产资料使用等正常电力需求，不过部分地区

网架依然表现出自动化水平较低，基础薄弱的问题，

对于可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对应的检测手段，尤其在

我国盆地等地势复杂、配网线长、点多、面广等等

导致日常的运行维护难度较高，存在一定隐患。 
我国在电力配网的投入资金承逐年上涨的趋

势，对配网的运行维护情况有着很大支持力度，由

此网架基础较弱，结构薄弱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出图，

特别是炎热地区，沿海地区等等由于会受到天气影

响，在用电高峰期发生故障的频率相比较全国更高，

供电抢修工作频频展开。 
在城市化不断加深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依

赖电的充沛上，电气化程度也越发上升，社会上下

诸多行业一旦遭受停电等非日常情况就会带来很大

的损失，由此对配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着

极高需求，这对管理技术同样也是考验。 

在安全生产中，需要强调电力配网的管理技术，

根据电力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针对性管理，让社会

生产可以得到保障，提高城市化建设水平，建立起

现代化安全的生产关系，在建设城市化之中，一定

要让供电有安全稳定性，长期持续地高质量供电，

才能满足地区发展的需求，需要尤为重视未来的发

展。目前，电力系统十分容易由于配网设备老化、

线路受损的问题导致安全性与稳定性下降，让安全

生产的保障消失，难以维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制约了经济发展，拖慢了完成国家规划的脚步，这

就需要电力公司尤为重视此类问题，分析电力配网

结构问题与管理技术问题，及时提升电力系统的质

量。 
在目前的社会生产之中，对电力系统尤为依赖，

未来需要不断深化电力系统改革，电力企业将会面

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安全稳定供电是市场必然的考

验。对安全性和稳定性来说，需要促进电力配网管

理技术的提升，让管理的质量和成本达到标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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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起日常的管理维护工作，做好安全事故事前、事

中、事后的管理协调工作，降低由于电力配网稳定

性降低引发的安全事故，在事故发生时，电力公司

进行协调调度，及时维修线路，检测故障区域，分

析故障原因，杜绝人为问题发生。要安全稳定运行

供电网络就需要做好防护工作，包含预先防护在内，

对于安全隐患重视起来，合理分析周遭环境，及时

清理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障碍物，降低电力系统受

其他因素影响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积极使用新

型技术手段，规范电力配网管理工作，统筹规范，

在新时代发展的当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尤为

重要，结合目前市场情况，优化电力配网管理技术

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 电力配网管理技术隐患 
2.1 管理规范不标准 
在实际运行电力配网的时候，管理人员并不一

定具备着专业的管理知识合格的管理水平，更多是

原本的非管理层员工，进行转职甚至是兼职管理，

对于管理模式上较为陈旧，没有对工作人员的责任

进行理清，难以责任落实到位，形成责任全由责任

人承担的问题，是管理电力配网的隐患问题。 
2.2 没有充分使用自动化装置和系统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社会经济

的不断进步，稳定供电是各个领域不断强调的需求，

由此，电力配网需要维持稳定安全的供电之外，不

断提高供电质量和供电效率来迎合社会的发展、人

民群众的进步，这一定会需要使用自动化系统和科

学技术，这对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问题有着关键的

作用，目前，我国电力配网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完全

适用自动化系统，没有做好信息管理技术的培训，

在检测终端、智能节点的运用上尤为薄弱。 
在部分地区的设备使用中，维持电力配网大多

通过发电机，继电器，交直流配电机箱等关键基础

设备，缺乏备用电力元器件的储备，在发现问题的

时候难以及时更换元器件，同时，也暴露出缺乏自

动化设备的问题，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无法及时发

现，并上报处理，从长期来看，使用较高成本的自

动化设备系统可以让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升，更

加可以及时避免故障发生，及时维修故障区域，是

降低电力配网运行和维护成本的好措施。 
2.3 电力配网结构缺陷 

管理电力配网主要依据配网结构，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问题，由此，对配网合理结构具有需

求，然而部分的地区的电力配网管理问题中出现最

多得是线损率过高，其主要源于在电力配网规划建

设的初期并没有为后来的运行和维护留下足够的空

间，对于网架结构要求不够标准，电力用户用电水

平提高超出了电力配网输电线路的预计，设计落后、

发现结构问题但难以解决等。由此，电力系统要提

升安全性和稳定性，就需要优化电力配网结构，依

据目前用电需求设计并为未来维护和修改预留空

间。 
目前，线损问题是电力配网中最需要重视的问

题，一但线损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并且不断增加线

路故障的风险，会直接影响到电力配网运行安全性

和稳定性，对供电质量有较大影响。在分析线损因

素时，需要明确线损从长期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可以经过科学的结构设计，规范的运行标准，让线

损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节约运行和维护成本，提

高运行效率，满足高供电需求地区的供电。 
2.4 配网工作流程不规范 
在日常运行和维护电力配网过程中，需要严格

规范工作流程，让工作人员明晰自身要做的事情，

承担对应的责任，落实到个人，但是大部分地区的

管理工作标准不严格，工作流程就会不规范，没有

严格要求人员进行日常工作强制要做的流程，也就

让配电网容易出现人为失误导致的问题出现。 
3 针对电力配网管理技术工作规范 
3.1 日常维护配电网络安全 
在配电网络线路节点设备需要定期进行巡视，

测试运行情况，及时发现线路台区范围之内的不安

因素，比如树木，杂草等障碍物，每周定期巡查绝

缘瓷瓶和避雷器，积极避免停电事故的发生做好预

先防护的工作。一定要贯彻落实重视起末级漏电的

问题，安装并定期维护总保护器，最大程度降低单

个用户故障问题，防止主线停电的可能性。 
在新设备加入到现有供电系统供电网络过程中

需要尽可能重视架空绝缘导线，架空电缆，地埋电

缆的使用，防止在加入新设备的过程中出现人为事

故导致停电发生，降低故障率，并为之后的维护工

作做好预先防护处理工作。 
对配电变压器和配电线路的运行情况需要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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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检测，一旦发现某线路或者某设备出现了异常

的情况，一定要及时上报，积极处理，通过提前解

决安全隐患防止停电事故的发生。 
3.2 增强配电管理人员专业水平 
对电力配网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需要严格设计

规范管理流程，让管理人员根据公示的管理办法对

工作人员进行标准化管理工作，严格依据配电网工

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国家电网的专业管理制度积

极使用，制定公司专业管理办法，让各个阶层不同

职能部门的责任切实地落实到各个责任人的身上。 
同时，对工作人员工作流程规范化，明确让职

能部门划定职能范围，进行点对点工作，防止工作

流程复杂化，尽力扁平化工作流程，让工作人员有

清晰的认知，并有助于落实责任。严格依据工作需

求，细化业务范围和职责衔接，联动整个配电网工

作职能部门。 
规范化效绩考核标准，在明确各个工作人员的

责任和职能范围后，需要对其工作内容，技术事项，

管理内容进行量化，依据量化指标进行分析和统计，

来评定个人的年度，月度效绩，尽早发现管理中出

现的问题，解决薄弱方面，增强管理队伍、工作队

伍的业务能力，提高效绩考核的效率，确保所有工

作人员贯彻落实执行工作标准。 
3.3 增强基础设施管理规范 
对于建设电力配网的初期，就需要一定的科学

规划，在保障预计范围内用户的用电需求之内，对

线路进行简化，降低安全事故可能发生的概率，让

各个职能部门责任落实到位，积极联动和沟通，让

配网结构稳定，确保合理科学的配网规划，以符合

管理和维护工作，奠定运行和维护的基础。 
这就需要在建设电力配网中严格规范工作方

法、线路标准，确保和之后运行维护人员完成交接，

减少不规范建设导致的效率降低，人力损耗，限制

工作人员的行为，奠定正常运行电力配网的运作。 
这就需要增强人员的专业能力，明确岗位责任，

落实到位，划分职责范围，贯彻落实工作需求，让

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的同时，明确责任。 
4 积极使用先进系统设备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会不断地有先进的新

设备、新系统加入到电力配网建设之中，需要工作

人员依据规划建设标准，积极更换和添加设备，进

一步保护电力配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比如，通过只

能开关完成故障线路及时截断、隔离、检测、恢复

供电问题，联动终端控制单元远程遥控，提高自动

化程度。随着系统和设备的创新，管理技术也要跟

上来，让电力系统可以维持高稳定性、高安全性，

如此才能防患于未然，提前制止事故发生，尽量避

免人为因素导致的停电。 
经由监控检测终端来对电力配网进行系统性的

监控维护工作，对故障线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

及时维修，维持电力配网正常稳定运行。 
5 总结 
在我国经济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用电水平不断

提高的今天，电力配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由此加强电力配网管理技术的重视，贯彻落实工作

标准，规范运行和维护的工作流程，积极使用先进

的设备和系统，让电力配网具备科学性、可持续发

展性、良好健康的供电是国家事业进步的重要保障。

这些工业行业之中，电力系统尤为重要，电力配网

是支撑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角色，是经济发展，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 
未来，还需要对电力配网建设工作进行创新，

进一步确保我国的基本生产能力，保障电力配网运

作质量，确保工业生产的基本保障。确保了电力配

网管理工作的质量，也就确保了我国工业生产的产

量以及各个行业发展的进度。由此，对于目前电力

配网发生的故障问题需要彻底重视起来，杜绝由于

人为因素发生的安全事故，在建设电力配网之中就

要管理好配电结构，通过控制电力配网基础设备的

质量，检查线路规范，让周遭环境难以影响电力系

统的稳定运行。 
重视起电力配网管理技术规范，可以有效降低

运行和维护成本；同时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有助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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