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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配电运维风险及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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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kV 配电线路是整体电网的关键构成，与用电客户的电气设备直接连接，保障了 10kV 配电线路的稳定运行，可

以有效提升供电质量。因此，要加大对 10kV 配电线路日常检测与维修，保障其安全稳定性运行，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电能消耗，

增加企业经营效益，推动电力事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对 10kV 配电线路运维风险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其运

维风险的管控措施，旨在进一步提升 10kV 配电线路运维安全性，减少线损率，促进电网安全稳定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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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

的用电量越来越大，促进了电力事业高速发展。10kV 配电

线路是电网系统的关键构成，而且与千家万户的电气设备

直接连接，因此保障 10kV 配电线路的稳定安全运行至关重

要。要加强 10kV 配电线路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及时发现

线路故障问题，并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对

故障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促进整体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运行，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供电服务，为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性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1 10kV 配电运维风险问题分析

1.1 10kV 配电工程自身问题

在 10kV 配网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如线路设计

不科学、设备型号不适合等，都会对整体的线路运行造成

影响。此外如果防雷接地措施不规范、线路荷载不能满足

后续发展需求等，也会带来线路运维风险问题。在该工程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使用劣质导线，

加大了线损，影响了供电质量和安全。[1] 因此，需要加大配

网工程施工监督和管理，做好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对工程

风险进行有效性控制。

1.2 突发事故风险

由于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会导致 10kV 配电线路出

现很多突发事故风险，如短路、漏电、火灾等现象，对整

体电网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这类风险故障没有预兆，往

往只能在故障发挥之后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对风险控制率

较低。此外，如果配网杆塔在交通道路旁，容易出现车辆

碰撞、交通事故等危害，致使杆塔倒塌，线路断裂等危害。

因此需要结合突发事故的具体特点，对其进行针对性保护。

1.3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对配电网的运行安全造成极大危害，而且发

生率较高。该类风险具有明显的不可控特征，往往是由极

端天气、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导致大规模停电，加大

线路运维压力，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对整体电网进

行修复。此外，线路运维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能对环境变

化进行科学预测和分析，不能采取预防机制，容易引起较

大的损失。[2]

2 10kV 配电运维风险原因探究

2.1 人为因素

在配网工程施工中，施工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较低，缺

乏合理的工程管理制度等，导致整体工程质量不达标，增

大故障发生几率。同时在线路运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制定

严格的监管机制，对线路故障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或者出现

严重的线路盗窃行为等，对电网运行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相关部门对安全用电知识的传播普及力度不足，人们缺乏

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等行为，危害电

路运行稳定性。

2.2 设备因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用电量逐渐增加，导

致 10kV 配电线路持续受到高负荷运转压力，加速设备老化

速度，如果不能对老化、损坏的设备进行及时更换，容易

加大故障风险几率。在设备安装中，如果线路接线方式不

正确，容易引起线路异常运行，增加故障率。此外，如果

变压器的铜线耳与螺丝接触不良，容易引起变压器设备外

壳过热现象，导致设备烧毁，影响整体电网的稳定性运行。

2.3 天气因素

天气因素是引起 10kV 配电线路风险故障率较高的关键

性因素，尤其是在雷雨天气中，容易对线路产生雷击损害，

引起线路短路、漏电故障，甚至引起电气设备烧坏、火灾

问题。如果发生大风天气，会导致线缆、杆塔摇摆不稳，

一旦出现倒塌问题，会对周边构筑物、人群造成严重危害。

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会对整体电网的运行造成损害。[3]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环境抗逆性产品

在配网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提高了 10kV 配电线路的自然

灾害的抵抗性能。

3 10kV 配电运维风险控制措施

3.1 注重对线路危险点进行严格检查

要加大巡线保护工作力度，以便线路故障问题能被及



38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科创产业 2021 年 12 期 ( 中 ) 总第 480 期

时发现，避免对电网系统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一般有定期、

夜间、故障巡护等方式，在巡护过程中需要对线路、设备

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测，保障其安全稳定性运行。针对较为

复杂且危险的路线段，要进行重点检查防护。检测人员要

结合危险点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维护措施，并同时保

障其可操作性，并能够对其运行成本进行有效控制，提高

运维效率。在对故障高发区域进行检测时，需要做好技术

和安全交底工作，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4] 同时要对检测

过程进行全面记录，尤其要对危险点的故障信息进行真实

反映，以便后期开展专业研讨，掌握更多的检测经验和技术，

对电网的科学规划提供参考，促进电网系统的安全运行。

3.2 选择合理的故障排查技术

一旦 10kV 配电线路出现故障问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对故障位置进行快速精准定位，并对其故障类型、故障程度、

故障原因进行综合性分析和判断，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检修

方案，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线路正常运行，减少停电时间。

在具体的检测过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检修方法技术，结

合相关规定保障检测技术操作的规范性，并确保检测流程

的标准性，对故障进行逐一排查。要对线路的接地方式进

行判断，如果是明式接地，能够较为方便的查找到故障位

置，如果是隐式接地，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逐一排查，

如果操作不规范，容易引起漏排问题。[5] 因此，在具体的

故障排查过程中，一般需要使用分段排查的方式，使用常

规方法对故障点进行精准定位，节约排查时间，提高检测

效率，减少检测人员的工作量。明确故障点和故障类型后，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处理方案，如对绝缘部位、

老化线路等进行更换等，以便提高线路的稳定性运行。

3.3 采取科学的线路防护机制

10kV 配电线路运行环境较为复杂，往往受到天气、温

度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导致其运行安全和稳定性受到

威胁。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护措

施，对较为常见的故障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制定合理的

应对预案，对线路故障问题进行有效性控制。雷击是引起

10kV 配电线路运维风险的重要原因，会对 10kV 配电线路

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需要加大雷击防护力度，可以使

用瓷制横梁，提高其自身抗雷性能，增加导线之间的间隔，

或者安装重合装置，以便在受到雷击故障后，可以进来恢

复正常运转。[6] 此外，还需要合理安装避雷保护装置，可以

有效降低雷击危害。要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安装，可以将

其安装在线路底部，以便强化防雷效果；此外，需要对杆

塔进行深埋，起到良好的加固作用，避免其受到大风破坏；

线路检测部门要和气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以便对

天气变化情况进行科学预测，采取针对性的安全防护措施，

加大 10kV 配电线路风险控制效果。

3.4 保障线路杆塔的稳定性运行

在日常运行维护工作中，要对杆塔的运行状态进行重点

检测，确保其稳定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歪斜、

裂缝、松动等现象，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对其实施

合理修正，确保其处于稳定状态。[7] 要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

对杆塔内部运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避免出现内部腐蚀、

开裂现象，避免出现杆塔倒塌现象，影响整体线路的安全

运行。对杆塔周边树木进行适当的砍伐，避免树木倒塌对

其造成危害。避免在其周边实施建筑施工。在杆塔周边设

置防护栏，并放置警示牌，防止车辆碰撞。

3.5 使用现代化的故障检修技术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用电量越来越大，我国电网

线路负荷日益增加，加大了 10kV 配电线路运行风险，容易

出现更多的运行故障。基于此，要采取现代化的故障检测

技术，对线路运行状态进行及时检测和维护，提高维修质量，

保障线路稳定运行。综合使用 GPS 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技术，

构建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对 10kV 配电线路的运行状态进行

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对其故障位置进行精准

定位，提高故障检修效率。[8] 还可以搭建专家知识库，对常

见的线路故障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并制定科学合理的解

决方案，以便检修人员进行查询，提高检修维护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10kV 配电线路是我国电网系统的关键构成，

加强对配网的运维检修工作，可以对线路运行风险故障进

行有效性控制，及时发现故障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处理和解决，加大风险防控能力，保障 10kV 配电线路的安

全稳定性运行，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电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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