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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政路灯施工技术管理的对策
马莹莹

（江苏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城市路灯和用电设施的安装建设对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和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目

前，我国城市路灯系统安装设施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城市路灯安装耗能大、运行维护成本高、路灯安装质

量参差不齐、质量安全保证差、管理不符合规范。提高市民节能环保意识，加强对城市路灯安装设施各关键环节

的安全管理和日常维护，为保障人们夜间正常出行提供明亮安全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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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工程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城市文化、居民生活、治安环境和交通安全中具有

重要地位，直接代表着城市的成熟。随着道路照明标

准的颁布实施，市政路灯装置更加注重功能与美学的

结合。城市亮化工程在城市基础设施和人们生活中的

作用日益明显，也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1 市政路灯工程施工安装原则

作为城市最密集、最多产的市政设施之一，路灯

在城市景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照明设计必须达到

美化城市环境的效果，第一个原则是安全。路灯照明

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移动性，照亮人们的视

野，防止因道路太暗或不平坦而引起交通事故或其它

危险情况。如果有一个大的照明区域，增加路灯的亮

度或增加路灯的数量，让行人看清道路状况。如果它

太刺眼，更有可能发生车祸。路灯的光强通常足以识

别不同类型的车辆，要时刻保持人们的夜视舒适度。[1]

2 市政路灯施工技术

2.1 路灯施工流程和安全要求

1.勘察设计。在勘察设计阶段，设计需要充分考

虑未来使用路灯的日常维护和安全。因此例如，路灯

附近似乎是否已经有一条高压线，是否附近有一棵大

树，路灯位置是否已经处于合适的设置高度等等

2.施工定位。路灯安装位置根据结构图和现场情

况综合考虑：交通安全和施工安装便利，综合考虑设

计灯的位置来确定。 

3.挖灯杆坑、浇混凝土基础。为避免损坏地下管道，

应特别注意柱坑的开挖，并提前进行管道勘测。根据

施工图开挖预埋电缆槽的沟渠，并预埋相应的电缆槽。

4.专变报装和安装。专用直流变压器的总装机容

量一般不宜大于过大，但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与周边高

速道路和交通路灯的协同发展，避免大量重复使用投

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交通线路上的电流压降，设

置在两条马路中间或路口。专用变压器周围区域应采

用水泥路面，另外安装警示围栏，防止杂草滋生造成

漏水事故。

5.电缆敷设。钻电缆沟前，应检查原管线，以免

钻孔损坏。电缆沟的深度必须满足设计标准的要求，并

采取防盗措施。

6.立杆装灯。现场施工人员必须明确说明安装技

术要求和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前班组长做

好需求准备和保障措施，各阶段负责，各阶段落实，

做好保障工作。

2.2 电缆施工

工艺流程：电缆绝缘测试→电缆骨架剥皮、夹子

冲孔→地线焊接 -+电缆绕包、电缆终端头套护套→电

缆芯线终端接线耳压装和设备连接。

1.电缆绝缘遥测：（1）使用振动器远程测量电缆。 

至少需要绝缘电阻。（2）电缆遥测完成后，需要将每

根芯线对地放电。

2.剥电缆铠甲，打卡子：（1）首先根据外部电缆

与连接设备外部连接的具体配件尺寸进行测量并准确

标记外部电缆。（2）再根据外部电缆连接头套配件型

号的具体尺寸测量要求，剪掉多余的外部电缆并及时

剥去外部的护套。（3）敲击钢带夹的同时，整齐地放

置铜线并将其固定在钢带夹上。（4）用电缆本身的钢

板制作一个夹子，用咬合法固定夹子。必须使用两次

以防止钢带散开。两个夹子之间的距离相同。（5）用

钢锯将第一个轨道夹顶部的电缆剥开，在钢带厚度的

深度处做一个深圆形标记，不要锯开。使用合法的司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6期 (中 )总第 498期管理科学

86

机将钢带固定在锯片的锋利边缘，用钳子取下钢带，

然后用钢锉修复锯片钢带上的毛刺。

3.焊接地线：地线必须焊接在电缆的钢带上。 注

意焊缝牢固，避免错误焊缝，不要烧电缆。

4.包缠电缆、套电缆终端头套：（1）剥掉电缆的

整个绝缘层，首先，将安装电缆头壳和盖的底部套管

插入安装电缆。（2）根据安装电缆头的使用类型和安

装尺寸，按照安装电缆头盖和套管的规定长度和内径，

用乙烯基胶带将电缆对半包起来。塑料胶带要包得严

严实实，形状应该是枣红色。（3）盖住电缆头盖的顶部，

向下压盖紧。

5.压电缆芯线接线鼻子，与设备连接：（1）从测

量锻造电缆芯线的鼻子末端长度开始，测量锻造芯线

末端长度至锻造芯线末端鼻子的涂层深度，剥去锻造

电缆芯片和线的内部绝缘导电层，并在芯线上均匀涂

抹用于导电层的油脂。（2）将芯线插入接线片，用压

线钳压接线片，至少有两根压线。（3）用黄色、绿色、

红色、浅蓝色塑料胶带按相位将电缆芯线缠绕在接线

片压接部位。（4）将带接线端子的电缆固定在预制电

缆头支架上，分离芯线。 

6.选择适合端子类型的螺栓，将电缆端子压接到

设备上时，螺栓必须从上到下或从内到外拧紧。确保

完全安装平垫圈和弹簧垫圈。

7.电缆管的加工及敷设：（1）不要在任何一种电

缆电线连接器导管有孔、凹凸严重、内壁光滑、金属

连接管或其它电缆电线连接器导管外壁涂层腐蚀严重、

温度过高或过低的任何一个地方直接插入使用这种材

质硬塑料管。容易受到机械损坏的地方，直接埋在坚

固的地方时，必须使用足够强度的管道。（2）在加工

电缆管时，管子的入口必须没有毛刺或锋利的边缘，

管子的入口必须是方形电缆管。

8.电缆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金属电缆管要

连接好，密封要好，两个管口要对齐，半套管或螺纹

管要有套管，接头长度至少是外长的 2.2倍。

9.电缆保护使用钢管作地线时，需先焊接地线，

再用跳线焊接螺纹接头，再敷设电缆。[2]

2.3 路灯安装

工艺流程：灯座和灯安装→引线连接→测试灯。

1.灯架、灯具安装：用安装吊车进行运输，将所

有灯具、灯具灯架放置安装到位，按安装设计图的要

求测量所有灯具 (包括灯架 )的固定安装量和高度，并

在灯架和灯杆上做标记，以便悬挂。

2.下引线连接：将针式绝缘体固定到灯座上，将

导线的一端系回绝缘体，并分别连接灯头导线和保险

丝。 一层橡胶布和一层黑色胶带。然后将电线的另一

端与路灯后备箱扣上连接并拧紧。

3.灯的相线需要熔断器，相线必须接在螺母的中

心端子上。

4.轨道连接点与路灯主干线的距离应距灯杆中心

400-600mm，两侧应对称一致。

5.引下线的齐射部分不应有接缝，长度不应超过

4m。

6.电线进出灯座处，应包覆软塑料管，并作防水

弯管。

7.试灯：所有安装工作完成后，打开电源试灯，

进一步调整灯的发光角度。

2.4 设备安装 (路灯控制箱安装 )

一旦材料到达现场，就可以在开箱检查和业主批

准的情况下进行安装和使用。动、静触头的中心线必

须对齐，触头必须紧密接触。配电柜（箱、面板）的

油漆（电镀）必须完好无损。用于固定设备的支架必

须涂漆。机械和电气锁定行为必须准确可靠。

2.5 路灯施工技术交底

1.如果有隐藏项目，需要提前通知业主，并且只

有在外包商通过检查和批准后才能进行以下流程。调

试用的设备、仪表、设备必须经国家有关计量单位严

格检验调试合格，并由专人负责使用、保管。 试运行

期间应保留详细记录。施工前技术说明，看懂图纸，

了解设计意图，配合其他专业任务，保护成品，协调

各专业。

2.在安装电缆之前必须进行电气性能测试，并且

只有在电缆获得认证后才能进行施工。电缆敷设应按

方向和规范有序进行，一般不得交叉。

3.各子项试运行完成后，可进行系统试运行、联

锁试运行、试运行和记录。电气设备不同部位的安装

必须严格按照图纸标高和位置进行。

3 路灯安装施工技术要点

1.根据路灯工程的设计要求，合理确定路灯的位

置。除了安装方便，定位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工人的

安全。钻柱坑时，需要控制钻孔深度。不要太深或太浅。

钻柱坑不仅增加了钻探工作量，而且容易损坏地下管

道。如果杆坑太浅，会影响杆的稳定性。

2.安装专用变压器时，要仔细考虑输电线路的压

降，可以安装在路口或道路中间。变压器有一定的负

载余量，应在专用变压器旁边安装警示杆并用水泥固

定，以防漏电。

3.敷设电缆前，应检查线路绝缘是否良好，电缆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6期 (中 )总第 498期 管理科学

87

有无破损。对于隐蔽电缆，电缆沟的钻孔深度应根据

设计要求至少确定为 0.7m，并在钻孔前进行现场勘察，

以确定本段是否有其它管道。避免在开挖过程中损坏

其他管道。对于使用大面积压力电缆，最好可以考虑

通过在电缆管井中直接放置一个喇叭滑轮并将这个喇

叭接头连接到已经保护好的管道中来有效减少其与电

缆间的摩擦。对于压力连接使用电缆防水接头时，除

了进行绝缘和电气密封外，还必须及时采取其它防水

保护措施，并特别注意避免接线错误。

4 路灯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要点

在路灯安装工程的安全施工管理过程中，为了不

断提高路灯安装工程的安全施工管理质量，必须应当

严格控制路灯施工的各个环节，确保各一个环节的施

工质量，路灯工程建设中的主要管理要点是：

4.1 电缆沟的质量控制

对于电缆沟施工，应按照施工要求进行，用基准

确定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向前推进。地基和路基

是施工要求，必须满足。一般来说，电缆沟的施工以

人工开挖为主，人工电缆开挖此类电缆沟时，需要彻

底清除电缆沟内多余的一层泥土。这些也是同时保证

人工电缆沟良好建筑施工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同时

考虑到人工电缆不必进行深埋，可以将人工电缆沟的

浅埋深度一般控制在 0.7m，以免钻过头。电缆沟的整

体开挖比和坡度一般建议采用 1:0.2的开挖比例。电缆

沟的施工过程质量管理可以为公司后续的施工工作提

供良好的管理基础

4.2 电缆敷设质量控制

电缆沟开挖是施工的第一阶段，电缆线路敷设过

程是线路施工的第二十一阶段，这个敷设环节也是电

缆施工过程质量安全控制的重要环节。结合路灯的设

计调整路灯与路灯的距离，一般以 30m为间隔安装路

灯，以保证灯的合理性。路灯之间没有接线盒，采用

管道连接，借助高低压控制输出电流，减少线路负载。

因此，在敷设电缆的过程中，电缆沟开挖完成后要检

查管道是否充分埋地，敷设电缆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如果将不能绞合的电缆作为主缆进行绞合，电阻增大，

绞合部过热，可能会引起安全问题。埋设完成后，检

查畅通电缆敷设线路，确保电缆线路安全敷设工作。

在进行电缆线路敷设工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检查配

电控制系统，检查电缆配电控制系统与敷设线路的电

缆连接畅通情况。这是如何确保敷设项目电缆质量的

安全控制关键点。现阶段，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一是在线缆选择上，选择符合我国规范和

质量标准的线缆。安装过程中尽量平直，不变形。二

是注意电线电缆的连接。连接质量差会影响线路运行

并导致故障。三是在检测电路回路方面做正确的事情，

以确保路灯的良好运行。[3]

4.3 合理布局

与其他项目不同，城市工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在路灯改造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将对路灯光线布局

照明进行系统科学分析，如确定路灯光线位置、路灯

光线间距等。对于一些特定的类型路灯建设项目，常

见的建筑路灯光线布局照明选项主要包括单面光线照

明、双面光线照明和各种交错光线照明。不同的照明

方式有不同的效果。当您看完这些详细信息后，您可

能需要正确选择基于路灯的各种灯具选择类型，比如

选择路灯的亮度灯高如何正确放置，灯的亮度等。根

据这些数据信息合理布置路灯。

4.4 控制好灯具安装质量

除了电缆沟、电缆敷设和进行路灯电线布置的合

理施工管理外，灯具的各种安装类型质量也直接影响

着各种新型路灯安装工程的日常施工管理质量。鉴于

路灯需要安装在高处，如果路灯安装完成后发现有缺

陷的路灯，维护工作量会增加，而且城市路灯的高度

很高，安装后很难检测路灯的质量。由于灯泡易碎，

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摇晃或因碰撞而损坏。灯具安装

时，必须将灯具固定牢靠，以保证灯具与其部件的连接。

5 结语

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街

道对路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目前城市街道路灯

的安装必然是实用与美观的结合。我们应根据各种照

明要求和道路情况，严格筛选产品质量和类型，加强

对安装位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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