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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ined planning has becom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lectricity reform.Thus, a complete set of ideas and methods are proposed for the precise planning of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s based on three layer macro networks, in this paper. The three layer macro networks consist of channel 

networking, mesh networking and transformer networking, which reflect the top level determination of overall planninand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g of networking.The channel networking definites all substation locations and optimizes inter station 

channel layou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and resource reservation. Mesh networking optimizates the mesh parti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nearest tie connection and load clustering, strengthening the partition determinacy. Transformer networking 

optimizates the tie connection of transformers as a whole based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equipment utilization enhancement 

and connection simplicity. Based on the constraints of three layer macro networks and power supply area classification, the 

grid connection mode and 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standards a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and th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is finally obtain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lobal planninh to the local planning 

inside each mesh.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mpatible with the existing related guidelines, and shows a specific landing 

program for the planning ideas of overall planning in space, near far combination in time and clea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in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of planning being comprehensively enhanced. The method also has th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revision and refinement of relevant guidelines to some a degree. It is shown through real diatribution 

network planning that the proposed ideas and methods are effective and applicable. 

Keywords: Middle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Planning, Three Layer Macro Networking Constraints, Mesh Definition, 

Mesh Partition Optimization, Precis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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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新电改背景下，精细化规划成为提高电网企业效益的关键，本文为此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约束

的中压配网精准规划方法。三层宏观组网分为通道组网、网格组网和主变组网，以体现全局统筹的顶层决定性和网架

的整体协调性。通道组网明确全局的站址和站间通道的优化布局，确保土地资源预留；网格组网基于就近联络和负荷

聚类原则，实现网格成片优化划分，并强化了网格划分的确定性；主变组网基于设备利用率提升和接线简洁的权衡，

实现了主变联络结构的全局优化。基于三层宏观组网和供区分类约束，分类优选网格接线模式和一、二次建设改造标

准，将复杂的全局馈线规划转化为各网格内馈线规划。提出的方法在兼容相关导则基础上，针对空间上全局统筹、时

间上远近结合和管理上权责明确的中压配网规划理念找到了具体的落地方案，全面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对

相关导则修编和细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实际应用表明了本文方法的实用和有效。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中压配电网规划，三层宏观组网约束，网格定义，网格划分优化，精准规划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新电改背景下，精准规划成为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投

资浪费，提升电网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龙头。与主

网不同，配网项目体量大，建设、运维、营销和调度等多

部门协调管理困难，涉及业扩、居配、迁改和通道等复杂

建设环境，往往导致规划和建设项目两层皮，项目落地困

难。 

目前，配电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线路交叉迂回供电，

联络关系复杂，发生故障不易查找；设备负载不均衡，重

载、轻载和不满足N-1设备相对集中出现在负荷密度较大

地区，迎峰度夏压力大；间隔管理不到位，如间隔用尽变

电站仍轻载。这些问题导致配电网指标不佳，如联络率与

可转供率等关键指标均低于导则要求，配电网架提升空间

很大。 

针对配网存在的问题，在实际配网规划建设中，通常

强调“问题为导向”的思路，但由于缺乏目标导向理论上存

在无穷解，无法确保规划方案的全局合理性和长效性，容

易造成投资浪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供电企业开展了基于供电网格的

配电网精准规划与研究[1]，以期解决中压线路线路接线繁

杂问题并明确建设运维调度权限。 

现有配电网网格划分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控规地块

功能定位、开发深度或可靠性要求划分[2]~[5]，属于传统

的分区划分方法，随意性较大，随意性大，或忽视了电气

设备（如变电站和中压馈线）布局优劣对网格供电可靠性

和经济性的影响；二是基于若干组标准接线的供电能力大

小和范围划分网格[6~11]，即按负荷大小定量或准定量划

分方法，但由于标准接线的供电范围没有具体明确的划分

方法，不同规划人员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但由于

[9~13]。其中，文献[5] 结合工程实践研究了网格化供电

模式，提出了网格之间以变电站定向联络为主干，网格内

部以线路分段之间联络为依托的“联络组合”理念，应用于

复杂城市配电网建设造中。文献[7]通过网格化规划将配电

网供电区域按区块划分为供电网格，将复杂无序的中压配

电网化繁为简，以供电网格为基本单元开展规划并构建目

标网架，提出了各类网格的过渡改造原则和网格管理思路。 

但是当前两种网格划分方法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思

路缺乏整个规划区域各网格供电范围的相互协调，没有在

全局统筹基础上体现“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最优”的规划理

念，难于获得网格划分的优化方案，造成不应有的浪费。

在满足现有相关导则要求下，本文提出了基于三层宏观组

网的中压配网精准规划方法。通过空间上的全局统筹，可

得到基于设施布局的站间通道组网、基于就近联络优化的

网格成片组网和基于设备利用率优化的主变全局组网，并

以此为约束强化规划结果的顶层决定性和整体协调性；通

过时间上的远近结合强化规划的目标导向和利旧原则；通

过管理上的权责明确，提升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实际应

用表明，提出的方法全面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2．．．．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 

2.1．．．．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1）变电站优化规划 

在负荷分布已知的情况下，以变电站带负荷能力和供

电半径为约束条件，以变电站和中压线路投资费用和运行

费用最小为目标，确定变电站的位置、容量和供电范围[15]。 

（2）通道组网 

通道组网主要优化和描绘整个规划区域内变电站站

间的通道联络结构，用于协调通道资源、规避建设风险。 

（3）网格组网 

网格组网基于就近联络和负荷聚类原则，在全局范围

内优化网格划分，形成以变电站为枢纽的网孔型负荷分区

组网结构。 

（4）主变组网 

主变组网基于全局设备利用率提升和接线简洁的权

衡，优化各主变间的联络馈线条数或联络结构。 

（5）网架过渡 

目标网架和过渡网架应基于三层宏观组网进行协调

规划。为减少规划的盲目性、重复性和投资浪费，电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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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造应以远景年的理想网架为目标（即目标导向），并

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尽量延长设备生命周期（即利旧原则）。 

（6）权责分明 

规划管理必须将责任落实到人，高中层领导主导三层

宏观组网，基层部门依据宏观组网构建各网格目标网架和

过渡网架。 

2.2．．．．总思路总思路总思路总思路 

如图1所示，现有中压配网规划的主要内容及总体流

程类似，主要包括现状分析、负荷预测、变电站规划、网

架规划、项目编制、方案评估和投资决策等。本文方法研

究的重点为空间上基于全局统筹的三层宏观组网，时间上

基于“近”的利旧原则和“远”的目标导向；管理上基于组网

结构的权责明确。 

 

图图图图1 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约束的中压配网精准规划流程。 

3．．．．三层宏观组网的全局统筹三层宏观组网的全局统筹三层宏观组网的全局统筹三层宏观组网的全局统筹 

三层宏观组网包括通道组网、网格组网和主变组网，

体现了全局组网的顶层决定性和网架的整体关联性。 

 

 

3.1．．．．通道组网通道组网通道组网通道组网 

依据现状线路及通道、规划路网、负荷分布、远景变

电站布点和变电站供电半径等因素，明确全局的站址及其

联络通道布局，确保土地资源预留，规避建设风险。通道

组网构建思路如图2所示。 

 

图图图图2 通道组网的构建思路。 

受区域地域特点、负荷密度和电力通道等影响，变电

站布点和中压线路走向通常会呈现一定规律特征，通道组

网的基本结构可抽象为狭长型、环状型、棋盘型和不规则

型等若干种，如图3所示（图中黑点为变电站）。 

 

图图图图3 通道组网的典型结构。 

根据实际规划区情况，通道组网可能会由多个简化结

构组合而成。 

3.2．．．．网格组网网格组网网格组网网格组网 

网格组网在全局范围内优化网格的划分，强化了网格

划分的科学性和唯一性。 

3.2.1．．．．网格定义和编码网格定义和编码网格定义和编码网格定义和编码 

本文定义网格为以变电站为枢纽的负荷大小适中的

网孔型分区，分区内部主供和联络变电站（不分主备）相

同或负荷位置相对集中，各分区间相对独立（原则上不相

互联络）。 

为便于管理，网格编码应唯一和容易识别，如图4所示。 

 

图图图图4 网格编码示意图。 



75 王敬宇 等：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约束的中压配网精准规划  

 

 

3.2.2．．．．网格组网方法网格组网方法网格组网方法网格组网方法 

网格组网是在全局范围内优化和协调网格的供电范

围划分。 

（1）确定各负荷主供站 

由变电站优化规划获得的供电范围，确定每个负荷或

地块的主供变电站。 

（2）确定各负荷备供站 

在考虑供电半径约束条件下，就近确定各负荷可能存

在的备供站（即联络变电站），有条件时应综合考虑主干

道路、山川、河流和供电分区等地理因素对供电路径远近

的影响。 

（3）先将主供站和备供站都相同的负荷划分为一个

供区，再将主供站和备供站相反的两个供区划分为一个站

间联络网格。 

（4）对于那些不能归入站间联络网格的负荷，分别

在每个变电站供电范围内，采用负荷聚类方法形成站内联

络（或辐射型接线）网格。 

（5）网格细分 

对于网格过大的情况，为了避免形成过多线路相互联

络的复杂网络，网格应结合各标准接线的典型供电能力

（如单环网8MW，双环网16-20MW、三供一备为24MW

等）进一步细分，以期各网格最终负荷接近推荐值32MW

（上限48MW，下限8 MW，视具体情况略有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网格过小（比如相互联络的两回线）

会限制采用具有较大供电能力的多分段多联络和主备馈

线等接线模式，不适合通道资源紧张或电网改造较为困难

的地区。 

3.2.3．．．．组网链图组网链图组网链图组网链图 

网格组网可由网格链图表示，图中需明确变电站站址、

联络链及其线路回路数，以及网格的供电范围（或边界），

如图5所示。 

 

图图图图5 网格链示意图。 

3.2.4．．．．网格组网优势网格组网优势网格组网优势网格组网优势 

（1）全局最优 

基于负荷就近联络和负荷聚类原则，网格组网或划分

方法科学规范，结果趋于全局最优：经济、可靠、唯一、

差异和精准。 

（2）供电可靠 

尽量实现网格内部多电源、互倒互供，保证供电可靠

性。 

（3）网架简洁 

网格间相对独立，避免形成过多线路相互联络的复杂

网络（即蜘蛛网）。 

3.3．．．．主变组网主变组网主变组网主变组网 

基于成片组网原则，间隔调配优化各主变间的联络馈

线条数或联络结构，在兼顾接线简洁的基础上实现设备利

用率的全面优化。 

3.3.1．．．．优化优化优化优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依据相关导则[16~18]，不同类型地区推荐的变电站主

变台数、主变容量及常用主变推荐的出线间隔数量如表1

和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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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不同类型地区变电站建设规模。 

供电区域类型供电区域类型供电区域类型供电区域类型 台数台数台数台数（（（（台台台台）））） 单台容量单台容量单台容量单台容量（（（（MVA）））） 

A+、A类 3～4 63、50 

B类 2～3 63、50、40 

C类 2～3 50、40、31.5 

D类 2～3 40、31.5、20 

E类 1～2 20、12.5、6.3 

表表表表2 不同主变容量的10kV出线规模。 

主变容量主变容量主变容量主变容量(MVA) 63 50 40 31.5 20 

推荐间隔数(个) 12～16 12～16 8～12 8～12 6～8 

基于导则中主变安全负载率（两主变65%，三主变87%，

四主变100%），以及单主变最大负载率按80%为重载考虑，

并依据导则推荐的导线选型及其载流量[17-19]，可计算得

到不同线路的允许的最大负载率，结果如表3所示。 

表表表表3 基于主变安全负载率的线路最大负载率。 

容量容量容量容量（（（（MVA）））） 
线路线路线路线路 

条数条数条数条数 

单主变单主变单主变单主变（（（（%）））） 双主变双主变双主变双主变（（（（%）））） 三主变三主变三主变三主变（（（（%）））） 四主变四主变四主变四主变（（（（%）））） 

JKLYJ-120 JKLYJ-150 JKLYJ-120 JKLYJ-150 JKLYJ-185 YJV22-3×300 YJV22-3×300 YJV22-3×400 

20 
6 41.52 36.32 33.8 29.5 -- -- -- -- 

8 31.2 27.2 25.3 22.1 -- -- -- -- 

31.5 
8 49.12 42.88 39.9 34.8 30.2 -- -- -- 

12 32.72 28.56 26.6 23.2 20.1 -- -- -- 

40 
8 -- -- -- -- 38.3 31.4 42.1 45.7 

12 -- -- -- -- 25.6 21.0 28.1 30.5 

50 
12 -- -- -- -- 31.9 26.2 35.1 38.1 

16 -- -- -- -- 24.0 19.6 26.3 28.6 

63 
12 -- -- -- -- 40.3 33.0 44.2 48.0 

16 -- -- -- -- 30.2 24.8 33.1 36.0 

 

由该表可见，与主变安全负载率对应的线路负载率近

似为40%左右的经济负载率[14]。因此，在走廊通道资源

充足的前提下，宜尽量推广结构简单、运维便捷和改造便

利的架空单联络、电缆单环网或双环网接线；对于通道资

源紧张或电网改造较为困难的地区，可依据实际需要选择

多分段多联络和主备馈线等结构较为复杂的接线模式，以

提升线路的利用率。 

3.3.2．．．．安全负载率分析安全负载率分析安全负载率分析安全负载率分析 

主变N-1时其最大安全负载率可按下式计算。 

η =
��

�����
∗ 100%             (1) 

式中，η表示变电站最大安全负载率；n�表示变电站

正常出线数；�表示其他主变停运后需要由本主变增供的

线路数。 

由式（1）可得到不同主变容量不同出线规模满足主

变N-1校验的主变最大负载率，结果如表4所示。 

表表表表4 不同联络线条数与主变安全负载率。 

容量容量容量容量(MVA) 出线出线出线出线(条条条条) 
主变负载率主变负载率主变负载率主变负载率（（（（%）））） 

1条条条条 2条条条条 3条条条条 4条条条条 

20 
6 85.71 75.00 66.67 -- 

8 88.89 80.00 72.73 66.67 

31.5 
8 88.89 80.00 72.73 66.67 
12 92.31 85.71 80.00 75.00 

40 
8 88.89 80.00 72.73 66.67 

12 92.31 85.71 80.00 75.00 

50 
12 92.31 85.71 80.00 75.00 

16 94.12 88.89 84.21 80.00 

63 
12 92.31 85.71 80.00 75.00 
16 94.12 88.89 84.21 80.00 

由上表可见，两主变间联络线路条数越少，主变N-1

时正常主变增供线路条数也就越少，主变最大安全负载率

越高；同时安全负载率也随出线规模的增加而提高。 

特别要注意的是，当两主变间联络线路数为1时，变

电站负载率可提升至85.7%~94.2%，其中较大容量主变（40、

50、63MVA）可达92.3%~94.2%；当两主变间联络线路回

数为2时，变电站负载率可提升至75%~88.9%，其中较大

容量主变可达85.7%~88.9%。 

3.3.3．．．．主变间最佳联络数主变间最佳联络数主变间最佳联络数主变间最佳联络数 

对于主变间只连1回的组网方式，主变最大安全负载

率最高，但与每一主变发生联络的主变数较多，接线复杂，

而且对于负荷密度较低的区域或电网发展过渡期间，单主

变和两主变站较多且变电站分布较为分散，难以按两主变

间只连1回组网。 

对于主变间连2回的组网方式，较大容量主变的最大

安全负载率为85.7%~88.9%，接近三主变站安全负载率

87%。 

对于主变间连3回或4回的组网方式，主变最大安全负

载率偏低，低于相关导则中三主变站安全负载率

87%[11,16]的规定，主变设备利用率不高。 

基于上述分析，兼顾接线简洁和设备利用率，本文推

荐主变间成片组网的简单规则：异站主变间以仅连2回为

主的方式组网，对于因通道紧张而出线困难的情况，也可

连1回来提高主变设备利用率。对于某变电站与周边六座、

四座、三座和两座变电站发生联络的典型情况，主变间成

片组网或联络方式如图6所示（图中不同颜色的圆点代表

不同主变，不同颜色实线代表相应颜色主变供电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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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 主变组网典型接线方式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导则中主变最大负载率一般是指：

首先，仅在站内转移负荷的情况下，主变负载率不超过

130%；然后，在短时（2小时）内将主变过载负荷进行站

间转移或切除。该导则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提出进行短时

过载负荷站间转移的具体方案；对于最大负载率100%的

四主变站，难于接纳相邻变电站短时过载的负荷，影响系

统整体N-1。 

推荐的简单规则既能兼容和完善现有导则，又能适应

电网的发展： 

首先，是简单规则的兼容性：较大容量主变（即40、

50和63MVA）的安全负载率可提升至85.7%~88.9%，满足

现有导则两主变65%和三主变87%的要求。 

然后，是简单规则对现有导则完善：i）提供了如何

进行短时过载负荷站间转移的优化解决方案；ii）对于新

增落点困难的负荷集中区或4主变站，也可考虑采用两主

变间仅连一回的方式组网，使主变在超过90%负载率时仍

满足N-1安全校验。 

最后，是简单规则的适应性，随着站间负荷转移自动

化水平的提高，简单规则可使中压配网对上级配网形成了

强有力支撑：i）对于任何主变台数的变电站，较大容量

主变N-1的安全负载率可提升至85.7%~88.9%，且不依赖

短时过载；ii）高压配网可以弱化以节省投资，容载比有

望下降至1.3~1.5。 

4．．．．基于组网约束的目标网架基于组网约束的目标网架基于组网约束的目标网架基于组网约束的目标网架 

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约束和分类建设标准，本文将复杂

的全局目标网架的构建从全局范围转化为各相互独立的

网格分区范围，最终形成全局中压配网目标网架。 

4.1．．．．三层宏观组网约束三层宏观组网约束三层宏观组网约束三层宏观组网约束 

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的优化结果，通道组网的站间联络

通道提供了主干线路布线的候选路径；网格组网提供了各

种馈线组供电的优化范围和负荷大小；主变组网提供了馈

线间隔调配的简单规则。 

4.2．．．．分类建设标准分类建设标准分类建设标准分类建设标准 

本文对A+、A、B、C、D和E类等供电分区[18]的各

网格，分别提出了规范化的一、二次建设改造的标准和运

维管理措施，内容涉及线路接线模式、负荷控制、设备选

型、配电自动化建设和运维管理措施等多个方面，特点如

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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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 建设标准分类。 

建设标准类型建设标准类型建设标准类型建设标准类型 供电区分类供电区分类供电区分类供电区分类 负荷负荷负荷负荷（（（（MW）））） 接线模式接线模式接线模式接线模式 可靠率目标可靠率目标可靠率目标可靠率目标(RS-3) 

T1 

I 
A+、A和B类核

心 

一般地区 32，16~48 双环网，单环网 ≥99.999% 

II 通道紧张 24，16~24 两供一备，三供一备 ≥99.999% 

III 大容量用户密集 32，8~48 双回直供开闭所 ≥99.999% 

T2 B类非核心 32，16~48 多分段适度联络，重要用户满足原则要求 ≥99.965% 

T3 C类及以下 视情况而定 多分段适度联络、单辐射 
C≥99.897% 

D≥99.828% 

T4 受用户影响无法优化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1）T1类建设标准 

T1类建设标准规范了可靠性要求较高地区的多种网

格构建方案，可依据实际情况灵活选取和组合，典型接线

如图7~9所示（图中，“二遥”指遥测和遥信，“三遥”指遥

信、遥测和遥控；洋红色背景表示三遥节点层，绿色背景

为二遥节点层）。其中，子类Ⅰ为典型推荐方案，适用面

较广；子类Ⅱ适用于通道紧张地区；子类Ⅲ适用于独立的

大容量用户密集区。 

（2）T2类建设标准 

T2类建设标准规范了架空线为主的城区和郊区，接线

以单联络为主，当通道或间隔受限时可适度增加联络提高

线路最大允许负载率，典型接线如图10所示。 

（3）T3类建设标准 

T3类建设标准规范了农村地区，典型接线如图11所示。 

（4）T4类建设标准 

T4类建设标准针对非规范化区域，适用于受用户和通

道等因素影响无法改造的地区，推荐改造方案主要是依据

现有电网的局部优化，典型接线如图12所示。 

 

图图图图7 T1（Ⅰ）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图图图图8 T1（Ⅱ）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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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9 T1（Ⅲ）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图图图图10 T2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图图图图11 T3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图图图图12 T4建设标准推荐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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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架的远近结合网架的远近结合网架的远近结合网架的远近结合 

过渡年网架应与远景年目标相协调，应充分考虑现有网

架，结合市政和变电站建设时序，抓住建设契机，逐步优化。 

5.1．．．．新区新区新区新区 

按目标网架主干线构建，做到“新建一片成型一片”。 

（1）过渡年负荷与远景年接近的地区，可参照远景

年组网模式，一次性建成供电网格目标接线方式。 

（2）过渡年负荷未成熟时，可减少网格内主供线路

条数，也可多个网格采用串接或并接方式共享电源（如图

13所示），待新站投运后通过π入或直接接入。 

 

（a）网格站间互联 

 

（b）网格同站辐射 

图图图图13 过渡期网格合并示意图。 

5.2．．．．易改造地区易改造地区易改造地区易改造地区 

不宜大规模改造，做到“改造一片完善一片”。 

（1）以变电站新建为契机，成片改造网格并合理过

渡到目标网架。 

（2）以中压线路新建为契机，调整主干、切改分支，

合理过渡到目标网架。 

5.3．．．．难改造地区难改造地区难改造地区难改造地区 

采取“保持既有格局，局部理清关系”，适当调整主干

和分支及其联络方式。 

6．．．．规划管理的权责明确规划管理的权责明确规划管理的权责明确规划管理的权责明确 

本文网架的规划管理涉及基于网格的信息化管理和

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的“权责明确”。 

6.1．．．．基于网格的信息化管理基于网格的信息化管理基于网格的信息化管理基于网格的信息化管理 

配网规划管理规范化和信息化方面，将以配网网格

为基本单元，结合生产系统、GIS系统、SCADA系统、

计量自动化系统、营销系统、项目系统和投资计划系统，

配合市政规划和通道资源等，集成配网规划需要的数据，

有效掌握每个网格内设备数据、运行指标和负荷发展等

重要数据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情况，便于管理者

开展相关分析。进而以电网资源云平台为工具，以数据

挖掘为支撑，以可视化的地理图形展示为载体，构筑基

于供电网格的配电网规划信息支撑平台。 

6.2．．．．基于三层组网的权责明确基于三层组网的权责明确基于三层组网的权责明确基于三层组网的权责明确 

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的规划方法将管理责任分层分网

格落实到人，有效明晰各层级规划人员的职责分工，自上

而下传递理念，自下而上提出需求，不易出现管理真空或

交叉管理的问题，强化了管理权限的刚性。 

市局级领导主导通道组网，把控电网整体布局，通过

建立长效的企业政府沟通机制，确保土地资源预留，强化

了变电站站间联络通道布局刚性。 

区县级领导依据通道组网，主导网格组网和主变组网，

用成片组网思路全面优化网格划分和设备利用率，强化了

电网联络结构刚性。 

基层部门依据三层宏观组网，基于丰富的运维管理经

验，发挥熟悉现场实际的优势，细化网格管理职责，编制

建设改造项目，确保项目落地，强化了建设项目刚性。 

7．．．．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实践应用 

本文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多个省会城市。下面以Y市某

规划区域为例，阐述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的中压配网精准规

划方法的具体应用。 

7.1．．．．通道组网的构建通道组网的构建通道组网的构建通道组网的构建 

对于现状走廊通道建设情况较为成熟的区域，应以利

用已有通道为主；新增通道应充分考虑电力走廊的可行性，

主要考虑新投运变电站的出线，但不得穿越区域内大运河

与铁路，并尽量沿主干道分布。综合考虑现有通道、新增

通道、负荷分布和新增布点等四点因素，形成如图14所示

的“三横三纵”的通道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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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4 规划区域站间联络通道示意图。 

7.2．．．．网格组网的构建网格组网的构建网格组网的构建网格组网的构建 

基于空间负荷预测结果，开展变电站布点规划（略）：目标年规划区域共有区内110kV变电站5座，区外110kV变

电站5座。以通道组网为约束，得到目标年如图15所示的网格链图，共包含12个联络链。 

 

图图图图15 规划区域目标年网格链。 

7.3．．．．主变组网约束主变组网约束主变组网约束主变组网约束 

依据本文推荐的主变间成片组网的简单规则和目标网架分类建设标准，规划区域主变组网方式采用异站主变间以

仅连2回的联络方式（如图16所示），相应的目标网架采用表4中的T1（I）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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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6 规划区域主变组网示意图。 

7.4．．．．目标网架的构建目标网架的构建目标网架的构建目标网架的构建 

中压线路沿街道布线结果如图17所示。至目标年，规划区域所有供电网格主供线路明确，网架结构合理，联络关

系清晰；中压线路联络率100%，均满足N-1校验。 

 

图图图图17 规划区域10kV沿街道布线（红色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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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网架过渡方案网架过渡方案网架过渡方案网架过渡方案 

2018年没有新建变电站投运，重点依据现状问题安排南部几个较成熟网格的建设改造项目；2019～2022年结合西

北部变电站新建逐步完善西北部网架，2022～目标年结合东北部变电站新建逐步完善东北部网架。各网格在目标网架

建成之前，依据实际需求，以目标网架为约束，重点解决重过载及不满足N-1等问题。 

 

 

图图图图18 网格逐年成片建设示意图（从左至右：现状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8．．．．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三层宏观组网约束的中压配

网精准规划方法，主要结论有： 

（1）三层宏观组网体现了全局统筹的顶层决定性和

网架的整体协调性：通道组网优化和描绘了站间联络通道

的布局；网格组网以成片组网的方式优化了网格划分；主

变组网提高了全网主变设备的利用率。 

（2）网格定义为以变电站为枢纽的负荷大小适中的

网孔型分区，可分为站间联络网格和站内联络（或辐射型

接线）网格，各网格间相对独立；网格组网或划分方法科

学规范，结果趋于全局最优：经济、可靠、唯一、差异和

精准。 

（3）基于设备利用率提升和接线简洁的权衡，提出

了异站两主变间仅连两回为主的主变组网简单规则，既能

兼容和完善现有导则，又能适应电网的发展。 

（4）针对新区、易改造地区和难改造地区过渡年网

架，分别提出了新建一片成型一片、改造一片完善一片和

保持既有格局，局部理清关系的具体应对措施。 

（5）对空间上全局统筹、时间上远近结合和管理上

权责明确的理念从规划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落地方案，全

面提升了网架和项目的科学性和唯一性，体现了全局统筹

精准、方案过渡精准和管理职责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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