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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0.1条 为使供配电系统设计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保障人身安全，供电

可靠，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制订本规范。 
第1.0.2条 本规范适用于 110KV及以下的供配电系统新建和扩建工程的设计。 
第1.0.3条 供配电系统设计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按照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工程

特点和地区供电条件，合理确定设计方案。 
第1.0.4条 供配电系统设计应根据工程特点、规模和发展规划，做到远近期结合，以近期

为主。 
第1.0.5条 供配电系统设计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效率高、能耗低、性能先进的

电气产品。 
第1.0.6条 供配电系统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第二章 负荷分级及供电要求 

第2.0.1条 电力负荷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电在政治、经济上所造成损失或

影响的程度进行分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为一级负荷： 
１．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时。 
２．中断供电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时。例如：重大设备损坏、重大产品报废、用

重要原料生产的产品大量报废、国民经济中重点企业的连续生产过程被打乱需要长时间才能

恢复等。 
３．中断供电将影响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例如：重要交通枢纽、

重要通信枢纽、重要宾馆、大型体育场馆、经常用于国际活动的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

用电单位中的重要电力负荷。在一级负荷中，当中断供电将发生中毒、爆炸和火灾等情况的

负荷，以及特别重要场所的不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应视为特别重要的负荷。 
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为二级负荷： 
１．中断供电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时。例如：主要设备损坏、大量产品报废、连

续生产过程被打乱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重点企业大量减产等。 
２．中断供电将影响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例如：交通枢纽、通信枢纽等用电单位中的

重要电力负荷，以及中断供电将造成大型影剧院、大型商场等较多人员集中的重要的公共场

所秩序混乱。 
三、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荷者应为三级负荷。 
第2.0.2条 一级负荷的供电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二、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除由两个电源供电外，尚应增设应急电源，并严禁将其它

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 
第2.0.3条 下列电源可作为应急电源： 
一、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 
二、供电网络中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的馈电线路。 
三、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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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电池。 
第2.0.4条 根据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可分别选择下列应急电源： 
一、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 15s以上的供电，可选用快速自启动的发电机组。 
二、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能满足允许中断供电时间的，可选用带有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

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 
三、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毫秒级的供电，可选用蓄电池静止型不间断供电装置、蓄电池机械

贮能电机型不间断供电装置或柴油机不间断供电装置。 
第2.0.5条 应急电源的工作时间，应按生产技术上要求的停车时间考虑。当与自动启动的

发电机组配合使用时，不宜少于 10min。 
第2.0.6条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两回线路供电。在负荷较小或地区供电条件困难时，

二级负荷可由一回 6KV 及以上专用的架空线路或电缆供电。当采用架空线时，可为一回架
空线供电；当采用电缆线路时，应采用两根电缆组成的线路供电，其每根电缆应能承受 100%
的二级负荷。 

第三章 电源及供电系统 

第3.0.1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用电单位宜设置自备电源： 
一、需要设置自备电源作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的应急电源时或第二电源不能满足一级

负荷的条件时。 
二、设置自备电源较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经济合理时。 
三、有常年稳定余热、压差、废气可供发电，技术可靠、经济合理时。 
四、所在地区偏僻，远离电力系统，设置自备电源经济合理时。 
第3.0.2条 应急电源与正常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 
第3.0.3条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除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外，不应按一个电源系统检修

或故障的同时另一电源又发生故障进行设计。 
第3.0.4条 需要两回电源线路的用电单位，宜采用同级电压供电。但根据各级负荷的不同

需要及地区供电条件，亦可采用不同电压供电。 
第3.0.5条 有一级负荷的用电单位难以从地区电力网取得两个电源而有可能从邻近单位取

得第二电源时，宜从该单位取得第二电源。 
第3.0.6条 同时供电的两回及以上供配电线路中一回路中断供电时，其余线路应能满足全

部一级负荷及二级负荷。 
第3.0.7条 供电系统应简单可靠，同一电压供电系统的变配电级数不宜多于两级。 
第3.0.8条 高压配电系统宜采用放射式。根据变压器的容量、分布及地理环境等情况，亦

可采用树干式或环式。 
第3.0.9条 据负荷的容量和分布，配变电所宜靠近负荷中心。当配电电压为 35KV 时亦可
采用直降至 220~380V配电电压。 
第3.0.10条 在用电单位内部邻近的变电所之间宜设置低压联络线。 
第3.0.11条 小负荷的用电单位宜接入地区低压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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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压选择和电能质量 

第4.0.1条 用电单位的供电电压应根据用电容量、用电设备特性、供电距离、供电线路的

回路数、当地公共电网现状及其发展规划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4.0.2条 当供电电压为 35KV及以上时，用电单位的一级配电电压应采用 10KV；当 6KV
用电设备的总容量较大，选用 6KV 经济合理时，宜采用 6KV。低压配电电压应采用
220~380V。 
第4.0.3条 当供电电压为 35KV，能减少配变电级数、简化结线，及技术经济合理时，配电
电压宜采用 35KV。 
第4.0.4条 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电压偏差允许值（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电动机为±５％。 
二、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对于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一般工作场所，难以满足上
述要求时，可为＋5%、－10%；应急照明、道路照明和警卫照明等为＋5%、－10%。 
三、其它用电设备当无特殊规定时为±5%。 
第4.0.5条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为减小电压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正确选择变压器的变压比和电压分接头。 
二、降低系统阻抗。 
三、采取补偿无功功率措施。 
四、宜使三相负荷平衡。 
第4.0.6条 计算电压偏差时，应计入采取下列措施后的调压效果： 
一、自动或手动调整并联补偿电容器、并联电抗器的接入容量。 
二、自动或手动调整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 
三、改变供配电系统运行方式。 
第4.0.7条 变电所中的变压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一、35KV以上电压的变电所中的降压变压器，直接向 35KV、10(6)KV电网送电时。 
二、35KV降压变电所的主变压器，在电压偏差不能满足要求时。 
第4.0.8条 10(6)KV 配电变压器不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但在当地 10(6)KV 电源电压偏
差不能满足要求，且用电单位有对电压要求严格的设备，单独设置调压装置技术经济不合理

时，亦可采用 10(6)KV有载调压变压器。 
第4.0.9条 电压偏差应符合用电设备端电压的要求，35KV以上电网的有载调压宜实行逆调
压方式。逆调压的范围宜为额定电压的 0～＋5%。 
第4.0.10条 对冲击性负荷的供电需要降低冲击性负荷引起的电网电压波动和电压闪变（不

包括电动机启动时允许的电压下降）时，宜采取下列措施： 
一、采用专线供电。 
二、与其它负荷共享配电线路时，降低配电线路阻抗。 
三、较大功率的冲击性负荷或冲击性负荷群与对电压波动、闪变敏感的负荷分别由不同的变

压器供电。 
四、对于大功率电弧炉的炉用变压器由短路容量较大的电网供电。 
第4.0.11条 控制各类非线性用电设备所产生的谐波引起的电网电压正弦波形畸变率，宜采

取下列措施： 
一、各类大功率非线性用电设备变压器由短路容量较大的电网供电。 
二、对大功率静止整流器，采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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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提高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相数和增加整流器的整流脉冲数。 
２．多台相数相同的整流装置，使整流变压器的二次侧有适当的相角差。 
３．按谐波次数装设分流滤波器。 
三、选用 D，yn11结线组别的三相配电变压器。 
注：D，yn11结线组别的三相配电变压器是指表示其高压绕组为三角形、低压绕组为星形且
有中性点和“11”结线组别的三相配电变压器。 
第4.0.12条 设计低压配电系统时宜采取下列措施，降低三相低压配电系统的不对称度。 
一、220V或 380V单相用电设备接入 220V~380V三相系统时，宜使三相平衡。 
二、由地区公共低压电网供电的 220V照明负荷，线路电流小于或等于 30A时，可采用 220V
单相供电；大于 30A时，宜以 220V~380V三相四线制供电。 

第五章 无功补偿 

第5.0.1条 供配电设计中应正确选择电动机、变压器的容量，降低线路感抗。当工艺条 件
适当时，宜采取采用同步电动机或选用带空载切除的间歇工作制设备等，提高用电单位自然

功率因数的措施。 
第5.0.2条 当采用提高自然功率因子措施后，仍达不到电网合理运行要求时，应采用并联

电力电容器作为无功补偿装置。当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认采用同步电动机作为无功补偿装

置合理时，可采用同步电动机。 
第5.0.3条 采用电力电容器作为无功补偿装置时，宜就地平衡补偿，低压部分的无功功率

宜由低压电容器补偿；高压部分的无功功率宜由高压电容器补偿。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

常使用的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单独就地补偿。补偿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组，宜在配变电

所内集中补偿。在环境正常的车间内，低压电容器宜分散补偿。 
第5.0.4条 无功补偿容量宜按无功功率曲线或无功补偿计算方法确定。 
第5.0.5条 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方式，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手动投切的无功补偿

装置。 
一、补偿低压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组。 
二、常年稳定的无功功率。 
三、经常投入运行的变压器或配、变电所内投切次数较少的高压电动机及高压电容器组。 
第5.0.6条 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方式，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一、避免过补偿，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在经济上合理时。 
二、避免在轻载时电压过高，造成某些用电设备损坏，而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在经济上合

理时。 
三、只有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才能满足在各种运行负荷的情况下的电压偏差允许值时。 
第5.0.7条 当采用高、低压自动补偿装置效果相同时，宜采用低压自动补偿装置。 
第5.0.8条 无功自动补偿的调节方式，宜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一、以节能为主进行补偿时，采用无功功率参数调节；当三相负荷平衡时，亦可采用功率因

子参数调节。 
二、提供维持电网电压水平所必要的无功功率及以减少电压偏差为主进行补偿者，应按电压

参数调节，但已采用变压器自动调压者除外。 
三、无功功率随时间稳定变化时，按时间参数调节。 
第5.0.9条 电容器分组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分组电容器投切时，不应产生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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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当减少分组组数和加大分组容量。 
三、应与配套设备的技术参数相适应。 
四、应满足电压偏差的允许范围。 
第5.0.10条 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侧电容器的额定电流，不应超过电动机励磁电流的 0.9倍；
其馈电线和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电容器组的电流确定。 
第5.0.11条 高压电容器组宜串联适当参数的电抗器。低压电容器组宜加大投切容量或采用

专用投切接触器。当受谐波量较大的用电设备影响的线路上装设电容器组时，宜串联电抗器。 

第六章 低压配电 

第6.0.1条 压配电电压应采用 220~380V。带电导体系统的型式宜采用单相二线制、两相三
线制、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 
第6.0.2条 在正常环境的车间或建筑物内，当大部分用电设备为中小容量，且无特殊要求

时，宜采用树干式配电。 
第6.0.3条 当用电设备为大容量，或负荷性质重要，或在有特殊要求的车间、建筑物内，

宜采用放射式配电。 
第6.0.4条 当部分用电设备距供电点较远，而彼此相距很近、容量很小的次要用电设备，

可采用链式配电，但每一回路环链设备不宜超过 5台，其总容量不宜超过 10KW。容量较小
用电设备的插座，采用链式配电时，每一条环链回路的设备数量可适当增加。 
第6.0.5条 在高层建筑物内，当向楼层各配电点供电时，宜采用分区树干式配电；但部分

较大容量的集中负荷或重要负荷，应从低压配电室以放射式配电。 
第6.0.6条 平行的生产流水线或互为备用的生产机组，根据生产要求，宜由不同的回路配

电；同一生产流水线的各用电设备，宜由同一回路配电。 
第6.0.7条 在 TN及 TT系统接地型式的低压电网中，宜选用 D，yn11结线组别的三相变压
器作为配电变压器。 
注：ＴＮ系统在此系统内，电源有一点与地直接连接，负荷侧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则

通过保护线（PE线）与该点连接。其定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的规定。TT 系统在此系统内，电源有一点与地直接连接，负荷侧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
分连接的接地极和电源的接地极无电气联系。其定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装置的接地

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6.0.8条 在 TN及 TT系统接地型式的低压电网中，当选用 Y，yn0结线组别的三相变压
器时，其由单相不平衡负荷引起的中性线电流不得超过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 25%，且其一
相的电流在满载时不得超过额定电流值。 
注：Y，yn0 结线组别的三相变压器是指表示其高压绕组为星形、低压绕组亦为星形且有中
性点和“0”结线组别的三相变压器。 
第6.0.9条 当采用 220~380V的 TN及 TT系统接地型式的低压电网时，照明和其它电力设
备宜由同一台变压器供电。必要时亦可单独设置照明变压器供电。 
第6.0.10条 由建筑物外引入的配电线路，应在室内靠近进线点便于操作维护的地方装设隔

离电器。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２／９５ 

 7

附录一 名词解释 

本规范用名词 曾用名词 解 释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

的负荷 
 

中断供电将发生中毒、爆炸和火灾等情况的负荷，以及特

别重要场所的不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 

应急电源  
在正常电源发生故障情况下，为确保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

负荷的供电电源 

电压偏差 电压偏移 

供配电系统改变运行方式和负荷缓慢地变化使供配电系

统各点的电压也随之变化，各点的实际电压与系统额定电

压之差△Ｕ称为电压偏差。电压偏差△Ｕ也常用与系统额

定电压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逆调压方式  
逆调压方式就是负荷大时电网电压向高调，负荷小时电网

电压向低调，以补偿电网的电压损失 

电压波动  

一系列的电压变动或电压包络线的周期性变动，电压的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与系统额定电压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其变化速度等于或大于每秒 0.2%时称为电压波动  

电压闪变  

负荷急剧的波动造成供配电系统瞬时电压升降，照度随之

急剧变化，使人眼对灯闪感到不适，这种现象称为电压闪

变 

不对称度  

不对称度是衡量多相负荷平衡状态的指针。多相系统的电

压负序分量与电压正序分量之比值称为电压不对称度；电

流负序分量与电流正序分量之比值称为电流不对称度；均

以百分数表示 

电压正弦波形畸变率  

电压正弦波形畸变率 

ＵＴ＝１００/Ｕ１∑∞ｎ＝２Ｕ２ｎ（％） 

式中 Ｕ１——５０Ｈz基波电压； 

Ｕｎ——ｎ次谐波电压 

基本无功功率  

当用电设备投入运行时所需的最小无功功率。如该用电设

备有空载运行的可能，则基本无功功率即为其空载无功功

率。如其最小运行方式为轻负荷运行，则基本无功功率为

在此轻负荷情况下的无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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