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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变电电气一次设计主要是依据相关标准，对变电所内一次系统的电力设备进行主变、

主接线、设备等的选择和总平面布置。 

2. 变电一次施工图设计介绍 

2.1 变电一次设备 

2.1.1 定义 

指直接用于生产、输送和分配电能的生产过程的高压电气设备。 

2.1.2 主要设备（按功能分配） 

 变换设备：如电力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等 

 开关设备：如断路器、隔断开关、负荷开关等 

 保护设备：如熔断器、避雷器、电抗器等 

 无功补偿设备：如电力电容器、静止补偿器等 

 成套配电装置：如高压开关柜、低压配电屏等 

2.2 变电一次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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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研设计流程 

2.3.1 接收系统资料 

系统专业按电网规划、负荷平衡及变电站地位、仿真计算结果，提供以下资料： 

a) 主变容量（终期、本期） 

b) 出线电压等级 

c) 各电压等级出线规模（终期、本期、方向） 

d) 无功补偿容量（终期、本期） 

e) 消弧线圈（预留×台消弧线圈位置，本期装设×台） 

上述资料是变电站设计的重要依据。 

2.3.2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主要任务是选择若干个可以建站的具体站址，同时搜集站址周围的环

境条件（如：覆冰、污秽等）以及各种可能对建站有影响（如：城建规划、基本

农田情况、施工电源等）的资料。 

电气一次专业现场踏勘的主要工作内容： 

a) 根据系统初步拟定的变电站工程建设规模，框定变电站大致的占地尺寸，

供选择站址参考。 

b) 收集与一次专业有关的资料 

2.3.3 初拟主接线及总平 

电气主接线是变电站电气设计的首要部分，主接线的确定对系统整体以及变电站

本身运行的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密切相关，并对电气设备选择、配电装置布

置、继电保护和控制方式的拟定有较大影响。 

2.3.4 方案中间评审 

初拟的电气主接线和电气总平面布置方案出来后，按照院“三标”整合管理体系

的要求，需要进行方案的中间评审。中间评审一般由项目经理组织和主持，主管

副总、主任工、和各专业负责人参加，评审后主设人填写《设计评审纪要》，并

保存评审记录。主设人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电气主接线和电气总平面

布置图。 

2.3.5 向各专业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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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变容量（终期、本期） 

b) 出线电压等级 

c) 各电压等级出线规模（终期、本期） 

d) 无功补偿容量 

e) 消弧线圈 

2.3.6 编制可研报告 

施工及外来电源、电气主接线、电气设备选型、电气总平面、站用变、防雷与接地

方案、对侧 220kV配电装置现状、本期扩建工程内容、主要电气设备选择及导体校

验、防雷、接地及照明、电缆设施、变电站节能措施、变电站电气部分。 

2.3.7 编制可研附图 

a) 总平面布置图（含电气总平面）：图纸深度要求比例：1：2000（包括不同方

案）。应表明主要电气设备、主要建构筑物、道路及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等。 

b) 电气主接线图：图纸深度要求：应表明本、远期电气接线，对本工程及预留

扩建加以区别。 

2.4 初步设计流程 

2.4.1 接收系统资料 

系统专业应提供以下资料： 

a) 变电所建设规模，内容包括：主变压器容量、台数、各级电压出线、远近期

回路数、补偿类别、容量、调压方式、阻抗电压、电压波动范围。 

b) 系统短路阻抗及母线穿越功率，内容包括：各级电压的系统短路阻抗及母线

穿越功率。 

2.4.2 向各专业提资 

a) 变电所建设规模，内容包括：主变压器容量、台数、各级电压出线、远近期

回路数、补偿类别、容量、调压方式、阻抗电压、电压波动范围。 

b) 系统短路阻抗及母线穿越功率，内容包括：各级电压的系统短路阻抗及母线

穿越功率。 

2.4.3 编制初设报告及附图 

 电气主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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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路电流计算及导体、主要电气设备选择校验 

 绝缘配合及过电压保护和接地、 

 配电装置 

 电气总平面布置 

 站用电及照明 

 电缆设施 

 辅助设施及其他 

2.5 施工图设计流程 

1) 配合进行设备采购 

2) 接收厂家设计资料 

3) 主要电气计算方案中间评审 

4) 向各专业提资 

5) 编制施工图卷册 

3. 公司能力介绍 

3.1 资质能力 

具有电力系统（送电、变电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可从事电力系统规划、75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送电和变电工程设计、远动通信设计、电力技术咨询等服务。 

3.2 人才队伍 

变电设计室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50 多人，其中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比例达到 75%，

形成了变电工程设计的高精尖人才队伍。 

3.3 技术能力 

公司是技术装备先进的专业型电力工程设计公司，并具有总承包资质，同时拥有计算

机辅助设计(CAD)系统、土建专业 PKPM设计模块等先进的专业设计装备，打造高精尖

的专业技术能力。 

3.4 信息化能力 

公司拥有档案管理信息系统、CRM系统、ePM项目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及 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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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系统，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以及勘测、设

计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产品优势 

4.1 品牌价值 

“交联”品牌誉享海内外，公司参与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设计任务，积极响应国

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参与了卢旺达、刚果（金）等多个国家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 

公司拥有一批高精尖的专业人才队伍，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比例达 70%以上，并拥

有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结构师、注册建筑师、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等专业人才

数十名，保持行业领先，为广大电力客户提供优质、高端、个性化的电力设计服务。  

公司拥有电力系统（送电、变电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具备项目设计、采购、施

工管理和并网调试于一体的 EPC总承包服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 EPC总承包项目经验。 

公司拥有丰富的项目设计经验，光伏设计也得到大力发展。 

公司已涉足岸电设计、充电桩设计等新兴领域。 

4.2 本地化专业服务团队 

交联打造没有围墙的公司，凭借其厚重的品牌、完善的服务、坚强的保障能力，为广

大合伙伴搭建了一个成就梦想的平台。 

目前已有 60 多位合伙人加入交联平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其对当地市场

的了解、政策的熟悉，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用户，为当地用户提供本地化的专业服务。 

 

4.3 管信息化管理 ePM 

公司率先提出“互联网+电力服务”理念，并于 2007年全面启用项目管理协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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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ePM），实现了对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及远程实时管理，进而大幅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客户也可以通过 ePM系统，查看、监督项目进度和质

量，与公司协同进行项目管理。 

ePM系统包括：进度管理子系统、预决算管理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文档管理子

系统。 

ePM系统功能点：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在信息化系统中进行项目进度节点的设置，方便对于整个项

目的把控。 

 对于项目规划的节点，依据完成情况进行进度的录入，随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 

 项目施工结束之后，生成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对照表，并以柱状图、曲线图、

甘特图等表现形式进行最终项目时间进度的展示。 

 

4.4 工日签到 

ePM 系统将项目中的各个节点进行划分，并根据工艺流程进行标准工时的设定，

自动生成整个项目的标准用时，为客户展现透明化、系统化的设计项目管理。同

时工日签到的应用，将人员的管理与生产任务相结合，工日签到与项目总用时的

对比，合理控制设计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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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售后服务 

 工程施工阶段提供现场配合 

 提供 400咨询服务 

6. 产品主要标准 

6.1 国家电网公司有关文件 

1)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内容深度规定》（试行）（2007.09.29

印发） 

2) 《国家电网公司“两型一化”变电站设计建设导则》（2007.12.29 发布，

2008.01.01 实施） 

3)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 国

家电网设备〔2018〕979号 

4) 《基建类和生产类标准差异协调统一条款》（变电部分）（国家电网公司办

公厅文件，办基建〔2008〕20号，2008.03.10 印发） 

 

6.2 主要规程规范 

规程规范均应采用现行版本，因为规程规范一般在 5年左右要进行修编升版。所

以无论在专业设计计划中，还是在工程实际应用中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目前常

用的主要规程规范现行版本如下，供参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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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kV~ 220kV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 5242-2010  

3) 《高压直流换流站设计技术规定》DL/T 5223-2005（2005.02.14 发布，

2005.06.01 实施） 

4) 《串补站设计技术导则》Q/DG 1-A008-2008（2008.01.22发布，2008.02.20

实施） 

5)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2006（2006.09.26 发布，

2007.04.01 实施） 

6)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GB 50227-2008（2008.12.15发布，2009.06.01

实施） 

7) 《330kV~750kV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 5014-2010  

8)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352-2006（2006.09.14 发布，

2007.03.01 实施） 

9)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DL 5027-1993  

10)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DL/T 620-1997（1997.04.21发

布，1997.10.01 实施） 

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 621-1997（1997.09.02 发布。1998.01.01

实施） 

12) 《标准电压》GB/T 156-2007  

13)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DL/T 5222-2005（2005.02.14 发布，

2005.06.01 实施） 

14) 《220kV～500kV 变电所所用电设计技术规程》DL/T 5155-2002（2002.04.27

发布，2002.09.01 实施） 

15)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T 5390-2007（2007.07.20

发布，2007.12.01 实施） 

16)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2007(2007.10.23 发布，2008.04.01

实施)  

17) 《发电厂、变电所电缆选择与敷设设计规程》SDJ26-89（1989.01.26 发布，

1989.09发行之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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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 14258-2006（2006.08.30发布，

2006.11.01 实施） 

19)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 50062-2008（2008.12.15

发布，2009.06.01 实施） 

20)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6-2001（2001.12.26

发布，2002.05.01 实施） 

21) 《220～500kV 变电所计算机监控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 5149-2001

（2001.12.26 发布，2002.05.01实施） 

22) 《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 5044-2004（2004.03.09 发布，

2004.06.01 实施） 

23)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T 5003-2005（2005.11.28 发布，

2006.06.01 实施） 

24) 《地区电网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T 5002-2005（2005.11.28 发布，

2006.06.01 实施） 

25)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7-2001(2001.12.26发布，

2002.05.01 实施)  

2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98（1998.12.07发布，1999.06.01

实施）  

2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 

2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T 15543-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