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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资源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支撑。随着变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电力方面存在的很
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配电线路故障问题,故而它在电力改革中有着很大的阻碍
力。如果不能顺利解决,不仅会造成各种危险事故的发生,还将会阻碍电力改革的正常开展。因此,本文
将对配电线路故障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优化运维管理的措施,以此来减少配电线路故障的发
生频率,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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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many problems in China's electric power have gradually surfaced,
among which the more serious is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line fault, so it has a great obstacle in the electric
power reform. If it can not be solved smoothly, it will not only cause various dangerous accidents, but also
hinder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power reform.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auses of distribution
line faults, and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optimiz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o as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distribution line faults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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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设备因素引发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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