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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电网建设的普及发展,对电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为了能够使电力顺利输送,
最常使用的技术手段就是带电作业。带电作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并且在输
配电时的线路检测以及检修时,起了巨大的作用。过去我国也曾在配电网领域实行过带电作业,但是由于
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问题以及安全防护做得不到位,导致了许多事故的发生。但是依照我
们国家如今电网的发展来看,我们未来的带电作业一定会有更加长远和快速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就输配
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应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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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live work technology fo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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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grid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our
research on power grid is more and more in-depth. In order to enable smooth transmission of power,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chnical means is live work. Live work provides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power system, and plays a huge role in line detection and maintenance during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our country has also carried out live work in the field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but due to many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inadequate safety protection, many accidents have
occurre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current power grid, our future live work
will definitely have a more long-term and rapi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live work technology fo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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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电网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

习,同时对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让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得到一

我国带电作业也随着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无数的实践证明了,

定的提高,进而使相关人员熟练地应对电网中出现的问题,以此

输配电线路的带电作业技术和人们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

让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得到更好的发展。

系。当前我国对输配电线路进行检修和维护的重要手段就是通

2 带电作业技术的特点

过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来实现的,通过使用该技术,为我国经济

2.1供电的高可靠性

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我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跨区域的电力传输现象,但因为

1 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概述

国家电网的相应配套装置的质量存在一定的瑕疵。因此,像这种

在时代的发展下,要使我国的电网质量有一定的提高,传统

跨区域输电将会对电网的输电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其电

的电网改造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相关人员要有与时俱进

力供应的安全性和高效性也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判断当前电力

的思想,运用先进的技术来完成电网的改造,因而输配电线路带

系统发展状况是否良好,其中关键因素就是看其能否保障供电

电作业技术就开发出来了,这种技术是对原有的电网进行一定

系统的连续性。当电力传送过程中发生变化,导致发生断电现象,

的改造,进而使带电作业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以此符合电

就会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因此,通过带电作业技术保证在检修

网的随机性与动态性。另外,在近些年的发展中,为了使输配电

过程中,不会发生类似的断电现象。避免给人民的生活和企业的

线路带电作业技术有着更好的发展,相关单位要进行技术的学

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保障其正常的工作环境,提高企业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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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益。
2.2完整的计划性

4.2带电作业换接引流线技术
从我国目前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实施现状来看,电

对于整个输配电线路的建设来说,这是一个非静态的过程,

力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因此,这就导致在整个输配

其中可能会存在许多不利于工程建设的因素,这就会威胁整个

电线路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无法维护的工程,就必须采取换

线路的安全性。因此,对于整个线路的规划,我们要制定周密完

接引流的技术,用新的材料来替换之前的材料,从而让输配电线

善的管理规划,来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采用带电作业技术可以

路能够正常使用。在进行换接引流线技术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一

预防可能存在的问题,而非像过去那样只能被动地进行处理,提

定要在所要替换的跌落式熔断器的两侧挂接引流线,并且做好

高了整个线路系统的工作效率。根据作业规划,合理地安排相应

一系列的绝缘防护措施,以方便导线点的作业人员依次更换和

的工作人员按时对整个系统的设备进行检修,当设备出现故障

检修废弃的引线。带电作业换接引流线技术目前在电力行业中

时,也能及时地进行处理,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的应用并不是很普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准备工作较繁杂,需要

2.3检修时间短

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技术对工作人

带电作业技术是一项技术水平高、半自动化的项目,针对整

员自身的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因此,换接引流线技术还只是使

个线路系统来说,在作业过程中根据所遇到的情况,维修人员必

用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之下,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换接引

须能够做到按照规定的方案去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这就要保证

流线技术的使用也必将成为未来电力行业发展的潮流。

维修人员自身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要能够及时选择出适

4.3无人机技术

合当前状况的维修手段,尽量减少因线路故障给企业所带来的

随着无人机飞行技术的不断成熟,采用无人机搭载巡检仪

经济损失。在发展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额同时,也要改进相

器、设备进行带电作业的方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相比于机

关的产品设备,提高维修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提高他们在作

器人,无人机具有移动范围大和越障能力强的突出优势,尤其适

业过程中工作效率。

用于高压输电线路这类横跨距离长、作业高度高、所处地理环

3 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应用现状

境复杂的电力设施上的带电作业任务。利用无人机近距离观测,

当前阶段,我国电力行业在不断的发展,输配电线路的种类

可以有效发现杆塔异物、绝缘子缺陷和闪络故障点等人工巡检

也随之丰富了起来,无形之中为我国的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

难以发现的缺陷。2008年起,国内多家单位开始了输电线路无人

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随着工业用电要求的提高,我国现阶

机巡检技术的探索。2012年,国家电网公司着手建立架空输电线

段工业用电普遍以35-1000kV为主,这对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

路无人机巡检应用试点规范。目前,可见报道的关于带电作业无

术的安全性带来了一定的阻碍,要求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中所

人机的研究工作主要着眼于实现和优化输电线路巡视、线路清

使用的防护工具质量一定要过关,充分地保护输配电线路带电

障以及绝缘子串清扫测量等功能。例如珠湖北省电力公司检修

作业技术人员的安全性。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由于其可以

公司董小青等人结合无人机与紫外检测技术,研制了一套无人

不中断电能的提供,为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已经

机动态紫外成像在线监测和智能诊断预警系统,机载设备通过

受到了各行业的喜爱。为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及人们的生活需

微波与地面基站通讯,实现了长距离的线路电晕放电检测。再比

要,要进一步提高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水平。

如常德供电公司利用多旋翼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机、伸缩式绝

4 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应用

缘转动杆、摆动机构、清扫头和测量叉等部件,实现了线路绝缘

4.1斗内绝缘杆作业法

子的带电清扫与测零。当前无人机技术在带电作业领域的各类

以不停电搭接引线为例,斗内绝缘杆作业法主要流程为：

应用探索层出不穷,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为电力生产提供了强有

现场勘查、编制标准化作业指导书、准备工器具、现场复勘、

力的支撑。

工器具检测、验电并确认待接线路为空载线路、安装绝缘遮

5 加强提高输配电线路带电安全作业技术的对策

蔽、搭接中相引线、补充绝缘遮蔽、搭接远边相引线、搭接

5.1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近边相引线、拆除绝缘遮蔽、工作终结。其中验电并确认待

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对于施工人员来说,有着较大的安全

接线路为空载线路、搭接三相引线为关键节点。验电时作业

隐患,电力行业要更新管理的意识,重视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同

人员应和待验体保持不小于0.4m的安全距离。确认待接线路

时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进而根据实际的需求,制定出安全的管

为空载线路,可以采用现场复勘和2500V以上绝缘电阻表现场

理措施。另外,相关人员进行带电作业中,要完善已有的管理制

检测两种方法。AB、AC、BC相间及三相分别对地电阻都在500M

度,同时做好各项作业规范的更新,并对施工人员进行一定的约

Ω以上,即可确认为空载线路。搭接中相引线前其余两相均应

束,进而使电力作业技术有着安全性。此外,还要对作业现场管

做好绝缘遮蔽,中相引线搭接完毕,其余两相应视为带电体,

理进行一定的完善,制定规范的工作流程,这样施工人员可以以

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前,作业人员双手不得和其两相引线直接

此作为参考,进而更加规范地完成准备的工作。

接触。移动引线时,引线摆动幅度不宜过大,以不触碰其他带

5.2提高带电作业技术

电体、和接地体为宜。

配电网不间断运行系统具有安装方便、运行效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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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电网电缆快速接头,可在短时间内实现临时电缆长度的

企业应积极开展带电作业技术培训。

调整功能,完成不同跳线长度的电缆检修段。如果放在T型电缆

5.5建立健全带电作业管理监督机制

中,可以调整线路支路的数量,使用户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工作。

要想切实强化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应用成效,供电企

配电网设备改造后,便于扩展配电网的功能。第一,对配电网进

业需要建立健全带电作业管理制度,成立带电作业领导小组,由

行带电维护和设备更换工作,如架空线。路、跌落式熔断器、电

企业的高层进行直接领导,对带电小组的具体职能范围予以明

缆、柱上开关等。第二,实现环网柜、箱式变压器等旧设备的更

确,定期对小组成员进行技能考核,并制定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

换。第三,可在现场架设临时供电线路,实现对重要客户或重要

强化监督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制度上保证带电作业

活动的连续停电抢修。第四,通过配置移动箱式变压器完成变压

的执行力。

6 结语

器检修或用电配网增容来转移电量。

随着我们国家对输配电线路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输配电

5.3加强人员培训管理
首先,要加强专业培训机制建设,现场作业队要持证上岗,

线路的地位也随之变高,其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

使现场作业培训达到专业化要求。其次,加强带电作业技术交流

经济发展,输配电线路的快速发展也一定会推动我们国民经济

合作机制建设,注重大型带电作业现场观摩学习,进一步加强配

的前进。我国当前带电作业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需要注

电带电作业人才队伍建设。并且在制度方面还需要加强配电带

意的是该技术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电作业技能组织、培养,使得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新

社会对生产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对带电作业技术的要求

员工健康发展,在各单位发挥带头作用,确保带电作业技能稳步

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对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应用进行分

提高。最后,操作人员在承接技术任务后,应当同专业人员一起

析具有重要意义。

完成问题的测定,并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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