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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牵引变电所外部电源建设
配合工作思路与建议
赵朋飞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北京

摘

100844）

要：电气化铁路建设过程中，外部电源与铁路工程的配套建设对线路顺利开通运营具有重

要意义。总结铁路外部电源的建设流程，分析铁路企业与电力公司之间协调沟通、技术标准、
建设时序、建设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和建议，以助于更好地理
解外电建设工作，为铁路外部电源建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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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化铁路牵引变电所外部电源 （简称外电） 是铁

国家电网公司电气化铁路供电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路建设工程的重要配套工程，直接影响电气化工

三次会议纪要》（计基函 〔2011〕 17 号） 中相关精神，

程安装调试、试运行及开通运营。为保证铁路工程按

参照外电配合实际工作经验，电气化铁路外电建设配

时建成送电，外电工程要求与铁路工程同步建设。电

合流程如下。

气化铁路外电建设专业性强、牵涉面广、影响因素多，

1. 1

且需符合电力公司建设程序。在外电建设及铁路、电

可行性研究阶段
铁路设计单位调研铁路沿线电网现状及规划情况，

力配合工作中，存在较多干扰因素和管理漏洞。特别

联系电力相关单位研究牵引变电所意向性外部电源接

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电气化铁路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大，

入方案。铁路建设单位书面向省级电力部门提供铁路

外电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日益增多，影响了电气

项目路网定位、线路规划走向、工程开工投产年份、

化铁路工程的顺利推进。迫切需要进一步理清外电相

沿线牵引变电所所址意向方案、对电网的用电需求等

关工作思路，加强外电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工作。

基础资料，征求电力部门的意见，并请电力部门同步

1

开展配套的外部电源规划设计工作。可研阶段铁路建

外电建设配合流程

设单位未明确时，由铁路设计单位向电力部门发函沟
根据原铁道部与国家电网公司签订的 《铁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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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外部电源的有关意见。

1. 2

初步设计阶段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批复文件，铁路设计单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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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牵引供电系统主要技术标准和牵引变电所选址等设
计工作。铁路建设单位书面向省级电力部门提供牵引
供电系统主要技术标准、牵引变电所分布、牵引供电

2
2. 1

外电建设工作现状
基层铁路部门与电力部门沟通机制运行不畅
原铁道部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早在 10 多

计算及供电需求等相关资料。适时组织地方规划部门、
电力部门、铁路相关单位等共同对牵引变电所所址进

年前就建立了沟通协商机制，定期联系或遇重大事项

行现场踏勘确认，并请有资质的电力设计单位进行牵

及时联系，解决了铁路、电力遇到的重大问题或双方

引变电所接入电力系统设计和电能质量评估工作。电

关心的问题。基层铁路局与对应省市电力公司也相应

力设计单位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线路走向、开工投产

建立了沟通协商机制。但基层沟通协商机制运行情况

年份、沿线牵引变电所所址 （选址意见书）、电力机车

参差不齐，机制运行良好的铁路局，铁路、电力双方

类型及运量、对电网的用电需求等基础资料，开展牵

沟通渠道畅通，遇到问题能够及时协商解决；机制运

引变电所接入系统方案设计和电能质量评估工作。由

行不佳的铁路局，沟通渠道不畅，沟通协商解决问题

省级电力公司组织相关单位对牵引变电所接入系统设
计方案和电能质量评估进行评审并出具报告，批复的
接入系统方案纳入电网近期建设计划。
对于国家重、特大项目，铁路建设单位与电力部
门及时沟通，可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批复文件提前
开展外电建设有关工作。

1. 3

施工图设计阶段
铁路设计单位配合铁路建设单位书面向电力部门

及电力设计单位提供包括牵引变电所的用电负荷、经
规划部门批准的牵引变电所位置及四角坐标、主接线、
总平面、相关保护配置及时限要求等资料。铁路建设
单位向地市电力公司提出正式用电报装申请，由省级
电力公司安排电力设计单位开展外电的工程设计。

1. 4

工程建设阶段
铁路工程施工过程中，铁路建设单位全程跟踪外

电工程的实施情况，包括外电线路路径规划、征地、
拆迁、青赔等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沟通和协调。
铁路工程进行变更时及时向电力部门通报变更情况及

的机制磨合欠佳，导致铁路部门对外电建设进度情况
及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掌握，碰到问题协商解决也十
分困难，亡羊补牢有时已晚。例如，兰新二线新疆段
在计划联调前得知牵引变电所外电有多路未完工，不
能在规定时间内送电，导致联调时间推迟等。

2. 2

铁路建设单位对外电建设重要性认识不够
部分铁路建设单位认为牵引变电所的外电建设由电

力公司负责，是电力部门的事。对外电建设工作重视不
够，不能及时沟通、了解和配合外电工作。一旦发现外
电工程大幅滞后铁路建设工期时，往往时间已十分仓
促，特别是涉及到外电线路路径规划、拆迁等重大问题
时，解决起来非常困难，有时会影响到铁路建设工期，
同时也给电力部门增加了很大压力。如果及时跟踪外电
工程，遇到问题早发现、早协商，会有充足时间解决问
题。平时不重视、早期不关注，到铁路要送电调试和开
通运营时，才发现外电工程不能配套完成，必将严重影
响铁路工程的顺利推进和按期建成。

2. 3

牵引变电所所址落实滞后或变更未沟通
牵引变电所所址是外电工程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

对外电方案的影响。牵引变电所施工完成后，铁路建

由于受城市规划、地形、地貌、征地拆迁、建设时序差

设单位向相应电力公司提交竣工验收申请，电力公司

异等限制，地方规划部门对前期由规划、铁路、电力3个

对牵引变电所进行竣工验收。

部门确定的牵引变电所用地批复有时会滞后，由此导致

1. 5

牵引变电所位置及四角坐标位置确定较晚，报送电力公

牵引变电所送电阶段
牵引变电所验收合格后，铁路运营单位与电力部

司时间滞后，可能影响电力部门外电工作进度；有时铁

门签订 《电铁牵引站供用电合同》《电铁站并网调度协

路站前专业发生变更或现场测量落实所址时发现问题需

议》 等相关协议，并报送送电申请，启动牵引变电所

要对所址进行调整，但铁路部门没有及时通知电力部

送电工作。

门，造成电力部门仍按原所址推进外电工作，导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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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程返工或部分工程废弃，影响外电建成工期，同

发挥铁路局集团公司审批电力线路上跨、下穿铁路的

时也给铁路、电力双方配合和合作带来困难。例如，

资源优势，统筹配合做好外电建设、电力迁改等工作。

贵广铁路广西段、福平铁路部分牵引变电所受征地拆

3. 3

迁影响，在计划送电前 8 个月还未确定所址，造成外电
工期滞后。

2. 4

铁路与电力部门在标准方面认识存在差异
电气化铁路对电网来说，既是一个普通用户，同时

由于铁路电气化负荷和供电要求及运营管理的特殊性，
又是一个特殊用户。在铁路工程建设中，电力部门往往
按一般用户要求对待电气化铁路。例如，要求考核铁路

尽早落实牵引变电所所址及用地事宜
牵引变电所所址是外电工程一个十分重要的控制

条件，按照计基函 〔2011〕 17 号文件的有关要求，铁

路部门应按时向电力部门提供牵引变电所所址位置，
为电气化铁路外部电源工程预留合理工期。在牵引变
电所送电前 24~30 个月，铁路部门向电力部门提供正式

的牵引变电所选址意见书；在要求送电时间前 12~18 个
月，提供地方规划部门审批的具有详细四角坐标的牵引

谐波电流，无差别地要求牵引变电所电源线路都设置光

变电所所址位置 ［2］。铁路建设单位尽早与地方政府确

纤差动保护并要求铁路部门负责维护，有的甚至不管谐

定、落实四角坐标位置，为牵引变电所外电设计、施工

波或功率因数是否超标一概要求进行治理等。导致双方

创造有利条件。当铁路发生变更设计引起牵引变电所位

在一些具体标准或方案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有些项目

置发生变化时，一定要及时通报电力部门作相应调整。

直接影响送电日期和铁路建设工期。

3. 4

3
3. 1

合理协调和处理好电能质量问题
电气化铁路电能质量是长久以来铁路部门与电力

建议

部门研究和协商的重要问题，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一定

健全完善铁路部门与电力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铁路、电力部门的沟通协商

分歧 ［3］，需要双方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以国家大局
为重，进行友好协商与合作。

机制，基层以铁路局集团公司为单位，制度化地定期

关于电气化铁路谐波标准问题，谐波电流是引起

与对应省级电力部门召开协调会，疏理并解决现阶段

谐波的因素，但由于谐波电流源较多且复杂，不同谐

存在的问题

。有事时则临时协商召开协调会或研讨

波源产生的谐波电流频谱和分布不同、相关参数差异

会，及时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铁路建设、设计、施

较大，如按谐波电流进行统一考核，无法客观反映用

工等各环节也要与对应的电力部门建立沟通和协调机

户负荷产生的谐波影响。谐波电压才是评估谐波影响

制，积极主动与电力部门联系，共同努力推进外电建

的特征值，考核谐波电压就能有效评估谐波的影响程

设工程顺利实施。

度 ［4-5］，国际电工委员会及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只考核

3. 2

谐波电压。所以，建议在具体工程中，要耐心与电力

［1］

高度重视并积极跟踪推进外电建设工作
项目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外电工作，在工程的每

一个环节做好外电相关配合和协调工作。要密切跟踪
外电工作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外电工程实施阶段的规

部门沟通交流和研讨，必要时可双方共同成立课题组
进行专题研究，供决策部门参考。
关于设置牵引变电所外电线路光纤差动保护问题，

划、征地、拆迁、青赔等工作。在铁路变更等原因造

在电源线路较短、保护选择性较差时，可以设置光纤

成牵引变电所所址发生变化时，要及时向电力部门通

差动保护 ［6-7］。是否有必要将所有牵引变电所都设外电

报。在外电工程实施遇到困难时，要加强与电力部门

线路光纤差动保护，建议先由双方专家进行专题研究，

的沟通和合作，必要时可请地方政府协调解决。

根据专家认可的研究结论指导决策光纤差动保护设置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认真落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方案。关于牵引变电所外电线路光纤差动保护设施维

有限公司相关文件精神，切实发挥铁路局集团公司外

护问题，铁路部门负责维护没有依据，也难以考核，

电领导小组在外电协调中的责任主体作用，主动承担

实际上外电线路光纤差动保护设施维护目前存在漏洞，

所管辖内电气化铁路建设项目的外电协调工作。充分

建议铁路、电力主管部门再进一步协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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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牵引变电所信息直采等设备采购招标问题，
由于受相关技术条件限制，牵引变电所侧加装的信息
直采等设备应与上级电网变电站侧装置相匹配 ［8］，需
采用相同厂家、型号的设备。铁路建设单位相当于在
确定了生产厂家的前提下采购，失去了市场竞争机制，
建议铁路建设单位委托电网公司代为统一招标，做到
同设备、同型号、同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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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on and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External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of Traction Substation along Railways
ZHAO Pengfei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enter, 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8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electrified railways,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external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ailway project is significant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opening-to-traffic
of the lin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along the
railways, analyze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n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ailway enterprise
and power company, technical standards, construction sequence and procedure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safeguard construction of external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along the railways.
Keywords: traction substation; external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quadrangle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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