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网公司文件
国家电网科〔２００９〕１４６６ 号

关于印发《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等标准的通知
公司各单位、总部各部门：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国家电网
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等标准已经通过审查，
现批准为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并予以印发，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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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Ｑ／ＧＤＷ ３８１．１－２００９《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
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
》及编制说明
２． Ｑ／ＧＤＷ ３８１．２－２００９《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
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电缆线路）
》及编制说明
３． Ｑ／ＧＤＷ ３８１．３－２００９《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
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
》及编制说明
４． Ｑ／ＧＤＷ ３８１．４－２００９《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
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
》及编制说明
５． Ｑ／ＧＤＷ １６６．５－２００９《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
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
及编制说明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 能源 工程 施工 设计 通知
国家电网公司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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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为国家电网公司系列标准，由《变电站》
、
《架
空输电线路》
、《电力电缆工程》、《电力光纤通信》四个分册组成，本部分是变电站分册。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运
行高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工业化的原则。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属首次编制，本规定总结了输变电工程设计的
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网省公司、基建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了公司标准化、
信息化应用成果，可以有效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满足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指导工程项目的施工，
有效控制投资。
本规定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华东电力设计院、河南省电
力勘测设计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袁兆祥、许子智、卫银忠、胡君慧、王晓京、耿建风、吴志力、任孝歧、石改
萍、孔丹晖、王向平、陈萍、杨雷霞、韩炘、黄宝莹、彭涛、顾国光、王龙娣、杨珂、黄达余、李秀璋、
朱瑞民、王哲、张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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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一部分：变 电 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变电站(开关站)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开关站）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的设计；串补站、静补站和
220kV 以下的变电站工程的设计可参照执行。
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作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标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定，然而，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GB/T 50103—2001 《总图制图标准》
DL 5028 《电力工程制图标准》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8 年版)建质［2008］216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标准术语适用于本规定。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４

总则

４．１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必须符合电力行业技术标准和国
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的规定，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及反措必须严格执行。
设计文件应遵守国家及其有关部门颁发的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规定。
４．２ 设计文件应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初步设计评审意见、设备订货
资料等设计基础资料是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依据。
４．３ 设计文件应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大力推广应用通用设计、通用造价、通用设备典型规范，贯彻
“两型一化”的建设理念。
４．４ 设计文件对变电站施工及安装工艺提出的要求，应满足公司《输变电工程工艺标准库》中对有关
工艺设计的要求。
４．５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的内容：
a）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录；
b） 电气一次部分施工图图纸；
c） 电气二次部分施工图图纸；
d） 系统二次部分(包括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系统调度自动化、站内通信)施工图图纸；
e） 土建部分施工图图纸；
f） 水工消防部分施工图图纸；
g） 暖通部分施工图图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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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变电站施工图预算书；
４．６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a）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内容规范齐全、引用标准正确、表达方式一致、方案表达简明。
b）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正确指导施工、方便竣工验收、保证运行档案正确齐全。
c）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招标、施工招标、业主单位管理、施工和竣工结算的要求。
d） 施工图设计文件各部分具体的设计及计算深度要求，在本规定各章节中分别说明。本规定未能
涉及的问题，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适当加以说明。
e） 各专业计算书不属于必须交付的设计文件，但应按照本规定有关条款的要求编制并归档保存。
５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录

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综合部分。
５．２ 图纸编制
５．２． １ 图纸目录
表１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录

录
备 注

５．２． ２ 图纸深度要求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录要求如下：
a） 设计依据
1） 执行的主要法规和采用的主要标准(名称、编号、年号、版本号)；
2） 设计依据性文件；
3） 初步设计及收口文件。
b） 建设规模和设计范围与分工
工程建设规模应说明变压器容量、台数(包括本期及远期规模)；无功补偿装置台数及容量；
各电压等级出线回路数；分期建设的情况。
设计范围与分工应说明本工程设计的范围和外部协作项目的分工界限。对改扩建工程，
尚应说明原有工程情况及其与本期工程的衔接和配合。
c） 工程概述及特点
应说明站址概况、环境条件、电气主接线、总平面、设备选型、配电装置型式、监控方
式、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本工程在“三通一标”基础上的设计创新点；说明本工程采用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施工注意事项。
d） 卷册目录
应列出工程全部专业的所有卷册，并写明所属专业、卷册索引号、卷册名称。
６

电气一次部分

６．１ 电气一次施工图说明及主要设备材料清册
６．１．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施工说明及设备材料清册。
６．１． ２ 图纸编制
６．１． ２．１ 图纸目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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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目录见表 2。
表２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电气一次施工图说明

2

电气一次设备材料清册

录
备 注

６．１．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电气一次施工图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设计依据及内容，建设规模，对初设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施工及运行中的注意事
项；
2） 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的接线方案，布置型式，绝缘配合。若有过渡方案，应说明原因及过
渡措施；
3） 当设计方案需限制运行方式及使用条件时，应明确说明；
4） 采用的主要设备型号及中标厂家；
5）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结构时，应详细说明技术特性及注意事项；
6） 说明与相关专业的划分界限、接口要求；
7） 电气一次施工图卷册目录；
b） 电气一次设备材料清册
本清册应列出电气一次施工图所有卷册的设备及材料。
６．２ 电气主接线图及电气总平面布置图
６．２．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电气主接线图及电气总平面布置图。
６．２． ２ 图纸编制
６．２．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３
序号

图纸名称

1

电气主接线图

2

电气总平面布置图

图 纸 目

录
备 注

屋内站视情况增加各层平断面图

６．２．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电气主接线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各级电压近、远期主接线型式(包括过渡方案)；
2） 各级电压进出线回路名称(或编号)、排列、相序；
3） 主变压器型号、参数及中性点接地方式；
4） 其它设备型号及参数；
5） 母线及引线型号、参数及母线编号等；
6） 站外电源接线配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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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气总平面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主要电气设备、站区建(构)筑物、电缆沟(隧)道、避雷针及道路等的布置；
2） 各级电压屋内外配电装置的间隔配置及进出线排列；
3） 母线及出线相序；
4） 屋内站视情况增加各层平断面图；
5） 应标注指北针(指北针方向按 GB/T50103—2001 中的规定执行)，并附必要的说明及图例。
６．３ 35kV～750kV 屋外配电装置
６．３．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35kV～750kV 屋外配电装置。
６．３． ２ 图纸编制
６．３．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４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屋外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3

屋外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4

屋外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5

母线平、断面图

6

设备安装图

7

绝缘子串组装图

8

绝缘避雷线耐张(绝缘子)串组装图

当采用避雷线保护时出此图

9

管母线金具组装图、连接加工安装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10

安全净距校验图

平、断面图中无法反映部分需出图

11

动力箱、检修箱、端子箱安装图

12

SF6 气室分隔图

13

设备材料汇总表

当采用组合电器时

６．３．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1） 应说明该电压等级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
2） 应说明配电装置布置特点、主要设备型式及安装要求，导线挂线施工要求，分裂导线次
档距要求，硬导体挠度及安装要求；
3） 应说明金具选择、设备接地要求、安装构件防腐要求等。
b） 屋外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详细标注各间隔名称、相序、母线编号等。当采用组
合电器时增加 SF6 气室分隔图。
c） 屋外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进出线方向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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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g）

h）

i）
j）
k）

2） 应标注设备、构架、道路、围墙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纵向、横向总尺寸；
3） 应标注各间隔名称、相序、母线编号、母线相序、相间距；
4） 应示意电缆沟、端子箱、动力、检修箱等位置。
屋外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1） 应表示该间隔接线示意图(可不标注设备型号、参数)；
2） 应详细标注设备、构架、道路、围墙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
3） 应标注进出线、母线的标高、设备安装支架高度；
4） 应标注各种必要的安全净距；
5） 应包含软导线跨线温度-弧垂-张力关系的放线表，标注跨线最大弧垂、高跨引下线控制矢
高；
6） 应标注设备、导体、绝缘子、金具等的编号，并应与设备材料表对应；
7） 设备材料表中的设备材料应注明编号、名称、型号及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母线平、断面图
1） 应详细标注设备、构架、支架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尺寸标注应与平
面图一致；
2） 当采用支持式管母线时，应标注母线架构高度、母线高度、母线固定支持金具、母线滑
动支持金具、母线伸缩线夹、母线接地器、隔离开关静触头安装位置；
3） 当采用悬吊式管母线时，应标注母线架构高度、母线悬吊高度、母线跳线线夹、母线接
地器位置，母线避雷器、母线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静触头安装位置；
4） 当采用软母线时，应标注母线架构高度、软母线耐张串悬挂高度、母线避雷器、母线电
压互感器、母线 T 型线夹安装位置，反映软导线跨线温度-弧垂-张力关系的放线表，标注
跨线最大弧垂及跳线弧垂；
5） 当采用厂家成套设备时，应在图中标示接地点、接地连接要求、母线（或 GIL 管道）安装
位置、纵横向定位尺寸等，并应明确电缆屏蔽等要求。
6） 设备材料表要求参见间隔断面图。
设备安装图
1） 应详细标注设备基础、设备支架高度、设备底部安装孔孔径及孔间距、设备外形尺寸、
一次接线板材质、外形尺寸、孔径及孔间距，说明安装件的加工要求，并应表示设备接
地引线。若有特殊要求的，应在图中加注说明；
2） 安装材料表应注明编号、名称、型号及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绝缘子串组装图
1） 组装图中所需的绝缘子片及连接金具应全部示意在组装图中，并表示绝缘子片及连接金
具的组装长度、重量；
2） 材料表中应注明绝缘子片及连接金具的型号、参数、单位、数量、重量，组装图中绝缘
子片及连接金具的编号应与材料表中一一对应。
管母线金具组装图、连接加工安装图
金具组装图应表示各个部件的规格、安装关系。连接加工安装图应注明衬管规格、长度、
焊接要求等。
安全净距校验图
应标明设备带电部分与运输通道、相邻构筑物、相邻带电体等的安全净距。
动力箱、检修箱、端子箱安装图
应详细标注箱体基础、外形尺寸、安装尺寸、安装方式及所用材料，并应表示接地引线。
设备材料汇总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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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间隔开列设备及材料并汇总，并注明名称、型号及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对已
按程序招标采购的设备材料应注明生产厂商。
６．３．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６．３．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5，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５

计 算 项

序号

计算项目

1

支持式管母线力学计算

2

悬吊式管母线力学计算

3

软导线力学计算

目
备 注

６．３．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支持式管母线力学计算
分别计算在正常状态、短路状态、地震状态时管母线所承受的的最大弯矩和应力；计算管
母线的挠度，计算、校验支柱绝缘子的破坏负荷。
b） 悬吊式管母线力学计算
分别计算在正常状态、短路状态、地震状态时管母线所承受的的最大弯矩和应力；计算管
母线的挠度，计算 V 型串的位移、风偏、拉力。
c） 软导线力学计算
计算在最高温度、最大荷载、最大风速、最低温度、三相（单相）上人检修等对应环境温
度下的水平拉力、导线弧垂、支座反力等；计算各种环境温度条件下的水平拉力、导线弧垂、
导线长度。
６．４ 330kV～75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安装
６．４．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屋外布置的 330kV～75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及其中性点小电抗安装。
６．４． ２ 图纸编制
６．４．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６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高压并联电抗器电气接线图

3

高压并联电抗器平面布置图

4

高压并联电抗器断面图

5

高压并联电抗器安装图

录
备 注

表 ６（续）
序号

6

图纸名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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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6

中性点电抗器安装图

7

设备安装图

8

高压电抗器色谱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图

9

检修箱、端子箱、汇控柜安装图

10

管母线金具组装图、连接加工安装图

11

设备材料汇总表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6.4.2.2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卷册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金具选择、设备接地要
求、构支架防腐要求等。
b） 高压并联电抗器电气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
c） 高压并联电抗器回路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高压并联电抗器平面布置图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应详细标注设备、构架、道路、围墙、电抗器器身、电抗器油坑、防火墙等中心线之间
的距离，标注纵向、横向总尺寸；
3） 应详细标注电抗器名称、相序。
d） 高压并联电抗器回路断面图
1） 应在各断面图中示意各断面接线图(可不标注设备型号、参数)；
2） 详细标注设备、构架、道路、围墙、电抗器器身、电抗器油坑、防火墙等中心线之间的
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标注安全净距；
3）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５ 主变压器及各侧引线安装
６．５．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主变压器及其各侧引线和母线桥的电气平断面布置及安装
图。
６．５． ２ 图纸编制
６．５．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７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主变压器电气接线图

3

主变压器平面布置图

4

主变压器断面图

5

汇流母线平断面图

图 纸 目

录
备 注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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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6

主变压器安装图

7

中性点设备布置断面图

8

设备安装图

9

绝缘子串组装图

10

变压器色谱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图

11

检修箱、端子箱、汇控柜安装图

12

管母线金具组装图、连接加工安装图

13

设备材料汇总表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６．５．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电压等级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金具选择、导线安
装方式、设备接地要求、构支架防腐要求等。
b） 主变压器电气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
c） 主变压器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主变场地平面布置图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应详细标注设备、构架、道路、主变压器器身、基础、油坑、防火墙、汇流母线等中心
线之间的距离，标注纵向、横向总尺寸；
3） 应详细标注主变压器名称、相序。
d） 主变压器、汇流母线断面图
1） 应在各断面图中示意各断面接线图(依据工程确定是否需要)(可不标注设备型号、参数)；
2） 应详细标注设备、构架、道路、主变压器器身、基础、油坑、防火墙、汇流母线等中心
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标注安全净距；
3） 应反映软导线跨线温度-弧垂-张力关系的放线表，标注跨线最大弧垂；
4）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主变压器安装图
1） 应根据厂家资料确定油坑尺寸、详细标注主变基础和油坑中心的相对位置、主变架构尺
寸、绘制主变基础、一次接线板外形尺寸及孔径和孔间距；
2）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f)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５． ３ 计算项目及其要求
６．５．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８

8

序号

计算项目

1

软导线力学计算

2

管母线力学计算

3

硬母线力学计算

计 算 项

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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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软导线力学计算
计算在最高温度、最大荷载、最大风速、最低温度、三相（单相）上人检修等对应环境温
度下的水平拉力、导线弧垂、支座反力；计算各种环境温度下的水平拉力、导线弧垂、导线长
度。
b） 管母线力学计算
分别计算在正常状态、短路状态、地震状态时管母线所承受的的最大弯矩和应力；计算管
母线的挠度，计算、校验支柱绝缘子的破坏负荷。
c） 硬母线力学计算
计算在短路状态时硬母线短路电动力，校验支柱绝缘子的破坏负荷，确定支柱绝缘子型号
及间距。
６．６ 66kV～500kV 屋内配电装置
６．６．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66kV～500kV 屋内布置的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的高压配电装置。
６．６． ２ 图纸编制
６．６．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９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屋内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3

屋内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4

屋内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5

SF6 气室分隔图

6

设备安装图

7

绝缘子串组装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8

安全滑触线安装图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9

设备材料汇总表

６．６．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1） 应说明该电压等级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
2） 应说明配电装置布置特点、主要设备型式及安装要求；
3） 应说明金具选择、设备接地要求等。
b） 屋内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详细标注各间隔名称、相序、母线编号、SF6
气室分隔。
c） 屋内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进出线方向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详细标注设备、墙(柱)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通道的净尺寸、纵向及横向布置尺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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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细标注进出线间隔名称、相序、相间距。
d） 屋内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1） 应在各断面图中表示各断面接线示意图(可不标注设备型号、参数)；
2） 详细标注设备、墙(柱)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标注安全净距、通道的净
尺寸；
3） 标注进出线、母线、设备间引线的标高、设备安装支架高度；
4）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安全滑触线安装图
应详细标注设备、墙(柱)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电源引接方式、支架布
置尺寸等。
f）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７ 10kV～35kV 屋内配电装置
６．７．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10kV～35kV 采用高压开关柜的屋内配电装置。
６．７． ２ 图纸编制
６．７．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屋内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3

屋内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4

屋内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5

穿墙套管安装图

6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６．７．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电压等级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设备接地要求等。
b） 屋内配电装置电气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型号、参数一致，详细标注进出线间隔名称、相序、母线编号，标明电
缆编号、二次线图号和开关柜外形尺寸，间隔排列顺序应与面对高压开关柜正面时的间隔排列
顺序一致。
c） 屋内配电装置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进出线方向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应详细标注设备、墙(柱)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通道的净尺寸、纵向及横向布置尺寸；
3） 应详细标注进出线间隔名称、相序。用粗线条表示开关柜正面，绘出配电室一、二次电
缆沟；
4） 应标注母线桥的定位尺寸，穿墙套管定位尺寸、相间距离、相序；
5）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d） 屋内配电装置间隔断面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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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详细标注开关柜、配电室墙(柱)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母线桥及穿墙套管高度、开关柜
外形尺寸，标注断面总尺寸。对采用架空出线的屋外部分设计要求，参见 6.3 相关要求。设备
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穿墙套管安装图
应详细标注穿墙套管外形尺寸、安装孔孔径及孔间距、一次接线板材质、外形尺寸、孔径
及孔间距，安装板制作方式。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f）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８ 10kV～66kV 并联电容器安装
６．８．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10kV～66kV 成套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布置及安装设计。成套并联电容器装置，包
括电容器组、串联电抗器、避雷器、接地开关、放电线圈、中性点设备等部分。设备安装分屋内、屋外
两种方式。
６．８． ２ 图纸编制
６．８．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１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并联电容器组接线图

3

并联电容器组平面布置图

4

并联电容器组断面图

5

并联电容器组安装及基础图

6

设备安装图

7

检修箱、端子箱安装图

8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６．８．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卷册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金具选择、设备接地
要求、支架防腐要求等。
b） 并联电容器组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详细标注各间隔名称、设备编号等。
c） 并联电容器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并联电容器平面布置图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详细标注设备、支架、围栏、电容器、集合式电容器油坑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纵
向、横向总尺寸；
3） 详细标注电容器名称、相间距、相序。
d） 并联电容器组断面图
详细标注设备、支架、围栏、电容器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断面总尺寸，标注安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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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距；对于干式空芯串联电抗器应标注防磁范围。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９ 10kV～66kV 并联电抗器安装
６．９．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变电站内电压为 10kV～66kV 干式、油浸并联电抗器装置的布置及安装设计。
６．９． ２ 图纸编制
６．９．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２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并联电抗器组接线图

3

并联电抗器组平面布置图

4

并联电抗器组断面图

5

并联电抗器组安装及基础图

6

设备安装图

7

检修箱、端子箱安装图

8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６．９．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卷册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金具选择、设备接地要
求、支架防腐要求等。
b） 并联电抗器组接线图
应与主接线中设备、导体的型号、参数一致，详细标注各间隔名称、设备编号等。
c） 并联电抗器平面布置图
1） 应与总平面中并联电抗器平面布置图一致，按规定标注指北针。
2） 应详细标注设备、支架、油浸式电抗器油坑、电抗器、防火墙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
注纵向、横向总尺寸及安全净距。对于干式空芯并联电抗器应标注防磁范围。
3） 详细标注电抗器名称、相间距、相序。
d） 并联电抗器成套装置断面图
应详细标注设备、支架、油浸式电抗器油坑、电抗器、防火墙等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标注
断面总尺寸。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１０ 交流站用电系统及安装
６．１０．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站用电系统及其安装设计。
６．１０．２ 图纸编制
６．１０．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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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站用电系统接线图

3

380/220V 站用电配电屏接线图

4

交流动力屏、屋内外检修电源箱接线图

5

站用电配电装置平断面图

6

站用变压器安装图

7

站用电外接电源接线及平、断面图

8

设备安装图

9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根据需要确定图纸张数

根据需要选择出图

动力电缆列入《电缆清册》

６．１０．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卷册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站用电系统接线图
应绘出各站用变引接电源、高压侧设备参数，站用变的名称、容量、规格，并表示至各
动力箱(屏)、照明箱、消防泵等重要负荷的引接方式。
c） 380/220V 站用电配电屏接线图
应注明配电屏型号、母线编号、母线规格、开关柜外形尺寸，绘出各段母线、回路排列、
回路名称、设备的规格、型号、电缆编号、电缆型号及规格。
d） 各交流动力屏、屋内外检修电源箱接线图
1） 应标明与配电屏、屋内外检修电源箱连接电缆及编号、电缆型号及规格，绘出馈线中的
全部串接回路。
2） 应注明交流动力屏、屋内外检修电源箱型号、母线规格，绘出回路排列、名称、容量，
回路设备的型号、参数，电缆编号、规格。
e） 站用电平断面图
1） 应绘出各台站用变压器、配电屏的布置图及安装图。
2） 断面图中应标出穿墙套管位置及相应的支架详图，保护网制作图。
3）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f） 站用电外接电源接线及平、断面图
应包含站用电外接电源接线及平、断面图，站外电源电缆走向示意图。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g）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１０．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６．１０．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4，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４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设备、导体选择

2

回路电压降、热稳定校验

项

目
备 注

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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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设备、导体选择
根据相关专业提供的负荷资料，进行导体、元器件参数的选择计算。
b） 回路电压降、热稳定、保护灵敏度校验
对站用电回路的保护配置和导体、电缆规格，应按短路电流水平进行回路电压降、热稳
定、保护灵敏度校验。
６．１１ 接地变压器及其中性点设备安装
６．１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 变电站接地变压器及中性点消弧线圈（或小电阻）的电气布置及设备安装
设计。
６．１１．２ 图纸编制
６．１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当接用变兼站用变时可与 6.10 合并出
图。
表 １５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接地变压器及其中性点设备电气接线图

3

设备安装平、断面布置图

4

设备安装及基础图

5

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6.11.2.2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该卷册建设规模、本卷册包含内容及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接地变压器及其中性点设备电气接线图
应绘出接地变母线引接，标明接地变(消弧线圈或小电阻)的名称、容量、规格等。
c） 设备安装平、断面布置图
1） 应标注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或小电阻)、控制箱、端子箱的相互位置尺寸，标出接各侧进
线相序，标出定位尺寸。
2） 应绘出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或小电阻)基础图并标注标高。
3） 应绘出设备外形尺寸、安装高度。
4） 应示出带电体之间及带电体对检修、搬运通道之间的安全净距。
5）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d）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１２ 全站防雷、接地
６．１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防雷、接地设计及安装。
６．１２．２ 图纸编制
６．１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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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全站防直击雷保护布置图

3

全站屋外接地装置布置图

4

屋内接地装置布置图

5

建筑防雷布置图

6

等电位地网布置图

7

特殊接地装置布置图

8

接地体连接加工图

9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根据需要出图

根据需要出图

6.12.2.2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说明防直击雷、接地设计原则。
2） 避雷针(线)设置方式。
3） 接地网及设备接地引下线截面选择及设置方式。
4） 电缆沟接地布置，屋内接地母线布置。
5） 接地电阻及最大接触电势、跨步电压计算值、允许值。
6） 当因接地电阻过高无法满足最大接触电势或跨步电压要求时，应说明解决方法及处理措
施。
7） 反措要求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
b） 全站防直击雷保护布置图
应绘出被保护物及避雷针(线)的相对位置尺寸，针(线)编号，高度，并示出其保护范围，
列出保护范围计算结果表。
c） 全站屋外接地装置布置图
1） 应绘出主接地网及集中接地装置的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的布置，主接地网网格尺寸，
变电站大门和主控楼入口处地下的均压措施。
2） 应绘出断线卡紧固件连接示意图和反措要求铜排(铜电缆)敷设示意图，设备及接地体的图
例说明。
3）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d） 屋内接地装置布置图
1） 应绘出屋内配电装置，建筑物接地干线的走向布置，与主接地网的连接点及引接方式。
2） 应绘出临时接地端子的设置，设备及接地体的图例说明。
3）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 建筑防雷布置图
应绘出建筑物避雷带网格及引下线位置，说明网格大小，引下线位置加装集中接地装置。
f） 等电位接地网敷设示意图
根据相关专业要求，应绘制等电位接地网布置图，并表示出各接地点位置及接地材料要
求等。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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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特殊接地装置布置图
应包含 GIS、H-GIS 设备、高土壤电阻率地区等特殊接地方式的接地布置及安装要求。
h）接地体连接加工图
应包含站内所有接地体连接、搭接方法详图，包括十字交叉，T 字搭接、棒板连接、爬梯、
抱箍、横梁、法兰联接盘等位置防雷接地细部做法。
i） 设备材料表参见 6.3 相关要求。
６．１２．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６．１２．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7，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７

计 算

项

序号

计算项目

1

避雷针(线)防直击雷保护范围计算

2

避雷线选择及力学计算

3

主接地网及集中接地体选择计算

4

接触电势及跨步电压计算

5

人工接地体、接地线截面热稳定校验计算

目
备 注

6.12.3.2 计算深度要求
a） 避雷针(线)防直击雷保护范围计算
进行独立避雷针及构架避雷针数量、位置、针高、保护范围的计算。
b） 避雷线选择及力学计算
进行避雷线架构布置，高度，架构受力情况的计算。
c） 接地计算
根据工程情况确定主接地网型式，并进行主接地网、集中接地体及设备引下线等截面选择
计算；计算接地电阻、接地网的接触电势及跨步电压等。当接地电阻、最大接触电势或跨步电
压不满足要求时应按照采取解决措施后的条件进行验算。
６．１３ 全站照明
６．１３．１ 屋外照明
６．１３．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屋外配电装置及站区道路的照明设计。
６．１３．１．２ 图纸编制
６．１３．１．２． 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8，可根据工程具体要求确定图纸目录及图纸张数，可与 6.13.2 合并出图。
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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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屋外照明系统图

3

屋外照明布置图

4

灯具安装图

5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根据需要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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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１．２． 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照明设计原则，照明网络的接线方式。
2） 检修及巡视照明的设置。
3） 工作照明箱及事故照明箱的电源引接及管线敷设方式。
4） 开关的布置方式，照明灯具接地保护。
5） 照明灯、穿管及电缆敷设的图例说明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
b） 照明系统图
1） 应表示工作照明箱及事故照明箱名称、型号、进出线名称、编号、各回路工作容量、工
作电流、开关规格和型号、导体规格和型号等；
2） 应说明事故照明供电方式及运行方式。
c） 照明布置图
应表示照明箱、灯具及开关位置，照明回路、照明灯数量、容量、安装高度、导线和电缆
敷设路径、导线根数及截面，穿管及电缆敷设的图例说明。设备材料表中的设备材料应注明编
号、名称、型号及规格、单位、数量、图例及备注。整个工程的图例符号应统一。
６．１３．１．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６．１３．１．３． 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9，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９
序号

计算项目

1

照度计算

2

照明配电计算

3

照明导体选择计算

计 算

项

目
备

注

６．１３．１．３． 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照度计算
计算照度，根据照度计算结果布置灯具。
b） 照明配电计算
统计计算照明负荷(考虑同时系数)、回路工作电流，选择各回路开关、保护设备参数、规
格。
c） 照明导体选择计算
根据回路负荷及工作电流，选择电缆、导线截面。
６．１３．２ 屋内照明、动力
６．１３．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主控通信楼等建筑物照明、动力设计。
６．１３．２．２ 图纸编制
６．１３．２．２． 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0，可根据工程具体要求确定图纸目录及图纸张数，可与 6.13.2 合并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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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０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照明、动力系统图

3

主控通信楼等建筑物各层照明、动力平面图

4

设备材料汇总表

６．１３．２．２． 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说明照明、动力设计原则，本卷册设计范围；
2） 照明网络的接线方式。照明、动力及事故箱的电源引接及管线敷设方式。插座、开关的
布置方式。
3） 照明灯、穿管及电缆敷设的图例说明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
b） 照明、动力系统图
1） 应表示照明、动力箱及事故照明箱的电源引接、回路容量、工作电流、各回路编号、设
备规格、导体规格等；
2） 应说明事故照明供电方式及运行方式。
c） 主控通信楼等建筑物各层照明、动力平面图
1） 图上比例应表示正确，建构筑物及门窗应表示清楚。
2） 应表示照明、动力箱、灯具及开关、插座位置，照明、动力回路照明灯数量、容量、安
装高度、导线和电缆敷设路径、导线根数及截面，穿管及电缆敷设的图例说明。
3） 设备材料表中的设备材料应注明编号、名称、型号及规格、单位、数量、图例及备注。
整个工程的图例符号应统一。
６．１３．２．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６．１３．２．３． 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21，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２１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照度计算

2

照明、动力配电计算

3

照明、动力导体选择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６．１３．２．３． 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照度计算
计算照度，根据照度计算结果布置灯具。
b） 照明、动力配电计算
统计计算照明、动力负荷(考虑同时系数)、回路工作电流，选择各回路开关、保护设备参
数、规格。
c） 照明、动力导体选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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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照明、动力回路负荷及工作电流，选择电缆、导线截面。
７

电气二次部分

７．１ 电气二次施工说明及设备清册
７．１．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电气二次总的部分。
７．１． ２ 图纸编制
７．１．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２２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电气二次施工说明

2

电气二次设备材料清册

目

录
备 注

７．１．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电气二次施工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设计依据，包括应遵循的规程规范、设计输入文件等；
2） 工程建设规模,电气二次专业主要设计原则；
3） 电气设备选型订货情况；
4） 扩建工程应说明与前期的接口等；
5） 电气二次施工图卷册目录；
b） 电气二次设备材料清册
应详细列出电气二次设备以及材料，包括电气二次保护、监控、交直流设备、端子箱的型
号、数量及参数，小母线型号及长度等。
７．２ 公用设备二次线
７．２．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公用设备二次线。
７．２． ２ 图纸编制
７．２．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２３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屏位布置图

3

小母线布置图

4

母线电压互感器接线图

各电压等级

5

母线间隔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各电压等级

6

公用控制信号回路图

7

电度表柜柜面布置图

包括控制室、计算机室、继电器小室

非关口电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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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３（续）
序号

图纸名称

8

公用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9

PT 并列柜柜面布置图

10

公用测控柜原理图

11

PT 并列柜原理图

12

电度表柜端子排图

13

公用测控柜端子排图

14

PT 并列柜端子排图

15

SF6 气体在线监测控制柜接线图

备 注

非关口电度表

7.2.2.2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屏位布置图
按比例绘制控制室、计算机室以及各继电器小室的屏位布置图。应标注各小室的布置尺寸，
包括设备至墙（柱）中心线间的距离、通道的净尺寸、纵向及横向布置尺寸等。设备表中应标
明室内屏柜的屏号、名称、型号、数量等。
c） 小母线布置图
应表示柜顶小母线名称、型号、排列位置、数量、连接电缆及相应刀开关配置等。
d） 母线电压互感器接线图
应表示 TV 二次回路不同绕组回路编号、引接方式、空气开关的配置、端子箱处接地方式
等。
e） 母线间隔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测控柜与隔离（接地）开关之间的控制、信号、闭锁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f） 公用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测控柜与故障录波、母线保护、PT 并列柜、交直流柜、GPS 柜等公用柜之间的控
制、信号、测量回路联系及编号。
g） 柜面布置图
应表示各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应表示柜内各装置布置及屏柜外形
尺寸等；背面布置应表示交直流空气开关、端子排布置等。
h） 各柜原理图
PT 并列柜用于双母线、单母线分段等接线方式，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PT 并列、PT
解列、信号回路等。公用测控柜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控制及信号回路等。
i） 各柜端子排图
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j） SF6 气体在线监测控制柜接线图
应表示站内 SF6 气体在线监测控制柜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表示相应的交直
流电源、控制、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２．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７．２． ３．１ 计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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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24，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２４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TV 准确级、负载、变比

2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3

交、直流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项

目
备 注

7.2.3.2 计算深度要求
a） TV 准确级、负载、变比
初设已对 TV 准确级、负载、变比进行了选择计算，施工图阶段应对其进行复核计算工作。
b）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对于控制、信号、电压互感器、直流回路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计算，满足上下级
选择性要求。当保护、测控柜为厂家成套柜时，应进行校核。
c） 交、直流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根据负荷性质、负荷容量、压降要求、供电距离和电缆材质计算电缆截面，选择符合要求
的电缆。
７．３ 主变压器二次线
７．３．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主变压器二次线。
７．３． ２ 图纸编制
７．３．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２５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主变压器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各电压等级

5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各电压等级

6

主变控制信号回路图

7

主变各侧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8

主变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9

主变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10

主变保护柜原理图

11

主变测控柜原理图

12

主变保护柜端子排图

13

主变测控柜端子排图

适用于主变装设独立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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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主变压器接线示意图
在主接线简图上表示主变各侧 TA、TV 二次绕组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功能配
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应表示主变压器各侧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各侧断路器的控制电源及空气开关配置，测控柜、保护、操作箱与断路器机构箱
之间的控制、信号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e）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测控柜与隔离（接地）开关之间的控制、信号、闭锁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f） 主变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保护柜、测控柜与主变本体、冷控箱、有载开关等设备之间的控制、信号回路联
系及编号。
g） 主变各侧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本图适用于主变各侧装设独立 TV。应表示 TV 二次回路不同绕组回路编号、引接方式、
空气开关的配置，端子箱处接地方式等。
h） 各柜柜面布置图
应表示各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应表示柜内各装置布置及屏柜外
形尺寸等；背面布置应表示交直流空气开关、端子排布置等。
i） 各柜原理图
主变保护柜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跳闸出口、开入开出、信号、对
时和通信方式等。主变测控柜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控制及信号等。
j） 各柜端子排图
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３．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７．３．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26，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２６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TA、TV 准确级、负载、变比

2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3

断路器控制回路防跳继电器选择

4

交、直流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７．３．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TA、TV 准确级、负载、变比
初设已对 TA、TV 准确级、负载、变比进行了选择计算，施工图阶段应对其进行复核计
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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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对于控制、信号、电压互感器、直流回路的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计算，满足上下
级选择性要求。当保护、测控柜为厂家成套柜时，应进行校核。
c） 断路器控制回路防跳继电器选择
需要对断路器控制回路防跳继电器的电流进行选择计算。当为厂家成套柜时，应进行校核。
d） 交、直流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根据负荷性质、负荷容量、压降要求、供电距离和电缆材质计算电缆截面，选择符合要求
的电缆。
７．４ 330kV～750kV 线路及断路器二次线
７．４．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330kV～750kV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的线路及断路器间隔二次线的设计。如
220kV 系统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可参考本卷册。
７．４． ２ 图纸编制
７．４．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２７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系统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5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6

线路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7

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8

测控柜原理图

9

测控柜端子排图

备 注

７．４．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系统接线示意图
在本电压等级主接线简图上表示各间隔 TA、TV 二次绕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
功能配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应表示本串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线路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应表示 TV 二次回路不同绕组回路编号、引接方式、空气开关的配置、端子箱处接地方式
等。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3 相关要求。
７．４．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23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参见 7.3 相关内容。
7.5 330kV～750kV 并联电抗器二次线
７．５．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330kV～750kV 母线并联电抗器以及线路外侧并联电抗器的保护及二次线设计。
７．５． ２ 图纸编制
７．５．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8，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２８

图 纸 目 录 表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电抗器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5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6

电抗器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7

电抗器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8

电抗器保护柜原理图

9

电抗器测控柜原理图

10

电抗器保护柜端子排图

11

电抗器测控柜端子排图

备 注

适用于并联电抗器装于母线的情况

７．５．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电抗器接线示意图
在本间隔主接线简图上表示 TA、TV 二次绕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功能配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应表示电抗器回路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本图适用于并联电抗器装于母线，设专用断路器的情况。应表示断路器控制电源及空气开
关配置，测控柜、保护、操作箱与断路器机构箱之间控制、信号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3 相关要求。
７．５．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参见 7.3 相关内容。
７．６ 110kV～220kV 线路、母联（分段）二次线
７．６．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 110kV～220kV 线路、母联（分段）的二次线设计。
７．６． ２ 图纸编制
７．６．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2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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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９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系统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线路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5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6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7

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8

测控柜原理图

9

测控柜端子排图

录
备 注

线路设独立三相 TV 时

７．６．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系统接线示意图
在本电压等级主接线简图上表示 TA、TV 二次绕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功能配
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绘制本间隔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线路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应表示 TV 二次回路不同绕组回路编号、引接方式、空气开关的配置、端子箱处接地方式
等。本图适用于 110kV～220kV 线路独立设置三相 TV。
e）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3 相关要求。
７．６．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参见 7.3 相关内容。
７．７ 10kV～66kV 二次线
７．７．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 10kV～66kV 线路、电容器、电抗器、分段、消弧线圈
的保护及测控二次线设计，还包括备自投、无功投切、低周减载等自动装置的二次线设计。
７．７． ２ 图纸编制
７．７．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０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系统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5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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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０（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6

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针对组柜方案

7

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针对组柜方案

8

无功投切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9

低周减载控制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10

消弧线圈控制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11

保护柜原理图

针对组柜方案

12

测控柜原理图

针对组柜方案

13

无功投切柜原理图

当采用时

14

低周减载控制柜原理图

当采用时

15

消弧线圈控制柜原理图

当采用时

16

保护柜端子排图

针对组柜方案

17

测控柜端子排图

针对组柜方案

18

无功投切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19

低周减载控制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20

消弧线圈控制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７．７．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保护及自动装置配置方式、设备订货情况,与其
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系统接线示意图
在本电压等级主接线简图上表示各间隔 TA、TV 二次绕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
功能配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绘制本间隔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控制电源及空气开关配置，测控、保护与断路器机构箱之间的控制、信号等回路联
系及编号。
e）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测控与隔离（接地）开关之间的控制、信号、闭锁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f） 各柜原理图
1） 保护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跳闸出口、开入开出、信号、对时和通
信方式等。备自投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跳合闸出口、开入开出、
信号、对时和通信方式等。
2） 测控柜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采样、控制及信号等。
3） 无功投切柜、低周减载控制柜、消弧线圈控制柜原理图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电流
电压采样、装置出口、信号、对时和通信方式等。
g） 各柜端子排图
26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７．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参见 7.3 相关内容。
７．８ 站用电源及电动机二次线
７．８．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用电源及电动机二次线设计。
７．８． ２ 图纸编制
７．８．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１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站用变接线示意图

3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4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5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6

站用变控制信号回路图

7

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适用于站用变电源装设独立 TV

8

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针对组柜方案

9

测控柜柜面布置图

针对组柜方案

10

保护柜原理图

11

测控柜原理图

12

保护柜端子排图

针对组柜方案

13

测控柜端子排图

针对组柜方案

14

电动机电气接线图

根据工程需要

７．８．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站用变接线示意图
绘制各站用变的主接线简图，图中应示出各站用变电源引接方式，以及各站用变 TA、TV
二次绕组数量、排列、准确级、变比和功能配置。
c） 交流电流电压回路图
应表示站用变各侧 TA、TV 接线方式、去向、回路编号及二次接地点。
d） 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控制电源及空气开关配置，测控、保护与断路器机构箱之间控制、信号等回路联系
及编号。
e） 隔离（接地）开关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测控与隔离（接地）开关之间的控制、信号、闭锁等回路联系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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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站用变控制信号回路图
应表示保护、测控与站用变本体、有载开关等设备之间的控制、信号回路联系及编号。
g） 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应表示 TV 二次回路不同绕组回路编号、引接方式、空气开关的配置、端子箱处接地方式
等。本图适用于站用变电源从站外引接，电源进线装设独立 TV 的情况。
h） 电动机电气接线图
根据工艺要求，绘制排污泵、深井泵等电动机的电气原理接线图和电缆联系图。
i）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7 相关要求。
７．８．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参见 7.3 相关内容。
７．９ 直流系统
７．９．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电气二次直流系统及蓄电池安装。
７．９． ２ 图纸编制
７．９．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２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直流系统接线图

3

直流系统柜正面布置图

4

直流系统原理图

5

直流系统柜端子排图

6

蓄电池室平面布置图

录
备 注

７．９．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直流系统接线图
应完整示出直流系统供电网络结构,还应示出直流电压等级，母线接线形式，蓄电池的容
量、组数，充电装置型式、组数及容量，直流系统各柜进线和馈线侧的开关选型、数量以及电
流参数等。
c） 直流系统柜正面布置图
应表示出直流系统各柜外形尺寸、装置布置和元件参数表等。
d） 直流系统原理图
应表示直流系统的测量、信号、通信方式等。
e） 直流系统柜端子排图
绘制直流系统各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f） 蓄电池室平面布置图
应按比例绘制蓄电池室平面布置图，标注布置尺寸，包括设备至墙（柱）中心线间的距离、
通道的净尺寸、纵向及横向布置尺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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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７．９．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33，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３３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2

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７．９．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空气开关额定参数计算
对于直流系统柜各直流回路的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计算，满足上下级选择性要
求。
b） 电缆截面的选择计算
根据负荷性质、负荷容量、压降要求、供电距离和电缆材质计算直流各进出线回路以及蓄
电池回路的电缆截面。
７．１０ 交流不停电电源(UPS)系统
７．１０．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交流不停电电源系统设计。
７．１０．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０．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４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UPS 系统接线图

3

UPS 系统柜正面布置图

4

UPS 系统柜端子排图

录
备 注

７．１０．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UPS 系统接线图
应完整示出 UPS 系统供电网络结构,包括 UPS 交直流输入和交流输出电压,交流母线接线
形式，UPS 装置的容量、组数，进线和馈线侧的开关选型、数量以及电流参数。还应表示 UPS
系统的测量、信号回路等。
c） UPS 系统柜正面布置图
应绘制 UPS 系统各柜的正面布置图，并标明屏柜外形尺寸和元件参数表。
d） UPS 系统柜端子排图
绘制 UPS 系统各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１０．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参见 7.9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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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 变电站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７．１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
７．１１．２ 图纸目录
７．１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５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图

3

火灾报警探测器布点图

4

火灾报警控制柜正面布置图

5

设备材料汇总表

录
备 注

如组柜安装

７．１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应对设
备安装高度、穿管要求与施工安装注意事项，以及强制执行的规程规范等加以说明。
b）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图
应示意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结构,示出控制器的数量、配置及电源引接，探测器的种类、
数量、型号，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其它系统的接口等。
c） 火灾报警探测器布点图
应按比例绘制火灾报警系统在各继电器小室和主变设备区的布点图。应表示控制器、探测
器的安装位置、数量、型号、导线和电缆敷设路径。
d） 火灾报警控制柜正面布置图
绘制火灾报警控制柜正面布置图，并标明屏柜外形尺寸和元件参数表。
e） 设备材料汇总表
详细列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以及材料并汇总。
７．１２ 变电站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
７．１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设计。
７．１２．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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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配置图

3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布点图

4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柜柜面布置图

5

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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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应对设备安
装高度、电源布线、穿管要求、以及施工安装注意事项等加以说明。
b）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配置图
应示出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配置结构，包括摄像头的种类、数量、型号以及电子围栏
的范围、参数等。表示出图像安全监视及警卫系统与其它系统的接口。
c）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布点图
应按比例绘制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在各继电器小室和户内外配电装置区、主变设备
区、站区围墙等区域的布点图。应表示摄像头及电子围栏的安装位置、数量、型号及安装要求
等。
d） 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柜柜面布置图
绘制柜面布置图，并标明屏柜外形尺寸和元件参数表。
e） 设备材料汇总表
详细列出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系统设备以及材料并汇总。
７．１３ 计算机监控系统
７．１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计算机监控系统设计。
７．１３．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７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计算机监控系统接线图

3

网络设备柜柜面布置图

4

智能接口柜柜面布置图

5

监控主机柜柜面布置图

6

网络设备柜原理图

7

智能接口柜原理图

8

监控主机柜原理图

9

网络设备柜端子排图

10

智能接口柜端子排图

11

监控主机柜端子排图

12

闭锁逻辑图

目

录
备 注

若组柜安装

若组柜安装

７．１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计算机监控系统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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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表示出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整体体系结构。包括站控层和间隔层设备配置、网络方式（包
括网络结构、接口型式、连接缆线等），二次安全防护配置，计算机监控系统和其它系统(数
据网接入设备、电能量采集系统、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子站等)的通信方式和通道数量等。
c） 各柜柜面布置图
应表示智能接口柜、网络通信柜、监控主机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
应表示柜内各装置布置及屏柜外形尺寸等，背面布置应表示交直流空气开关、端子排布置等。
d） 各柜原理图
应表示智能接口柜、网络通信柜、监控主机柜各柜相应的交直流电源、控制及信号回路等。
绘制各柜内网络交换设备与其他二次设备的通信接口连接示意图，宜包含端口号、连接缆线（光
缆、网线等），并对缆线进行编号，在电缆清册中统计。
e） 各柜端子排图
绘制智能接口柜、网络通信柜、监控主机柜的端子排或通信端口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
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f） 闭锁逻辑图
根据工程规模，并征求运行单位意见，绘制全站断路器、隔离（接地）开关、网门等的闭
锁逻辑图表。
７．１４ 主变压器二次线安装接线
７．１４．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主变压器二次线安装接线图的设计。
７．１４．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8，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８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3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4

主变各侧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适用于主变设置独立 TV 的情况

5

主变电流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6

主变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7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采用组合电器

8

主变本体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9

主变风冷控制箱安装接线图

10

主变有载调压控制箱安装接线图

11

主变同步调压箱安装接线图

12

主变灭火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13

主变在线监测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７．１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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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主变各侧断路器机构电气原理图和断路器汇控箱（或开关柜）接线图。电气原理图
应表示分合闸回路、电机电源、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
去向及电缆编号。
c）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主变各侧隔离（接地）开关机构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分合闸
回路、电机电源、信号、闭锁回路等。接线图应绘制隔离（接地）开关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
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d） 主变各侧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本图适用于主变独立装设 TV 的情况。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
及电缆编号；端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
等。
e） 主变电流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端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
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等。
f） 主变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引入本间隔隔离（接地）开关等一次设备的二次电缆，汇总后接至测控、保护等相关设备。
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端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表中
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等。
g）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适用于一次设备采用组合电器（GIS、HGIS 等）设备，应包括组合电器汇控柜电气原理
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包括间隔内的一次设备分合闸回路、闭锁回路、电机电源、电流电
压、交直流电源环网、信号等内容。接线图应绘制每台汇控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
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h） 主变本体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相应的非电量、电流、测温、信号等回路。
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i） 主变风冷、有载调压、同步调压、灭火控制箱、在线监测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源、控制、信号等。接线图
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１５ 330kV～750kV 二次线安装接线
７．１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330kV～750kV 变电站的 330kV～750kV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的二次线安装接线图
的设计。如 220kV 系统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可参考本卷册。
７．１５．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５．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3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３９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目

录
备 注

采用 AI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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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９（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3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4

线路及母线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5

电流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6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7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采用组合电器

8

开关场就地交直流电源图

７．１５．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开关场就地交直流电源图
应表示本电压等级开关场交直流电源进线、供电方式等内容。
c）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14 相关要求。
７．１６ 330kV～750kV 并联电抗器二次线安装接线
７．１６．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330kV～750kV 变电站的 330kV～750kV 并联电抗器二次线安装接线的设计。
７．１６．２ 图纸目录
７．１６．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０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适用于母线并联电抗器

3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4

并联电抗器本体安装接线图

包括小电抗

5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6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采用组合电器

7

并联电抗器在线监测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当采用时

７．１６．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并联电抗器本体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相应的非电量、电流、测温、信号等回路。
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c）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14 相关要求。
７．１７ 110kV～220kV 二次线安装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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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７．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 110kV～220kV 线路、母联、分段、母线设备二次线安
装接线图的设计。
７．１７．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７．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１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3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4

线路及母线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装设三相 TV

5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6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采用组合电器

7

开关场就地交直流电源图

７．１７．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引入本间隔断路器机构箱、隔离（接地）开关、TA 等一次设备的所有二次电缆，汇总并
转接至至测控、保护等相关设备。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
号；端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等。
c） 开关场就地交流电源图
应表示本电压等级开关场交直流电源进线、供电方式等内容
d）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7.14 相关要求。
７．１８ 10kV～66kV 二次线安装接线图
７．１８．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 10kV～66kV 二次线安装接线图的设计。
７．１８．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８．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２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3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4

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适用母线、站变及线路装设 TV

5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采用 AI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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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２（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6

开关场交直流电源图

7

开关柜安装接线图

10kV～35kV 采用开关柜

8

开关柜内小母线布置图

10kV～35kV 采用开关柜

9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66kV 采用组合电器

10

电容器本体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11

消弧线圈本体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12

站用变本体安装接线图

13

站用变有载调压控制箱安装接线图

当采用时

７．１８．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断路器机构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断路器机构电气原理图和断路器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包括分合闸回路、电机电源、
信号等内容。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c） 隔离（接地）开关机构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隔离（接地）开关机构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分合闸回路、电
机电源、信号及闭锁回路等。接线图应绘制隔离（接地）开关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
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d） 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端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
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等。
e） 开关场就地交直流电源图
应表示本电压等级开关场交直流电源进线、供电方式等内容。
f） 间隔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引入本间隔断路器机构箱、隔离（接地）开关、TA 等一次设备的所有二次电缆，并转接
至测控、保护等相关设备。应表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端
子箱处接地方式。设备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参数及数量等。
g） 开关柜安装接线图
适用于 10kV～35kV 一次设备采用开关柜的情况，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
图应表示开关柜内的一次设备分合闸回路、电机电源、电流电压、就地指示、交直流电源环网、
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开关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h） 柜内小母线布置图
应表示出开关柜顶小母线名称、型号、排列位置、数量、连接电缆及相应刀开关配置等。
i） 组合电器汇控柜安装接线图
适用于 66kV 一次设备采用组合电器的情况，应包括组合电器汇控柜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电气原理图应表示间隔内的一次设备分合闸回路、闭锁回路、电机电源、电流电压、交直流电
源环网、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每台汇控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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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本体端子箱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电容器本体放电线圈的接线回路，隔离（接
地）开关与网门闭锁回路，隔离（接地）开关与网门的位置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
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等。设备表中应标明端子箱型号，箱内元件的型号、
参数及数量等。
k） 消弧线圈本体控制柜安装接线图
消弧线圈本体控制柜安装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
编号等。
l） 站用变本体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相应的非电量、有载调压、测温、信号等
回路。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m) 站用变有载调压控制箱安装接线图
应包括站用变有载调压控制箱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电气原理图应表示相应的交直流电
源、控制、信号等。接线图应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７．１９ 时钟同步系统
７．１９．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时钟同步(GPS)系统设计。
７．１９．２ 图纸编制
７．１９．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j）

表 ４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时钟同步系统配置图

3

GPS 系统柜面布置图

4

GPS 系统柜原理图

5

GPS 系统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７．１９．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时钟同步系统配置图
应表示时钟同步系统主机、天线、扩展屏的设备数量、布置位置、网络形式、接口方式和
数量等。
c） GPS 系统柜面布置图
绘制 GPS 系统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应表示柜内各装置布置及屏
柜外形尺寸等；背面布置应表示交直流空气开关、端子排布置等。
d） GPS 系统柜原理图
应表示 GPS 系统柜相应的交直流电源、信号及网络回路等。
e） GPS 系统柜端子排图
绘制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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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 电缆敷设
７．２０．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电缆敷设（包括高压电缆、动力电缆、控制电缆、光缆
等）设计。
７．２０．２ 图纸编制
７．２０．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４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电缆敷设设施布置图

3

电缆埋管布置图

4

电缆桥（支）架图

5

电缆防火封堵图

6

电缆清册

7

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７．２０．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材料订货要求，施工注意事项，与其它卷册
的分界点等。
b） 电缆敷设设施布置图
应按比例绘制变电站站区、各级配电装置、主控制楼各层以及辅助建筑物各层的电缆设施
布置图，标识电缆防火封堵的位置。
c） 电缆埋管布置图
应在电缆敷设设施布置图的基础上标识各个设备所需埋管的位置，根据电缆清册标注埋管
的规格及数量，并说明埋管方式及注意事项。本图亦可和电缆敷设设施布置图合并出图。
d） 电缆桥（支）架图
应按比例绘制各电缆构筑物内电缆桥（支）架的制作安装图，开列电缆桥（支）架安装制
作所需设备材料并汇总。
e） 电缆防火封堵图
应表示电缆防火封堵的规格型式；绘制各种型式防火封堵单元图纸，单元图纸应表示此种
防火封堵的施工方法及所需设备材料并说明施工注意事项；汇总防火封堵所需各种设备材料数
量。
f） 电缆清册
应表示出每回电缆的编号、规格、始点位置、终点位置、长度；当有敷设路径要求时，应
标识电缆敷设路径的关键节点；应汇总全站电缆保护管的规格及长度。厂家供货的电缆应列入
电缆清册，供施工单位核算安装工作量。
g） 材料汇总表
应详细列出电缆敷设相关材料的汇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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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系统二次部分

８．１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８．１． １ 施工图设计说明及设备材料表
８．１． 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总的部分。
８．１． １．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５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施工说明

2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配置图

3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设备材料清册

８．１． 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施工说明
应包含主要设计内容、设计原则、设计依据、设备配置方案、与相关专业的分界及接口、
施工注意事项、卷册目录等内容。
b）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配置图
应表示站内涉及的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设备，可按电压等级表示，也可将多个电压等
级在一张图内示出。
应表示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所接的 TA 二次绕组，每组二次绕组所接设备的先后次
序；应示出保护的双重化配置、保护范围的交叉重叠。
c）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设备材料清册
应详细列出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的主要设备材料及其型号与技术参数。
８．１． ２ 110kV～750kV 线路保护
８．１． 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的 110kV～750kV 线路保护的设计。
８．１． ２．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６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保护配置图

3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4

线路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5

线路保护柜原理图

6

线路保护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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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６（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7

线路保护通道接口连接示意图

8

线路保护通信接口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9

线路保护通信接口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８．１． 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保护配置方案，通道要求，设备订货情况，与其
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保护配置图
在主接线简图上示出本部分涉及的系统保护配置型号、功能要求以及故障录波等设备的配
置。
c）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对应主接线图，表示出所有功能回路 TA、TV 的回路编号、去向以及接线方式、二次接
地点等。
d） 柜面布置图
应包括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图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图应包括柜内各装置、压板的布置
及屏柜外形尺寸等；背面布置图应包含交直流空气开关、外部接线端子布置等。
e） 各柜原理图
应包括各保护柜的交直流电源、电流电压、保护跳合闸、保护开入开出、信号、通信接口
及对时回路等。
f） 各柜端子排图
应表示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g） 线路保护通道接口连接示意图
应完整示出保护至通信设备的连接通道、接口方式、连接缆材等。
８．１． ３ 330kV～750kV 断路器保护
８．１． 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的 330kV ～750kV 断路器保护的设计。如 220kV 系统
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可参考本卷册。
８．１． ３．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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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保护配置图

3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4

断路器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5

断路器保护柜原理图

6

断路器保护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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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保护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
界点等。
b） 其余的图纸深度要求，参见 8.1.2 相关内容。
８．１． ４ 110kV～220kV 母联（分段）保护
8.1.4.1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的 110kV～220kV 母联（分段）保护。
８．１． ４．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8，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８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保护配置图

3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4

母联（分段）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5

母联（分段）保护柜原理图

6

母联（分段）保护柜端子排图

录
备 注

８．１． 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保护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
界点等。
b）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１． ５ 110kV～750kV 母线保护
８．１． 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的 110kV～750kV 母线保护。若 66kV 配置母线保护，
参照本卷册内容。
８．１． ５．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５．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4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４９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保护配置图

3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4

母线保护柜柜面布置图

5

母线保护柜原理图

6

母线保护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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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５．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保护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
界点等。
b） 保护配置图
对应主接线简图，示出本部分涉及的母线保护配置型号、功能要求等。
c） 保护 TA、TV 原理接线图
对应主接线图，表示出所有功能回路 TA、TV 的回路编号、去向以及接线方式、二次接
地点等。
d）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１． ６ 故障录波器及故障测距
８．１． ６．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故障录波器及故障测距。
８．１． ６．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６．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０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故障录波器柜柜面布置图

3

故障测距柜柜面布置图

4

故障录波器柜原理图

5

故障测距柜原理图

6

故障录波器柜端子排图

7

故障测距柜端子排图

8

故障测距通道接口连接示意图

9

通信接口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10

通信接口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８．１． ６．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配置方案，故障测距通道，设备订货情况，与其
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１． ７ 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子站系统
８．１． ７．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子站系统。
８．１． ７．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７．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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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１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系统连接图

3

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主机柜柜面布置图

4

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采集柜柜面布置图

5

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主机柜端子排图

6

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采集柜端子排图

录
备 注

如未配置采集柜，取消该图纸

如未配置采集柜，取消该图纸

８．１． ７．２．１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
等。
b） 系统连接图
应示出继电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子站系统与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故障录波器、
故障测距装置、GPS 装置、数据网接入设备的连接，包括设备连接端口、缆线。
c）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１． ８ 安全稳定控制装置
８．１． ８．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安全稳定控制装置。
８．１． ８．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８．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２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卷册说明

2

稳控配置图

3

稳控 TA、TV 原理接线图

4

安全稳定控制柜柜面布置图

5

安全稳定控制柜原理图

6

安全稳定控制柜端子排图

7

安全稳定通道接口连接示意图

8

安全稳定控制通信接口柜柜面布置图

当采用时

9

安全稳定控制通信接口柜端子排图

当采用时

８．１． ８．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根据初
步设计结论，对稳控设备的配置方案及策略进行描述。
b） 稳控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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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主接线简图示出稳控设备型号、功能要求以及与其它保护设备的联系。
c） 稳控 TA、TV 原理接线图
对应主接线图，表示出所有功能回路 TA、TV 的回路编号、去向以及接线方式、二次接
地点。
d）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１． ９ 事故解列装置
８．１． ９．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事故解列装置。
８．１． ９．２ 图纸编制
８．１． ９．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事故解列配置图

3

事故解列 TA、TV 原理接线图

4

事故解列柜柜面布置图

5

事故解列柜原理图

6

事故解列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８．１． ９．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事故解列设备的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
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事故解列配置图
对应主接线简图示出事故解列设备型号、功能要求等。
c） 事故解列 TA、TV 原理接线图
对应主接线图，表示出所有功能回路 TA、TV 的回路编号、去向以及接线方式、二次接
地点等。
d）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1.2 相关要求。
８．２ 系统调度自动化
８．２． １ 系统调度自动化施工图设计说明及设备清册
８．２． 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系统调度自动化总的部分。
８．２． １．２ 图纸编制
８．２． 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４

44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系统调度自动化施工说明

2

系统调度自动化设备材料清册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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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系统调度自动化施工说明
应包含主要设计内容、设计原则、设计依据、设备配置方案、与相关专业的分界及接口、
施工注意事项、卷册目录等内容。
b） 系统调度自动化设备材料清册
应详细列出系统调度自动化的主要设备材料及其型号与技术参数。
８．２． ２ 远动系统
８．２． 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远动系统。
８．２． ２．２ 图纸编制
８．２． 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５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远动化范围图

3

网络拓扑图

4

远动通信柜柜面布置图

5

数据网设备柜柜面布置图

6

远动通信柜原理图

7

数据网设备柜原理图

8

监控信息表

9

远动通信柜端子排图

10

数据网设备柜端子排图

目

录
备 注

可引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接线图

８．２． 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配置方案，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
等。
b） 远动化范围图
应表示出本工程所有远动信息，包括一次系统电流、电压、有功、无功、电度等模拟量单
元遥测信息；变压器分接头等遥调信息；断路器、隔离（接地）开关等一次设备的遥测、遥控
信息；二次设备重要动作信息及变电站事故总信号遥测信息。
c） 网络拓扑图
应示出计算机监控系统、二次安全防护系统、数据网接入设备、电能量采集系统、调度端、
GPS 等设备之间的网络连接示意图。
d） 柜面布置图
应包括远动通信柜、数据网设备柜的正面、背面布置图及元件参数表。正面布置图应包括
柜内各装置布置及屏柜外形尺寸等；背面布置图应包含直流空气开关、外部接线端子布置等。
e） 各柜原理图
应包括数据网设备柜与远动通信柜的交直流电源、信号、通信接口及对时回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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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监控信息表
应示出所有要传送的监控信息（遥信、遥控、遥测、遥调）内容。
g） 各柜端子排图
应示出各柜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８．２． ３ PMU 系统
８．２． 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 PMU 系统。
８．２． ３．２ 图纸编制
８．２． 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６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PMU 系统接线图

3

PMU 主机柜柜面布置图

4

PMU 采集柜柜面布置图

5

PMU 主机柜原理图

6

PMU 采集柜原理图

7

PMU 主机柜端子排图

8

PMU 采集柜端子排图

图 纸

目

录
备 注

如未配置采集柜，取消该图纸

如未配置采集柜，取消该图纸

如未配置采集柜，取消该图纸

８．２． 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本卷册包含内容，主要设计原则，配置方案，通道要求，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
册的分界点等。
b） PMU 系统接线图
应示出 PMU 系统内设备间的联系、与数据网接入设备、GPS 系统的连接等。宜包含端口
号、接线缆线的型号与编号。
c） 其余图纸深度参见 8.2.2 相关要求。
８．２． ４ 电能量计量系统
８．２． ４．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电能量计量系统。
８．２． ４．２ 图纸编制
８．２． 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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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关口计量表电流、电压回路图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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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７（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3

计量终端系统接线图

4

计量设备监控信号图

5

关口计量柜端子排图

８．２． 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计量系统配置方案，通道要求，设备订货情况，与其它卷册的分界点等。
b） 关口计量表电流、电压回路图
应表示关口计量点 TA、TV 的引入、引出位置。包含回路编号、接线端子、接线方式、
二次接地点等。
c） 计量终端系统接线图
应示出计量终端与计量表计、微机监控系统、数据网接入设备等之间的通信连接关系，宜
包含端口号、接线缆线的型号与编号。
d） 计量设备监控信号图
应示出计量柜、计量终端的监控告警信号接入测控装置的接线。包含回路编号、接线端子、
信号名称等。
e） 关口计量柜端子排图
应示出端子排的外部去向，包括回路号、电缆去向及电缆编号。
８．３ 站内通信
８．３． １ 调度程控交换机及音频配线设备
８．３． 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调度程控交换机及音频配线设备。
８．３． １．２ 图纸编制
８．３． 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8，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５８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设备材料清单

3

通信机房平面布置图

4

交换机设备电缆联系示意图

5

交换机设备屏面布置图

6

交换机用户板卡引出功能图

7

交换机用户端子电缆定义图

8

音频配线柜端子排布置示意图

9

音频配线柜模块功能分配示意图

10

音频配线柜 X 测试模块端子图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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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８（续）
序号

图纸名称

11

音频配线柜 X 保安模块端子图

12

机柜底座安装示意图

13

电缆清单

备 注

８．３． 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的配置情况、接地要求以及施工注意事
项等。
b） 设备材料清单
应列出本站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c） 通信机房平面布置图
应说明每个屏位对应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d） 交换机设备电缆联系示意图
本图以框图形式表示出站内交换机与 ＶＤＦ、ＤＤＦ、调度台间的缆线连接等。
e） 交换机设备屏面布置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交换机设备机架组屏、子架面板布置、各板卡功能等。
f） 交换机用户板卡引出功能图
应对每块板卡功能等进行说明。
g） 交换机用户端子电缆定义图
应对每用户端子电缆用途等进行说明。
h） 音频配线柜端子排布置示意图
应对端子排列、序号等进行绘制。
i） 音频配线柜模块功能分配示意图
根据站通信设备的接入，具体将各模块进行预先功能分配，分别对测试排端子和保安排连
接等。
j） 音频配线柜 X 测试模块端子图
本图应对相关设备至音频配线单元的测试排线缆连接，并标注主要业务。
k） 音频配线柜 X 保安模块端子图
本图应对保安端子至各用户线缆连接及功能标注。
l） 设备机柜底座安装示意图
本图应包括本工程各通信设备机柜底部结构及尺寸，安装孔位和尺寸，固定方式等。
m） 电缆清单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每根电缆编号、起止点、规格型号和在本工程中的实际用途等。
８．３． ２ 通信直流电源系统设备
8.3.2.1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通信直流电源系统设备。
８．３． ２．２ 图纸编制
８．３． 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5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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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９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设备材料清单

3

机房平面布置图

4

直流电源系统原理图

5

高频开关电源平面布置图

6

蓄电池及电池巡检仪系统连接图

7

蓄电池柜（架）及电池巡检仪安装示意图

8

直流电源屏输出端子分配图

9

机柜底座安装示意图

10

电缆清单

备 注

８．３． 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的配置情况、接地要求以及施工注意事
项等。
b） 设备材料清单
应列出本站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c） 机房平面布置图
应说明每个屏位对应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d） 直流电源系统原理图
应说明交直流配电内部电路原理、设备布置，端子排列等。
e） 高频开关电源平面布置图
应标明设备组屏、子架面板布置等，包括交直流空开、监控单元、整流模块、外部接线端
子、显示仪表等布置。
f） 蓄电池及电池巡检仪系统连接图
应标明蓄电池组的组架或组柜情况，安装尺寸、安装方式及布置，并说明所对应的蓄电池
规格型号、容量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g） 蓄电池柜（架）及电池巡检仪安装示意图
应标明蓄电池组与巡检仪设备的安装尺寸、安装方式及布置，以及生产厂家。
h） 直流电源屏输出端子分配图
以图表形式标明交、直流配电端子编号、空开规格、所对应的通信设备，还应包含监控告
警、蓄电池接入等部分的端子接线。
i） 机柜底座安装示意图
本图应包括设备机柜底部结构及尺寸，安装孔位和尺寸，固定方式等。
j） 电缆清单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每根电缆编号、起止点、规格型号和在本工程中的实际用途等。
８．３． ３ 电力线载波设备施工图
８．３． 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电力线载波设备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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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３．２ 图纸编制
８．３． 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６０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设备材料清单

3

载波通道组织图

4

机房平面布置图

5

载波设备平面布置及安装尺寸图

6

高频电缆连接图

7

结合滤波器尺寸安装图

8

保护输入输出功能端子图

9

载波机接线端子图

10

电缆清单

录
备 注

８．３． 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材料的配置情况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b） 材料清单
应列出本站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c） 载波通道组织图
应对载波通道的高频阻波器、耦合相、话音、远动、保护命令数量绘制等。
d） 机房平面布置图
应说明每个屏位对应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e） 载波设备平面布置及安装尺寸图
应标明载波设备的布置图，标注设备安装尺寸。
f） 高频电缆连接图
应对载波机高频连接板的线缆、用途等绘制。
g） 结合滤波器尺寸安装图
应对结合滤波器设备尺寸、规格型号等
h） 保护输入输出功能端子图
应对载波机的快速命令的输入／输出、慢速命令的输入／输出、监频输出端子绘制。
i） 载波机接线端子图
应对载波机的每个输出端子与保护设备端子对应连接图。
j） 电缆清单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每根电缆编号、起止点、规格型号和在本工程中的实际用途等。
８．３． ４ 站内通信电话布置施工图
８．３． ４．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站内通信电话布置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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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４．２ 图纸编制
８．３． 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６１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设备材料清单

3

站内通信电话系统布置图

4

机房平面布置图

5

站内通信电缆敷设、埋管及电话布置图

6

户外电话布置图

7

电缆清单

目

录
备 注

图纸张数需根据站内平面布置情况

８．３． 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材料的配置情况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b） 设备材料清单
应列出本站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c） 站内通信电话布置施工图
应对变电站内各房间的电话布置图。
d） 机房平面布置图
应说明每个屏位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e） 站内通信电缆敷设、埋管及电话布置图
应标明站内音频配线架至每个房间的电话分线盒、电话分线盒至每个电话机间的电缆敷设
及埋管图。
f） 户外电话布置图
应标明站内音频配线架至室外电话分线盒、电话分线盒至室外的每个电话机的电缆敷设及
埋管图。
g） 电缆清单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每根电缆编号、起止点、规格型号和在本工程中的实际用途等。
８．３． ５ 站内信息网络及综合布线施工图
８．３． 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站内信息网络及综合布线施工图。
８．３． ５．２ 图纸编制
８．３． ５．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６２
序号

图纸名称

1

卷册说明

2

设备材料清单

图 纸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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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２（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3

信息网络拓扑示意图

4

通信机房平面布置图

5

信息网络设备平面布置图

6

信息网络设备系统连接示意图

7

信息网络插座安装地点一览表

8

站内信息网络及布线施工图

9

电缆清单

图纸张数应根据站内布置情况

８．３． ５．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卷册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材料的配置情况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b） 设备材料清单
应列出本站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c） 信息网络拓扑示意图
应对系统网络所采用的信息网络路径、带宽进行绘制。
d） 通信机房平面布置图
应说明每个屏位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家。
e） 信息网络设备平面布置图
应标明设备组屏、子架面板布置等，包括防火墙、交换机等布置。
f） 信息网络设备系统连接示意图
应对网络设备与局域网、广域网设备的连接等。
g） 信息网络插座安装地点一览表
应以表格形式标明信息点的安装位置、网线编号、数量用途等。
h） 站内信息网络及布线施工图
应以站内各房间的平面布置图，分别绘出每个网络点的具体位置等并对站内各信息点的电
缆敷设、埋管予以规定和说明。
i） 电缆清单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每根电缆编号、起止点、规格型号和在本工程中的实际用途等。
９

土建部分

９．１ 土建施工图总说明
９．１．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土建施工图总说明。
９．１． ２ 图纸编制
９．１．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3。
表 ６３
序号
1
52

图 纸

名称
土建施工图总说明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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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施工图总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执行的主要规程、规范和采用的主要标准(含名称、编号、年号、版本号)；
b） 工程依据性文件；
c） 工程自然条件
1） 站址位置、地形地貌；
2） 说明采用的高程系统和坐标系统；
3） 水文气象条件：洪水位或内涝水位、覆冰厚度、基本风压、设计风速、温度、降雨量等；
4） 工程地质：主要包括地基土的性状、压缩模量、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土壤电阻率等；
5） 水文地质：主要包括地下水的埋藏深度，对混凝土、混凝土中的钢筋和钢结构的侵蚀作用；
6）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抗震设防烈度。
d）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对站内建筑物的建筑及结构形式、地基处理、场地平整要求等主要内容作
必要论述；
e） 对图纸无法表达的内容作必要论述；
f） 对施工中必须重视的技术问题作必要说明；
g） 土建专业施工图卷册目录，包括卷册名称、卷册编号等。
９．２ 征地图
９．２．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征地图。
９．２． ２ 图纸编制
９．２．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６４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征地图

2

规划总平面图

目

录
备 注

９．２．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征地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坐标及高程系统，并提供测量控制点坐标及高程；
2） 标注指北针(指北针方向按 GB/T50103—2001 中的规定执行)；
3） 在地形图上绘出变电站围墙及进站道路的中心线、征地轮廓线及规划控制红线。必要时
增加当地土地、规划部门的要求；
4） 变电站征(占)地面积一览表见表 65。
表 ６５
序号

变电站征（占）地面积一览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2

1

变电站总用地面积

hm

1.1

围墙内占地面积

hm2

1.2

进站道路占地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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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５（续）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3

其它占地面积

hm2

1.4

站外防、排洪设施占地面积

hm2

指永久征地

1.5

站外供、排水设施占地面积

2

hm

指永久征地

2

土地预审面积

hm2

根据需要

b） 规划总平面图
1） 应表示站内所有建(构)筑物的总体布置，可根据初设收口调整后的总平面图绘制；
2） 应明确说明本图仅供征地用，站内建(构)筑物的具体定位及指标以总平面布置为准。
９．３ 总平面及竖向布置
９．３．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总平面及竖向布置。
９．３． ２ 图纸编制
９．３．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6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６６
序号

图纸名称

1

总平面布置图

2

竖向布置图

3

土石方平衡图

图 纸

目

录
备 注

城市户内变可仅出土方平衡表

９．３．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总平面布置图
1） 以电气总平面布置为基础资料，综合各专业的要求绘制。站内各建(构)筑物布置应符合防
火间距、电气专业、运输及消防要求。
2） 应表示出进站道路、站外排水沟、挡土墙、护坡等。
3） 标明站内各建(构)筑物、配电装置构架、主变场地、围墙、道路等坐标，并在说明中标明
建筑坐标与测量坐标间相互的换算关系。
4） 标注指北针及风玫瑰图，并应标出指北针与建筑坐标的夹角。
5） 标明各道路的宽度及转弯半径。
6） 综合布置各种主要管沟。
7） 按现行的《变电所总布置设计技术规程》，计算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并列表标明，参见
表 67。
表 ６７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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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称

单位

1

站址总用地面积

hm2

1.1

站区围墙内用地面积

hm2

1.2

进站道路用地面积

hm2

数量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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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７（续）
序号

名

称

单位

1.3

站外供水设施用地面积

hm2

1.4

站排洪水设施用地面积

hm2

1.5

站外防(排)洪设施用地面积

hm2

1.6

其它用地面积

hm2

2

进站道路长度(新建/改造)

m

3

站外供水管长度

m

4

站外排水管长度

m

5

站内主电缆沟长度(0.6mX0.6m 以上)

m

6

站内外挡土墙体积

m3

7

站内外护坡面积

m2

站址土(石)方量

8

8.1

站区场地平整

8.2

进站道路

挖方(-)

m3

填方(+)

m3

挖方(-)

m3

填方(+)

m3

挖方(-)

m3

填方(+)

m3

站址土方综合平衡

8.4

备 注

m3

建(构)筑物基槽余土

8.3

数量

弃土

m3

取土

m3

9

站内道路面积

m2

10

户外配电装置场地铺砌地面面积

m2

11

总建筑面积

m2

12

站区围墙长度

m

8） 列表标明站区建(构)筑名称、占地面积，数量等，参见表 68。
表 ６８

站区建（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1

主控通信楼

m2

2

继电器室

m2

3

站用电室

m2

4

屋内配电装置室

m2

5

500kV 配电装置场地

m2

6

220kV 配电装置场地

m2

7

35kV 配电装置场地

2

m

占地面积

备注

高压
/

中压
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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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８（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8

主变压器场地

m2

9

雨水泵井

m2

10

总事故贮油池

m2

11

污水处理生化池

m2

12

独立避雷针

m2

13

消防砂箱

m2

14

主变消防间

m2

占地面积

备注

注：具体建(构)筑物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调整。

b） 竖向布置图
1） 竖向布置的形式应综合考虑站区地形、场地及道路允许坡度、站区排水方式、土石方平
衡等条件来确定；
2） 应标出站区各建(构)筑物 、道路、配电装置场地、围墙内侧的设计标高，标明场地及道
路排水坡度及方向；
3） 标明排水沟的位置、方向及坡度，绘制排水沟详图。
c） 土(石)方平衡图
1） 根据总平面布置及竖向布置图，填写自然标高和设计标高，标明施工高度，绘制场区土
方图，并编制土方平衡表，格式见表 69；
2） 对土(石)方的平衡情况进行说明，必要时根据具体工程明确初平标高及相关施工要求。
表 ６９
序号

土（石）方综合平衡表

项目名称

单位

挖方

填方

备注

3

1

场地平整

m

2

护坡方量

m3

3

进站道路

m3

4

站区耕植土、塘、渠

m3

5

建(构)筑物基槽余土

m3

6

考虑最终松散系数

m3

7

综合平衡后需购土/弃土

m3

９．３．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３．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70，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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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项

目

序号

计算项目

1

土方工程量计算

2

各类有关技术经济指标的计算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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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土方工程量计算
1） 计算出整个站区填、挖土(石)方工程量，外购或弃土工程量。计算工程量时必须计入 建(构)
筑物基础及地下设施基槽余土、站内外道路、防排洪设施等的土(石)方工程量，同时还应
考虑松散系数；
2） 当场地内有深厚的软弱土层，又存在大面积回填土时，应计算其在施工期间因土体固结
引起的土方工程量，若为填方区或一般湿陷性黄土地区还应考虑压缩系数。
b） 各类有关技术经济指标的计算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应按照现行的《变电所总平面布置设计技术规程》所规定的计算方法
进行计算。
９．４ 站内外道路施工图
９．４．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内外道路施工图。
９．４． ２ 图纸编制
９．４．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１

图 纸 目 录 表

序号

图纸名称

1

站内外道路平面布置图

2

站内道路详图

3

进站道路详图

备 注

９．４．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站内外道路平面布置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站内外道路的型式；
2） 进站道路与站外已有道路引接处的坐标、标高；站外道路的平面图，转弯半径或加以说
明；必要时，绘制纵横剖面图；
3） 站内道路的定位坐标、标高、转弯半径；
4） 道路纵坡分段处的标高，道路横坡结合排水方式确定；
5） 结合站区地下管沟施工图，标明穿越道路的管沟。
6） 场地处理型式及做法。若设置操作地坪，宜绘出其平面位置并说明做法。
b） 站内外道路详图
1） 变电站的进站道路路面，路肩断面及两侧的排水沟应绘制清楚，并标明纵横伸缩缝的间
距和绘制其构造详图；
2） 进站道路遇桥涵或沟渠等交汇处应标明其坐标及绘制其断面 。遵照国家现行桥涵设计规
范和手册进行强度与变形计算，并绘制其结构详图；
3） 站内道路分为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绘制各类道路的横断面图并注明道路的材料、构造、
厚度和做法。并标明纵横伸缩缝的间距和绘制其构造详图。
９．５ 站区围墙、大门及挡土墙施工图
９．５． １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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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区围墙、大门及挡土墙施工图。
９．５． ２ 图纸编制
９．５．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2，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２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站区围墙及大门平面布置图

2

围墙墙身及基础施工图

3

站区大门、门墩及基础施工图

4

挡土墙、护坡施工图

录
备 注

按工程需要

９．５．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站区围墙及大门平面布置图
1） 绘制围墙及大门、挡土墙、护坡的平面布置等，并注明定位尺寸；
2） 应绘制进出水口埋管、电缆隧道、通信埋管等的布置并标明其坐标与标高，注明使用材
料的品种、型号及规格等。
3） 应标明围墙及挡土墙伸缩缝的位置。
b） 围墙墙身及基础施工图
1） 应绘制围墙的剖面图，标注其厚度、高度、压顶等尺寸和构造要求。对于装配式围墙应
标明板的型号与规格、装饰板的形式(必要时应绘制详图)及安装节点构造；
2） 注明使用材料的品种、型号及规格和施工要求；
3） 注明墙面装饰、墙身及伸缩缝的要求及做法。
c） 站区大门、门墩及基础施工图
1） 应绘制大门、门墩及基础的平、立、剖面图，并注明材料和施工要求；
2） 主入口处大门应表明大门(包括门墩)的平、立、剖面图及大门开启方式和大门的预埋件配
件等要求，并注明所用材料及施工要求。
d） 挡土墙及护坡施工图
1） 应绘制挡土墙的平、立、剖面图及构造详图；
2） 应绘制护坡的平、剖面图及构造详图；
3） 图中应注明所用材料的品种、型号及规格，标明变形缝的间距及做法，标出泄水孔的标
高、间距及做法，注明施工注意事项。
９．５．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５．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73，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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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算项目

1

挡土墙计算

2

护坡计算

3

围墙及基础计算

计 算

项

目
备 注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９．５．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挡土墙计算
确定挡土墙的材料及形式，根据挡土墙高度、土壤性质、上部荷载等工况进行强度、稳定
的计算。
b） 护坡计算
根据地质提供的资料，采用经济、合理的护坡形式。如采用锚杆支护等形式，根据岩层的
破坏形式，山体的整体稳定、确定锚杆的长度、注浆要求等。
c） 围墙及基础计算
根据围墙的形式、材料和风荷载等资料，计算围墙结构及地基基础承载力。
９．６ 站区地下管沟施工图
９．６．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区地下管沟施工图。
９．６． ２ 图纸编制
９．６．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４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站区地下管沟平面布置图

2

沟道详图

3

节点详图

录
备 注

９．６．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站区地下管沟平面布置图
1） 应绘制站区电缆沟(隧)道、埋管、过水槽的平面布置，注明电缆沟的定位尺寸、标高、排
水方向、坡度等，并注明埋管的规格；
2） 示意站区给排水、消防、事故排油管道、检查井等的位置；
3） 表示各种形式的电缆沟断面尺寸；
4） 明确地下沟道布置时变形缝设置要求；
5） 交代沟道转角处的异形板布置。
b） 沟道详图
1） 绘制沟道剖面图，明确沟道盖板的品种、型号与规格，标示沟底横坡坡度及预埋件的品
种、规格和位置，明确沟道采用的材料及结构参数，沟壁面层的施工要求。必要时可绘
制局部放大的详图，如沟壁压顶配筋图；
2） 绘制沟盖板详图(包括异形板)及支承沟盖板构件详图，或列表表示出沟盖板采用的通用图
集的规格、型号及数量。
c） 节点详图
表示电缆沟转角布置、伸缩缝、沟壁穿管的做法、预埋件等详图。
９．７ 建筑物建筑施工图
９．７．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建筑物建筑施工图，如主控通信楼、继电器室、站用电
室、综合配电楼、辅助建筑物等。
９．７． ２ 图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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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的《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和《建筑制图标准》的要求绘制。
９．７．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５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建筑分册总说明及门窗表

2

地下电缆层平面布置图

3

各层建筑平面图

4

建筑屋顶平面图

5

建筑立面图

6

建筑剖面图

7

建筑节点详图

8

设备间平面布置图及详图

9

室内外楼梯平面布置及详图

10

主控室、计算机房抗静电活动地板平面布置图

11

厕所、盥冼间平面布置及设施详图

12

围栅构造图

站用变室、电容器室等

13

站用变基础及油坑详图

站用变室

14

电缆竖井、爬梯、平台栏杆详图

15

墙体预留孔及埋件详图

16

建筑通用图

17

抗震节点图

仅用于有地下电缆层时

继电器室、站用电室、蓄电池室、GIS 室等

９．７．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建筑分册总说明及门窗表
1） 注明建筑物室内地坪±0.00 对应的测量标高，并注明标高、尺寸的单位；
2） 说明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烈度、主要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及总高度、设计使用
年限、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屋面防水等级、地下室防水等级等；
3） 列出建筑装修一览表，包括室内外墙面、顶棚、地面、勒脚、散水、台阶、坡道 、吊顶、
墙裙或踢脚等，应注明采用的材料做法和色泽；
4） 说明设计图纸未详尽的施工内容要点，选用材料的规格、类别、强度等级等，说明应遵
守的施工规范以及施工注意事项和其它特殊要求；
5） 列出门窗编号一览表，并说明门窗、数量、材质、色调要求等；
6） 砖墙防潮层的材料、规格、配比、位置以及雨水口的材料选择和防腐要求；
7） 套用图集一览表；
8） 装配式建筑应说明板缝的处理方法。
b） 地下电缆层平面布置图
1） 根据工艺资料绘制地下电缆层的埋件、留孔位置；
2） 明确电缆层的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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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3） 根据消防分区要求划分各防火分区。
各层建筑平面图
1） 根据工艺专业资料绘制各层建筑平面，标出建筑轴线及其序号，标示定位轴线及墙、柱、
门窗等与轴线间的尺寸。图纸各层建筑应上下对应、统一吻合。横向轴线的序号自左向
右，为阿拉伯数字 1、2、3……；纵向轴线序号自下向上，采用英文大写字母 A、B、C……；
尺寸标注要由外至内，标出外包总尺寸、轴线尺寸和门窗各部位分尺寸；
2） 底层建筑平面图应在右上角绘出指北针；
3） 底层平面图中应表示剖视线的位置、方向和编号，剖视线的编号可采用罗马数字Ⅰ－Ⅰ、
Ⅱ－Ⅱ……；
4） 底层平面应绘出入口、台阶，并绘出门窗、散水、踏步、坡道以及其它建筑构件；
5） 标出各层不同墙体厚度、柱子类别、截面尺寸，标出墙体预留孔洞及埋件的大小和标高；
6） 标出各层门窗设计编号、位置尺寸，门应标出开启方式。门的编码为 M，窗的编码为 C，
门窗的编号均为流水号，例如 M－1、M－2……、C－1、C－2……；
7） 在各层平面图中标出各房间的名称、标高，如有详图应加索引；
8） 标出楼梯间或安全楼梯平面、标高、上下方向箭头等；
9） 标出特殊构造房间的平面构造节点详图索引或名称；
10） 建筑平面较长时，可采用分段绘制，并在每个分段平面的右侧绘出整个建筑外轮廓的缩
小平面，明显显示出该段所在部位；
11） 建筑物在设置变形缝时，应在各层平面图中明确变形缝的位置、尺寸及做法。
建筑屋顶平面图
1） 绘出屋顶分水线及坡向，确定排水纵、横坡度，坡度根据技术规定确定；
2） 绘出屋顶变形缝、分仓缝、室外爬梯及其它构筑物的位置，并标出其与轴线关系的尺寸
及相应的详图索引号；
3） 标出屋顶范围与轴线的关系尺寸，标明其边缘部分的尺寸；
4） 标出屋面女儿墙(或挑檐)、天沟及雨水口的位置、尺寸， 并明确雨水口的材料及规格；
5） 绘出天沟的分水线位置，标明纵坡坡向及其坡度；
6） 绘出屋顶空调基础，风机留孔、人孔等，标明尺寸并绘制其详图。
建筑立面图
1） 各个方向的立面应绘全，如差异极小，简单的立面可以省略，对于内部院落的局部立面，
也可附带在相关剖面图上表示，如剖面图未能完全表示时，则需要单独绘出；
2） 各向立面图仅需标出建筑两端轴线编号；
3） 绘出女儿墙顶、檐口、柱、变形缝、室外楼梯和爬梯、阳台、栏杆、台阶、踏步、雨篷、
留洞、雨水管、门窗及其它装饰构件和粉刷分格线，标出立面墙体颜色、做法；
4） 门窗应适当示范一些具体形式与分格，在平面图上表示不出的编号，应在立面图上标出；
5） 平、剖面图上未能表示的窗台高度，应在立面图上分别注明；
6） 绘出穿墙套管留孔、挂线点、风机留孔、外墙埋件等。
建筑剖面图
剖面图应选在有楼梯、层高不同、层数不同、内外空间比较复杂、最有代表性的部位，必
须表达充分、清楚。如局部情况有不同，可绘制局部剖面。剖面图应表示以下内容：
1） 墙、柱轴线及编号；
2） 按制图标准用粗线绘出剖面线，必须完全闭合，同时应用中粗线绘出剖视可见线，绘出
梁板结构系统可见线，绘出室外地面、底层地面、各层楼板、平顶、屋架、屋顶、檐口、
女儿墙、门、窗、楼梯、台阶、坡道、散水、平台、阳台、雨篷、留洞、雨水管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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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可见的内容；
3） 标出门(窗、洞口)高度、层间高度、总高度(室外地面至檐口或女儿墙顶)、隔断、留洞口
等的高度尺寸；
4） 标出下列标高：底层地面标高(±0.00)，各层楼面、楼梯平台标高，屋面檐口、女儿墙顶、
高出屋面的水箱间、楼梯间顶部标高，室外地面标高及底层以下各层标高；
5） 标出节点构造详图索引号。
g） 建筑节点详图
1） 对建筑总图未能详尽表达而又必须交待才能正确付诸施工的建筑节点、房间、部件等构
造应绘出其施工详图。对于多处引用且完全相同的建筑节点也可绘制节点详图；
2） 应将该节点的结构、构造材料、图例规定、表面粉刷及配比一一标注清楚，并在每一幅
详图下标出其节点详图序号。
h） 设备间平面布置图及详图
1） 绘出设备间的室内设备 、电缆沟、预留孔洞、埋件、埋管的平面布置图，并绘出其相应
的构造节点详图；
2） 根据工艺对电磁屏蔽的要求，在需要屏蔽的房间的所有墙面、楼面应埋设电磁屏蔽金属
网及表面装饰材料，并根据工艺要求埋设接地带、接地极，其具体做法应绘制详图。
i） 室内外楼梯平面布置及详图
1） 应绘出各层楼梯平面布置详图，标出梯宽、梯段长、平台尺寸、标高、楼梯上下走向的
方式箭头及步数；
2） 绘出楼梯栏杆局部立面及有关构造节点详图，标出选用材料、构造尺寸、安装方式、预
留孔洞及埋件等；
3） 如附设消防设施，应标出安装位置及预留孔洞和埋件尺寸标高及规格。
j） 主控室、计算机房抗静电活动地板平面布置图
1） 绘出计算机房、通信机房内设备布置图，并绘出地面活动地板拼装图及其相应的构造节
点详图；
2） 根据工艺专业对电磁屏蔽的要求，在需要屏蔽的所有墙面、楼面埋设金属网及表面装饰
材料，并根据工艺专业要求埋设接地带、接地极。其具体做法应绘制详图。
k） 厕所、盥冼间平面布置及详图
应绘出厕所和盥洗间平面布置及详图。
l） 围栅构造图
绘制网门、网栅的平、立 、剖面图及加工、安装详图，标明网孔尺寸、网门开启方
向、
网栅高度、装拆方式，说明材料规格、加工和防锈等施工要求。
m） 站用变基础及油坑详图
1） 平面图中应标明储油坑、站用变基础、集油井的平面尺寸以及基础中心线、储油坑中心
线和防火墙中心线之间的关系尺寸。标明基础留孔、埋件的位置、尺寸，注明储油坑底
排油坡度；
2） 剖面图中应标明基础的断面尺寸、储油坑和集油井的高度和深度。并标明储油坑、集油
井等材料以及对卵石层的要求。
９．８ 建筑物结构施工图
９．８．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建筑物结构施工图，如主控通信楼、继电器室、站用电
室、综合配电楼、辅助建筑物等。
９．８． ２ 图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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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6-7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６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结构设计总说明

2

建筑物基础平面布置及详图

3

地下电缆层结构平面布置及详图

4

建筑物柱平面布置及配筋图

5

各层结构平面布置及配筋图

6

楼梯平面结构布置及配筋图

7

各层设备留孔、埋件及设备基础图

8

圈梁与过梁平面布置图

9

阳台及挑檐雨篷配筋详图

10

抗震节点详图

表 ７７

图 纸

录
备 注

目

录 （装配式）

序号

图纸名称

1

结构设计总说明

2

建筑物基础平面布置及详图

3

建筑物柱平面布置图

4

各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5

楼梯平面结构布置图

6

各层设备留孔、埋件及设备基础图

7

外墙墙面板排板图

8

内墙墙面板排板图

9

屋面板排板图

10

构件安装节点详图

11

抗震节点详图

备 注

９．８．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结构设计总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
1） ±0.00m 对应的测量标高，标高、尺寸的单位；
2） 根据工程地质报告，说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建筑场地类别、各土层的物理力学特性、
地基液化判别；
3） 执行的相关规程、规范以及采用的标准图集；
4） 以列表方式表述设计荷载取值(包括恒荷载、活荷载、风荷载、雪荷载)；
5） 说明建筑物结构类型、安全等级、设计使用年限、抗震设防类别和抗震设防烈度、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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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64

基础设计等级、混凝土构件的环境类别。若为框架结构应说明框架等级。
6） 地下室的结构选型、防水等级；
7） 梁、板、柱、基础等结构主体的材料规格、强度等级及结构的构造要求；
8） 根据水文地质情况，地下水对混凝土、混凝土中的钢筋、钢结构的腐蚀性，并说明基础
设计的防腐蚀要求；
9） 施工特殊要求，如应说明场地地下水的埋深及对地下水降水作业的要求；
10） 装配式钢结构应对钢结构所用的主材及连接材料的材质要求作出规定，包括其力学性能
及化学成分等，对钢结构的除锈、防腐、防火要求及做法应在总说明中明确。应注明钢
结构的吊装顺序和确保结构稳定的措施。应明确焊缝形式和焊接质量的等级要求、角焊
缝焊脚的构造规定。对于详图中的通常做法可在结构总说明中作统一规定，凡未注明者
均按总说明执行，例如节点板的厚度、焊缝高度、焊缝长度等。对于螺栓连接应明确螺
栓的品种、型号与规格。对于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应明确摩擦面的处理及抗滑移系数的
要求，承压型高强螺栓连接只需提出清除连接处构件接触面的油污及浮锈；
11）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建筑物基础平面布置及详图
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和工程地质条件，选择经济合理的基础型式，绘出基础平面布置图。
常规的地基基础型式有：
1） 独立基础：绘出基础的平面及剖面、配筋、基础梁、基础垫层，标注总、分尺寸、标高
及轴线关系；
2） 条形基础：绘出基础的平面、剖面、配筋，圈梁、防潮层、基础垫层、标注尺寸、标高
及轴线关系；
3） 筏基：筏基按现浇梁板详图的方法表示，并绘出钢筋混凝土墙、柱位置；
4） 桩基：绘出承台梁或承台板的钢筋混凝士结构，并绘出桩位置、桩详图、桩插入承台的
构造等；
5） 装配式钢结构的柱基础应绘制预埋锚栓布置图及其详图，给出预埋锚栓的误差范围。基
础短柱应设置抗剪键的坑槽，并注明钢柱安装校正后二次灌浆的要求；
6） 根据规范需加设沉降观测点的基础应给出沉降观测点的平面布置及详图；
7） 天然地基如遇超挖可能，则需结合地质勘探报告预估每个基础超挖深度。
地下电缆层结构平面布置及详图
1） 根据建筑提供的平面绘出结构平面布置图并绘出与建筑图一致的轴线网及墙、柱、梁等
位置，注明梁柱编号；
2） 明确地下室的抗渗等级，施工缝、 后浇带等的设计要求；
3） 标明预留空洞、预埋管件等的位置；
4） 绘制底板、立墙配筋图。
柱平面布置及配筋图
1） 标注各柱的平面尺寸及轴线定位，注明柱编号。列表表示各柱体的层高关系；
2） 绘出每一种柱的配筋详图，可以采用平法布置表示；
3） 装配式钢结构应绘制结构平面布置图、纵向柱列竖向结构布置图、山墙结构布置图、屋
面结构布置图、钢檩条布置图，在上述结构布置图中应标明柱网尺寸、构件型号、支撑
位置、支撑形式及其截面规格尺寸等。详细绘出各构件的制作详图和安装节点详图。在
详图中标明节点板的材料品种、规格、尺寸以及连接用的焊缝、螺栓的型号、规格、尺
寸。
各层结构平面布置及配筋图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1） 根据建筑提供的各层平面绘出各层的结构平面布置图并绘出与建筑图一致的轴线网及
墙、柱、梁等位置，注明梁柱编号；
2） 屋面结构布置图要标出预留孔洞的位置，按建筑标高扣除保温、防水、找平层等总厚度
标出屋脊及檐口处等的结构标高；
3） 标出各层楼板上的预留孔洞、埋管等，注明楼层的结构标高，并加画剖面。板面标高有
变化处应绘局部剖面；
4） 可以采用平法布置表示梁、板的配筋，根据相应的国标图集规范标注。
f） 楼梯平面结构布置及配筋图
1） 应标明梯梁的代号 、间距尺寸及与建筑轴线之关系尺寸；
2） 可以采用平法布置表示梯梁、梯板的配筋，根据相应的国标图集规范标注；
3） 配合建筑节点绘制结构配筋详图。
g） 各层设备留孔、埋件及设备基础图
根据工艺要求设置预留孔、预埋件，标注预留孔、预埋件的定位尺寸及大小。
h） 圈梁与过梁平面布置图
绘出建筑物圈梁、过梁布置图，注明编号、标高以及截面尺寸和配筋 (圈梁也可用小比例
绘制单线平面示意图)。
９．８．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８．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78，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７８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计算荷载的确定和组合

2

结构内力、强度和刚度计算

3

楼(屋)盖计算

4

楼梯、阳台、过梁、雨篷等构件计算

5

地基基础计算(含变形验算)

项

目
备 注

９．８．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计算荷载的确定和组合
荷载可参照现行规范规定取值并进行荷载组合。
b） 结构内力、强度和刚度计算
结构形式一般有框架结构、排架结构、门式刚架结构、砌体结构。
1） 框、排架结构：根据作用荷载，计算各主体结构的内力及配筋，并计算侧移。对抗震设
防区，还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地震作用下地基承载力的
验算；
2） 门式刚架结构：根据作用荷载，进行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依据计算结果，选择合理的
截面尺寸。对于梁柱接头、梁的拼接节点应单独计算；
3） 砌体结构：根据砌体的不同形式分别对墙、柱及带壁柱墙的高厚比进行验算。根据构件
的受力情况对砌体进行承载力计算，另外对梁端支承处砌体进行局部受压验算。
c） 楼(屋)盖计算
根据建筑及工艺设备要求，确定结构平面布置，根据上部恒载、活载的荷载组合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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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梁等构件进行结构计算。
d） 楼梯、阳台、过梁、雨篷等构件计算
1） 根据上部恒、活载的荷载组合情况，计算梯段、斜梁等的内力及配筋；
2） 悬挑结构应对主体结构进行抗剪、扭验算。
e） 地基基础计算
1） 根据建筑物的建筑类别、上部荷载、所在区域的地质条件，选择相应的基础形式，进行
相应的地基承载力及地基变形沉降计算；
2） 基础应进行强度计算，满足构造要求；
3） 采用桩基时，应进行单桩承载力计算、承台下桩群承载力验算和承台的抗弯、抗剪、抗
冲切计算。必要时应进行群桩承台的沉降计算；采用复合地基时，应进行复合地基承载
力计算和沉降计算；
4） 地基遇有软弱下卧层时，应进行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及地基变形验算。
f） 结构及地基基础应进行抗震承载力计算，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９．９ 构支架基础施工图
９．９． 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构支架基础施工图。
９．９． ２ 图纸编制
９．９． 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7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７９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构、支架基础平面布置图

2

构、支架基础详图

3

GIS 基础预埋件平面布置及详图

备 注

９．９． 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构、支架基础平面布置图
1） 标明构架基础的平面位置尺寸与每个基础的外形尺寸、以满足基础的放线定位和基坑开
挖的施工要求；
2） 各电气间隔的设备支架基础可列入本图，也可单独绘制。设备支架基础应标明相互间距、
相间尺寸及与构架基础的关系尺寸等；
3） 基础平面图中应表示道路、电缆沟等构筑物的位置。构架、设备支架基础和电缆沟宜在
一张图中表示；
4） 平面图中应标明指北针与纵横轴线坐标；
5） 平面图右上角按统一格式列出“基础一览表”，在右下角列出必要的说明如基础材料的
要求，工程地质条件，地基处理的技术措施等。
b） 构、支架基础详图
1） 以平、剖面表示出基础的外形尺寸、杯口尺寸、垫层与埋深等；
2） 为便于调整插入柱段的对地高度，一般应在基础杯口底预留 30～50 mm 的余度，用二次
灌浆填筑，需在基础详图中标明；
3） 如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尚应按结构配筋图的要求表示出配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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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明基础埋深、标高、特别是当埋深不一致时应分别标明；
5） 对基础使用材料、绝对高程、地基强度等应在图中加以标明；
6） 遇不良地基时，基础底部的加固形式、埋深、标高等均需标明；
7） 对 GIS 基础长度较长的，可考虑采用后浇带等方式处理。
c） GIS 基础预埋件平面布置及详图
1） 根据工艺提供的资料绘制 GIS 基础平面布置图，基础的外形尺寸、标高、预留管沟，标
明埋件大小、位置，说明设备对基础面的平整度要求及埋件的防腐处理等；
2） 根据需要设置沉降观测点，明确沉降观测点的平面布置及详图。
９．９． 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９． 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0，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８０
序号

计算项目

1

构架基础计算

2

支架基础计算

3

柱脚连接计算

计 算

项

目
备 注

９．９． 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构架基础计算
1） 基础的地基承载力、抗拔与抗倾覆稳定需进行验算；
2） 受拉柱脚应分别验算管壁与新混凝土(二次灌浆)，新混凝土与杯壁之间的结合能力及新混
凝土的抗剪强度。
b） 支架基础计算
1） 基础的地基承载力与抗倾覆稳定需进行验算；
2） 对 GIS 支架基础：由于其对沉降较敏感，主要进行地基承载力及不均匀沉降的计算。
c） 柱脚连接计算
计算柱脚连接件的数量、规格，连接件的强度等。
d） 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地震作用下地基承载力的验算。
９．１０ 主变压器（高抗）基础及防火墙施工图
９．１０．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主变压器(高抗)基础及防火墙施工图。
９．１０．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０．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8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８１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主变压器(高抗)基础平面图

2

主变压器(高抗)基础详图

3

中性点小电抗基础详图

4

设备支架基础平面图

目

录
备 注

仅高抗分册有

67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5

防火墙梁柱及基础详图

表 ８１（续）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6

支架安装图

7

杆段加工图

8

杆段加工汇总表

9

油坑盖板布置及详图

若油坑采用盖板

９．１０．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主变压(高抗)器基础平面图
1） 应绘制基础平面图和剖面图；
2） 平面图中应标明储油坑、主变(高抗)基础集油井的平面尺寸以及主变基础中心线、储油坑
中心线和主变构架中心线之间的关系尺寸.标明主变(高抗)基础留孔、埋件的位置、尺寸，
注明储油坑底排油坡度，若储油坑采用盖板，应绘制盖板平面布置及详图；
3） 剖面图中应标明主变(高抗)基础的断面尺寸、储油坑和集油井的高度和深度，并标明主变
(高抗)基础、储油坑、集油井等材料以及对卵石层的要求；
4） 注意与主变(高抗)消防设施相关基础的关系；
5） 针对不同的工程地质情况采用桩基或天然地基形式；
6） 根据需要设置沉降观测点，明确沉降观测点的平面布置及详图。
b） 防火墙施工图
1） 应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
2） 平面图中应标出平面尺寸、柱距及与主变基础的关系尺寸；
3） 剖面图中应标出防火墙的厚度、高度及框架梁的位置，并标注变压器油枕标高的位置；
4） 应绘制出基础详图及结构配筋图；
5） 可以采用平法布置表示梁、柱的配筋，根据相应的国标图集规范标注；
6） 说明使用的材料及施工要求。
c） 其余图纸深度要求，可参照相关卷册对应内容。
９．１０．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１０．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2，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８２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主变(高抗)基础计算

2

防火墙计算

项

９．１０．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主变(高抗)基础计算
1） 主变(高抗)基础应进行地基承载力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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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桩基时，应进行单桩承载力计算、承台下桩群承载力验算和承台的抗弯、抗剪、抗
冲切计算。必要时应进行群桩承台的沉降计算；采用复合地基时，应进行复合地基承载
力计算和沉降计算。
b） 防火墙的计算应根据不同的结构形式进行结构的强度、变形或稳定性计算。
c） 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地震作用下地基承载力的验算。
９．１１ 构架施工图
９．１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新建和扩建的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构架施工图。
９．１１．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83，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８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首页图

2

构架轴测图

3

柱单线图

4

构架柱组装图、节点详图

5

横梁结构详图

6

杆段加工制作图

7

梁柱通用节点详图

8

地线柱结构详图

9

柱帽结构详图

10

横档结构详图

11

爬梯结构详图

12

横梁走道结构详图

13

爬梯结构图

14

法兰制造图

15

构架避雷针详图

16

节点连接抱箍详图

目

录
备 注

用于格构式结构

用于格构式结构

９．１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首页图
1） 本册设计说明，着重说明设计依据、荷载数据、自然条件等内容；
2） 说明设计构造在图纸中不能表示清楚的内容；
3） 明确材料采购、加工制作、除锈防腐措施等；
4） 施工安装中应注意的操作工艺和质量要求，指出必须遵守的验收技术规范等。
b） 构架轴测图
1） 根据构架的结构形式绘出构架的全貌，注出构架纵向横向尺寸及结构标高；
2） 标明构架组成构件的编号或代号，其编号(或代号)应按安装单元划分，整个工程应按统一
的编号(或代号)方法，力求简单、明了，分类清楚。并按统一格式在图右上角列出“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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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一览表”；
3） 标明指北针，标出构架的纵横坐标轴线。
c） 构架柱组装图及节点详图
1） 标明构架的正视图与侧视图，注明构架的相间尺寸、宽度、高度及根开尺寸；
2） 标明构架梁与柱及柱与基础的连接方式以及埋置深度，连接节点大样图可汇入本图，也
可单独绘制；
3） 组装图中应注明节点编号及构件编号(或代号)，并按统一格式列出“构架组装一览表”；
4） 组装图中应表明构架的爬梯位置和尺寸；
5） 当构架柱采用钢筋混凝土环形截面杆时，应标明环形杆柱的分段尺寸及分段编号；
6） 必要的设计说明及施工注意事项；
7） 对格构式构架应标明螺栓的性能等级及规格、垫圈、螺杆长度、螺孔布置等，并绘制柱
的单线图，注明根开及节间主斜材尺寸。
d） 横梁结构详图
1） 钢横梁需画出结构单线展开图，在图中应注明不同节间长度的斜材两端间的中心尺寸。
2） 绘出钢梁的正视(仰视)图，绘出端部、分段处 、挂线板等断面处的结构外形图，应表明
主斜材、节点板、缀板(条)的编号和尺寸，并提出对焊缝的要求。如为螺栓连接时，应标
明螺栓的性能等级及规格、垫圈、螺杆长度、螺孔布置等。要求图纸的总、分尺寸应齐全；
3） 应标明梁端与连接构件(例如构架柱)的关系尺寸、连接形式，标明挂线板的材料型号与主
材的连接方式以及挂线孔的位置尺寸。非对称梁还应标明安装方向；
4） 主斜材的连接应绘制大样图，以确定斜材的长度与切角尺寸，并注明杆件末端至几何交
点的尺寸；
5） 钢构件的编号应按主材—斜材—腹杆—节点板的顺序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编排；
6） 绘制支座节点、拼装节点大样图，连接螺孔的孔距、孔径，注明连接螺栓规格、长度与
丝扣长度。当主要接头需双螺帽时，应特别加以注明，以引起重视；
7） 在图右上角应按统一格式列出“材料明细表”；
8） 应说明横梁预起拱值。
e） 杆段加工制作图
1） 用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表明杆段各部分构造。如采用钢筋混凝土环形杆，应绘出主
筋和构造筋配置，螺旋筋和内钢箍间距、穿钉管、预埋件的位置、接头构造等。当采用
钢管杆分段连接时，应注明分段尺寸及分段编号；
2） 为便于加工，可将各分册所使用的杆段加工图汇总绘制在一张图上，此时不同规格的杆
段，可按上段、中段、下段分类，仅画出单线外形图，对杆段端部、接头处、接地螺母、
预埋件以及特殊要求处可绘出局部大样图，在中分类标明；
3） 图纸中应附“材料明细表”，表内应注明混凝土与钢筋的强度等级、杆段段别、材料编
号、规格、尺寸、数量及重量。
９．１１．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１１．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4，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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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构架强度与变形计算的荷载组合计算

项

目
备 注

Q / GDW ３８１．１ — ２００９
序号

计算项目

备 注

2

横梁构件的强度、稳定、挠度计算

3

柱的强度、变形计算

4

连接件的强度计算

９．１１．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构架强度与变形计算的荷载组合计算
根据电气专业提供的荷载对各工况下的最不利组合进行计算。
b） 横梁构件的强度、稳定、挠度计算
验算主、斜材的强度和稳定，对水平斜材验算局部弯曲应力，对横梁的整体挠度进行验
算。
c） 柱的强度、变形计算
1） 按受力性质进行受弯、偏压或偏拉的强度计算，并应对钢筋混凝土环形杆的变形，抗裂
度和在使用荷重作用下的裂缝宽度进行计算；
2） 抗震设防烈度 7～9 度地区变电站的构架及设备支架，应计算地震作用和荷载效应组合。
d） 连接的强度计算：对钢梁或钢柱分段连接处的焊接或螺栓连接等进行强度和变形计算。
e） 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地震作用的计算。
９．１２ 设备支架施工图
９．１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新建和扩建的 220kV～750kV 变电站的设备支架施工图。
９．１２．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8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８５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设备支架平面布置图

2

各类设备支架安装图

3

设备支架杆段加工图

4

杆段汇总表

录
备 注

９．１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设备支架平面布置图
1） 各电气间隔的设备支架图可以与基础图一起绘制并列入设备支架基础平面布置图，也可
单独绘制；
2） 平面图中还应表示出道路、电缆沟等构筑物的位置；
3） 平面图中应表明指北针与纵横轴线的坐标，轴线编号应和构架轴侧图对应；
4） 平面图右上角按统一格式列出“设备支架一览表 ”，表中明确各种设备支架高度、杆型、
安装图号、重量等。
b） 各类设备支架安装图
1） 以平、立面表示出支架高度、型号、标高等。注明杆段的埋件位置、接地件等；
2） 右上角按统一格式列出“材料重量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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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说明杆段±0.00 相对的绝对高程，设备杆段的安装二次灌浆的要求，杆段的防腐要求
等。
4） 如采用钢筋混凝土环形杆，应绘出主筋和构造筋配置，螺旋筋和内钢箍间距、穿钉
管、预埋件的位置、接头构造等。当采用钢管杆分段连接时，应注明分段尺寸及分
段编号。
９．１２．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１２．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6，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８６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支架的强度与位移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９．１２．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按受力性质进行强度计算，对钢筋混凝土环形杆的变形、抗裂度及在使用荷重作用下的裂缝宽度进
行计算。
对设备支架进行自振频率计算。
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地震作用的计算。
９．１３ 独立避雷针
９．１３．１ 适用条件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独立避雷针施工图。
９．１３．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87。
表 ８７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独立避雷针组装图

2

独立避雷针基础详图

3

各杆段的结构详图

录
备 注

９．１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独立避雷针组装图
1） 绘制避雷针的正视图，注明各分段的尺寸、宽度、高度；绘制接地件的规格、数量及连
接方式；
2） 标明避雷针与基础的连接方式及埋置深度，连接详图可绘于本图，也可单独绘制；
3） 正视图中应注明杆段的编号(或代号)，并按统一格式列出“构件一览表”；
4） 必要的设计说明及施工注意事项。
b） 独立避雷针基础详图，参照构支架基础详图要求。
c） 各杆段的结构详图
1） 用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标示杆段各部分构造。
2） 对杆段端部、接头处、预埋件以及特殊要求处应绘出局部大样图，并在“材料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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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类列出；
3） 图纸中应附“材料明细表”，表内应注明材料的强度等级、杆段编号、材料编号、规格、
尺寸、数量、单重及重量小计。
９．１３．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１３．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88，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８８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避雷针振动周期计算

2

强度和挠度计算

3

基础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９．１３．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避雷针振动周期计算：对独立避雷针进行振动周期计算。
b） 强度和挠度计算：对独立避雷针进行强度和挠度的计算。
c） 基础计算
基础一般采用混凝土插入式杯型刚性基础，可按重力式基础计算。当支架基础处于稳定的
地下水位以下时，应考虑浮力的影响。此时基础和土应取其有效重度。支架基础应进行上拔及
倾覆稳定计算。
d） 应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对避雷针进行地震作用的计算、对避雷针基础
进行地震作用下地基承载力的验算。
９．１４ 站区地基处理
９．１４．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区地基处理。
９．１４．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8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８９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地基处理设计说明

2

地基处理平面布置图

3

地基处理详图

录
备 注

９．１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地基处理设计说明
1） 设计依据：采用的现行的设计规范及地质报告简介；
2） 采用的地基处理方案及相关的参数，如预制桩的选型、灌注桩的规格、进入持力层的深
度要求，承载力的指标等等；
3） 地基处理工程量一览表；
4） 地基处理综合试验要求及工程施工后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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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注意事项。
b） 地基处理的平面布置
1） 根据确定的方案，结合上部荷载情况，绘出单体或整个场地的处理平面布置图及详图，
并列出工程量一览表。
2） 对为防止大面积沉降而设计的地基处理方案如真空预压、真空堆载联合预压、堆载预压
等，则需要提出具体的加载方案、需要达到的固结度参数，绘出预压场地的平剖面图、
排水沟道(盲沟、明沟)布置图及各种构造详图，并标注材料的规格、品种。
９．１４．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根据工程具体的地基处理方案进行相关的计算。当采用桩基时，应进行单桩承载力计算、承台下桩
群承载力验算和承台的抗弯、抗剪、抗冲切计算，必要时应进行群桩承台的沉降计算；当采用复合地基
时，应进行复合地基承载力和沉降计算。
９．１５ 地下水工构筑物土建施工图
９．１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事故油池、雨水泵井、深井泵房、污水处理池、消防水
池等地下水工构筑物。
９．１５．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５．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９０

图 纸

目

序号

图纸名称

1

平面布置、剖面及节点

2

配筋图

录
备 注

９．１５．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水工构筑物的平面布置、剖面及节点图
1） 根据工艺专业资料，在布置图中标注设备埋件、管道及预留孔口的位置，并标注尺寸等；
2） 标注所采用的水工构筑物的壁厚、埋深等；
3） 绘出爬梯、埋件等布置位置、节点图及数量汇总表，说明具体的防腐要求；
4） 附必要的说明。如池体的抗渗等级、施工缝的处理、套用的标准图集及施工的注意事项
等。
b） 配筋图
1） 绘出池体各方向的配筋图，绘出钢筋大样图；
2） 绘出池体留孔钢筋加强图；
3） 附必要的说明。如池体的抗渗、钢筋等级、混凝土标号以及钢筋保护层厚度等。
９．１５．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９．１５．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91，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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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算项目

1

抗浮计算

计 算

项

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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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算项目

备 注

2

池体底板、立墙计算

９．１５．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抗浮计算
事故油池、消防水池，雨水泵井等水工地下构筑物，当墙外地下水位较高时，应先校核
抗浮是否稳定。
b） 池体底板、立墙计算
底板和立墙应进行内力、配筋及裂缝开展宽度等计算。
９．１６ 征地拆迁图
９．１６．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征地拆迁图。
９．１６．２ 图纸编制
９．１６．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2。
表 ９２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征地拆迁说明

2

征地拆迁图

目

录
备 注

９．１６．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征地拆迁说明
1） 应说明站址地理位置、行政隶属地、建设场地及周边地面原有建筑物、构筑物、植被、
地下矿藏文物等自然情况；
2） 应说明建设场地征用土地的类型、面积、标准及依据；
3） 应说明拆迁原则及拆迁量的计算方法。拆迁内容包括林木、青苗、经济作物、城市绿化、
建构筑物、电力通信线路设施、水利设施等。
b） 征地拆迁图
1） 应绘制征地范围图，图中应表示拆迁量分布平面图；
2） 应列表说明有关拆迁量的详细情况，包括拆迁量所处位置、拆迁量，如拆迁房屋应说明
房屋结构型式、类别、层数、拆迁面积；对乡村道路还建部分，应表述还建道路的位置、
路宽、长度和建设标准等；
c） 宜提供需要拆迁的现场照片。
１０

水工消防部分

１０．１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１０．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水工消防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１０．１．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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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2

设备材料清册

目

录
备 注

１０．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本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执行的主要规程、规范和采用的主要标准(名称、编号、年号、版本号)；
2） 工程依据性文件；
3） 水工部分设计范围；
4） 给水排水及消防方案简述；
5） 对图纸无法表达或必须重视的技术问题作必要简述。
6） 卷册目录包括水工消防专业所有卷册，给出卷册名称及卷册编号。
b） 设备材料清册
应列出水工消防专业施工图所有卷册的设备材料。
１０．２ 站区上下水管道施工图
１０．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区上下水管道施工图。
１０．２．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4，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９４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站区上下水管及消防管道平面布置图

2

污水处理工艺布置图

3

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１０．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站区上下水管道平面布置图
1） 应说明管材及接口、管道基础、给水管道试验压力、管道防腐方法及敷设要求，图例符
号说明，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等；
2） 平面图中应注明所有水工建(构)筑物及地下设施的坐标、尺寸，并应标注指北针；
3） 给水管道应注明管道长度、管径、标高和转角坐标。
4） 排水管道应注明管道坡度、管径及标高，检查井编号。
5） 应注明小型给水排水构筑物（检查井、阀门井、消火栓、洒水栓、化粪池等）的具体做
法。
b） 污水处理设施(备)布置图
1） 设施(备)平、剖面图中应标出其坐标、方位 ，设备和管道的布置、管径和标高。
2） 简要说明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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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２．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１０．２．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95，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９５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用水量计算

2

给水管网水力计算

3

排水管网水力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１０．２．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用水量计算
按照现行《变电所给水排水设计规程》所规定的用水量指标进行计算。变电站用水量计
算包括生活用水、生产人员淋浴用水、暖通用水、消防用水等，未预见用水量按各项用水总
量的 20%计。
b） 给水管网水力计算
根据水力计算得出管径，求出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及静扬程后，推算出深井潜水泵和供水
设备的扬程。
c） 排水管网水力计算
根据水力计算得出管径和相应的坡度。
１０．３ 室内上下水管道安装图
１０．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新建和扩建的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室内上下水管道安装图。
１０．３．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6，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９６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室内各层上下水管道平面图

含消防给水

2

室内上下水道系统图

含消防给水

3

材料汇总表

１０．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室内各层上下水管道平面图
1） 应说明管材及接口，管道防腐方法，室内±0.00m 相当于站区的绝对标高，图例符号说明，
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
2） 图中应注明各卫生设备和管道的位置与管道管径，与室外管道接口处的坐标和管道管径。
b） 室内上下水道系统图
图中应注明各层管道的标高与管道管径，与室外管道接口处的标高与管道管径，排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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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明管道的坡度。
c）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４ 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管道安装图
１０．４．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管道安装图。
１０．４．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４．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９７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管道平面布置图

2

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剖面图

3

水泵安装图

4

设备材料汇总表

１０．４．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管道平面布置图
1） 应有水泵和其它设备的安装运行说明，管道试验压力，管道防腐方法及敷设要求，泵房
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等。
2） 泵房平面图中应标出泵房的方位，水泵和管道的布置。
3） 应注明各种附件(管道支吊架，通风帽、吸水喇叭口等)的具体做法。
b） 生活消防泵房及蓄水池剖面图
泵房剖面图中应标出水泵和管道的布置、标高。
c） 水泵安装图
水泵安装图中应表明基础的预留孔洞和埋件尺寸、位置、水泵和电动机本体的外形尺寸、
水泵进出口位置、标高，还应注明水泵和电动机规格、型号、重量等。
d）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４．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１０．４．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98，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９８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消防泵流量、扬程计算

2

蓄水池容积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１０．４．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消防泵流量、扬程计算
根据室内外消火栓及主变压器水喷雾消防设计流量及所需压力确定消防泵的流量和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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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b） 蓄水池容积计算
根据室内外消火栓及主变压器水喷雾消防总用水量确定蓄水池有效容积。
１０．５ 深井井室（泵房）管道安装图
１０．５．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新建和扩建的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深井井室(泵房)管道安装图。
１０．５．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５．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9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９９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深井井室(泵房)平剖面图

2

深井潜水泵安装图

3

设备材料汇总表

１０．５．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深井井室(泵房)平剖面图
1） 应有深井潜水泵和其它设备的安装运行说明，管道试验压力，管道防腐方法及敷设要求，
井室(泵房)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等；
2） 井室(泵房)平面图中应标出泵房的方位，水泵和管道的布置；
3） 井室(泵房)剖面图中应标出水泵和管道的布置、标高。
b） 深井潜水泵安装图
水泵安装图中应表明基础的预留孔洞和埋件尺寸、位置；水泵和电动机本体的外形尺寸、
水泵进出口位置、标高，还应注明水泵和电动机规格、型号、重量等。
c）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６ 主变压器灭火系统安装图
１０．６．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主变压器灭火系统安装图。
１０．６．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６．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0，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０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主变压器灭火系统原理图

2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平面布置图

3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立面布置图

4

主变消防设备间详图

5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系统图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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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纸名称

6

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１０．６．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主变压器灭火系统原理图
对主变压器消防方式在灭火机理、系统动作原理等方面做出说明。
b）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平面布置图
1） 注明管径、管材及接口、工作压力、试验压力、管道走向、防腐措施等具体要求；
2） 喷头、雨淋阀及其它阀门的安装位置、喷头的安装角度等。
c）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立面布置图
注明管道管径、标高、管道走向等具体要求。
d） 主变消防设备间详图
注明设备间内的主变消防设备及管道的平面定位及标高。
e） 主变压器消防管道系统图
注明管径、管道走向、管道标高、喷头等具体要求。
f）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７ 雨水泵井安装图
１０．７．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雨水泵井安装图。
１０．７．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７．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1，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１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雨水泵井管道安装图

2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１０．７．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雨水泵管道安装图
1） 应有潜水排污泵和其它设备的安装运行说明，管道试验压力，管道防腐方法及敷设要求，
雨水泵井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等。
2） 雨水泵井平面图中应标出泵房的方位、水泵和管道的布置。
3） 雨水泵井剖面图中应标出水泵和管道的布置、标高。
4） 潜水排污泵安装图中应表明基础的预留孔洞和埋件尺寸、位置；潜水排污泵和电动机本
体的外形尺寸、潜水排污泵进出口位置、标高，还应注明潜水排污泵和电动机规格、型
号、重量等。
b）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７．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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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02，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０２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潜水排污泵流量、扬程计算

2

雨水泵井容积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１０．７．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潜水排污泵流量、扬程计算
根据站区污水排水量及雨水设计流量之和确定潜水排污泵流量；根据排水点最高水位确定
潜水排污泵扬程。
b） 雨水泵井容积计算
根据选定的潜水排污泵的流量确定集水井容积。
１０．８ 事故油池管道安装图
１０．８．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事故油池管道安装图。
１０．８．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８．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3。
表 １０３

图 纸

序号

图纸名称

1

事故油池管道安装图

2

设备材料汇总表

目

录
备 注

１０．８．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事故油池管道安装图
1） 应说明管道防腐方法及敷设要求，事故油池管道安装与施工应遵守的规范等；
2） 事故油池平面图中应标出方位和管道的布置；
3） 事故油池剖面图中应标出管道的布置、标高。
b） 设备材料汇总表
设备材料汇总表应注明序号、名称、型号与规格、单位、数量及备注。
１０．８．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１０．８．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04，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０４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事故油池容积计算

项

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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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根据相关规程规范确定事故油池的有效容积。
１０．９ 建筑物灭火器及主变消防砂箱配置
１０．９．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建筑物灭火器及主变消防砂箱配置。
１０．９．２ 图纸编制
１０．９．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5，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５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分册说明

2

建筑物各层灭火器平面布置图

3

主变消防砂箱平面布置图

4

消防砂箱详图

１０．９．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分册说明
1） 说明灭火器配置的设计依据；
2） 统计整个工程的灭火器配置数量。
b） 建筑物各层灭火器平面布置图
结合主要生产建筑物的平面布置，按现行的《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及《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规范》配置灭火器并标注定位尺寸，明确灭火器的布置形式(嵌入式或落地式)，绘制
灭火器配置一览表。若室内采用水消防、合成泡沫、气体等固定灭火系统时，应绘出消防管
道、喷头等设施的平面位置。
c） 主变消防砂箱平面布置图
标明新建变压器在总平面的位置，确定消防砂箱的定位。
d） 消防砂箱详图
1） 根据主变的防火要求配备消防器材；
2） 绘出消防砂箱的建筑结构图。
１０．９．３ 计算项目及其深度要求
按现行的《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进行全站的消防器械的配置计
算。
１１

暖通部分

１１．１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１１．１．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暖通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１１．１．２ 图纸编制
１１．１．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6。
表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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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纸名称

备 注

1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2

设备材料清册

１１．１．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总说明及卷册目录
本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变电站所在地区环境气象参数；
2） 执行的主要规程、规范和采用的主要标准(名称、编号、年号、版本号)；
3） 工程依据性文件；
4） 室内设计参数；
5） 电锅炉房设计说明及设备材料选型；
6） 采暖方案说明及采暖设备材料选型；
7） 通风方案说明及通风设备材料选型；
8） 空调方案说明及空调设备材料选型；
9） 设备性能要求；
10） 设备控制方式及要求；
11） 施工安装注意事项及要求。
12） 卷册目录包括暖通专业所有卷册，给出卷册名称及卷册编号。
b） 设备材料清册
应列出暖通专业施工图所有卷册的设备材料。
１１．２ 主控通信楼（综合配电楼）采暖通风及空调施工图
１１．２．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主控通信楼、综合配电楼采暖通风及空调图。
１１．２．２ 图纸编制
１１．２．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7，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７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设计施工说明

2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流程图

3

各层采暖通风及空调平面布置图

4

各通风空调剖面图及安装详图

5

主要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１１．２．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a） 设计施工说明
本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气象条件、并分别介绍采暖、通风及空调方案；
2） 各种材料材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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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性能参数及要求；
4） 采暖、通风及空调设备安装图集；
5） 设备控制方式及要求；
6） 施工注意事项，包括防小动物的具体措施；
b）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流程图
1） 注明采暖通风空调设备编号；
2） 注明采暖通风空调管道大小及标高；
3） 注明气(水)流方向机及经过各个设备的次序。
c） 各层采暖通风及空调平面布置图
1） 应绘制各层采暖通风及空调平面布置图；
2） 说明采暖通风及空调设置依据；
3） 风机、空调设备及管道相对尺寸及平面定位尺寸；
4） 风机、空调设备应编号；
5） 管道尺寸应注明。
d） 各通风空调剖面图及安装详图
1） 应绘制通风空调剖面图及安装详图，并注明安装图集及图集号；
2） 应标明通风空调设备及管道安装高度；
3） 设备、管道与土建预留空洞、预埋件的关系。
e） 主要设备材料汇总表
1） 按编号注明各主要设备材料型号、数量及性能参数；
2） 注明各主要设备安装位置；
3） 注明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及材料。
１１．２．３ 计算深度要求
１１．２．３．１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08，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０８

计 算

项

序号

计算项目

1

建筑外维护结构热工性能计算

2

各采暖房间采暖热负荷计算

3

采暖设备选型计算

4

采暖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5

各通风房间通风量计算

6

各空调房间空调冷、热负荷计算

7

通风设备选型计算及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8

空调设备选型计算及管路系统水力计算

目
备 注

１１．２．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建筑外维护结构热工性能计算
根据建筑资料验算是否满足节能标准及室内不结露的要求，并计算维护结构传热系数。
b） 各采暖房间采暖热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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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室内设计温度、维护结构传热系数、房间朝向、高度等计算房间
采暖热负荷，采暖负荷的计算不考虑室内设备散热。
c） 采暖设备选型计算
确定采暖方案，利用电锅炉、电暖器和空调的不同性能来计算，空调计算应考虑室外温度、
管道长度等引起的衰减。锅炉容量、水泵流量及扬程、水处理设备水处理量、管道管径及流速、
水头损失等必须进行核算；散热器计算应根据采暖系统、进出口水温、室内温度、散热器水容
重及传热系数等综合考虑。
d） 采暖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仅限严寒地区电锅炉采和管路系统较长的空调采暖系统。
e） 各通风房间通风量计算
根据电气专业提供资料，考虑排除室内余热余湿和事故通风换气次数要求，两者相比较
取较大的通风量。
f） 各空调房间空调冷、热负荷计算
对于电气设备散热量占主要冷负荷的电气设备间，空调冷负荷可采用冷负荷指标计算；
其它电气设备间及附属房间应采用维护结构耗热、设备及灯光散热、太阳辐射得热、人体散
热等因素综合逐时计算。
g） 通风设备选型计算及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利用风量、风压、管道布置、风速、噪音等因素、综合考虑计算选择通风设备及管道。
h） 空调设备选型计算及管路系统水力计算
根据冷热负荷及各房间功能要求，计算选择不同的空调设备。分体空调连接管路较短时
不考虑水力计算，连接管路较长时需考虑衰减。
１１．３ 站区辅助建、构筑物采暖通风及空调图
１１．３．１ 适用范围
本部分内容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的站区辅助建、构筑物采暖通风及空调图。
１１．３．２ 图纸编制
１１．３．２．１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109，可视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图纸名称及张数。
表 １０９

图 纸

目

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设计施工说明

2

电锅炉房系统流程图

3

电锅炉房设备及管道平面布置图

4

电锅炉房剖面及安装大样图

5

电缆隧道通风平、剖面图及安装详图

6

其它各建、构筑物通风空调系统流程图

7

其它各建、构筑物采暖通风及空调平面布置图

8

其它各建、构筑物通风空调剖面图及安装详图

9

主要设备材料汇总表

备 注

１１．３．２．２ 图纸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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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锅炉房系统流程图，
1） 应明确表示电锅炉工作原理及系统流程；
2） 应注明电锅炉房设备编号；
3） 注明管道大小及标高；
4） 注明水流方向及经过各个设备的次序；
5） 注明各种附件顺序及安装位置。
b） 电锅炉房设备及管道平面布置图
1） 电锅炉房内各设备及管道布置相对位置；
2） 标明各设备及基础平面定位尺寸；
3） 标明各管道平面布置位置及大小；
4） 注明各设备编号。
c） 电锅炉房剖面及安装大样图
1） 标明各设备、管道高度及相对关系；
2） 标明各设备及管道安装相对位置；
3） 标明设备、管道与基础、留空孔、预埋件的关系；
4） 标明管道管径、壁厚及坡度。
d） 其余图纸深度参照 11.2.2.2 相关要求。
１１．３．３ 计算深度要求
１１．３．３．１ 计算项目
电锅炉部分计算项目见 110，其他辅助建、构筑物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12，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
表 １１０

计 算

序号

计算项目

1

电锅炉房设备选型计算

2

电锅炉设备及管道安装及水力计算

项

目
备 注

１１．３．３．２ 计算深度要求
a） 电锅炉房设备选型计算
根据采暖负荷、供暖区域、循环阻力等参数，计算选择电锅炉及其它采暖设备。
b） 电锅炉设备及管道安装及水力计算
根据循环阻力、水压、水温、管道流程及布置等进行安装及水力计算。
c） 其它辅助建、构筑物计算深度要求参照 11.2.3.2。
１２

施工图预算

１２．１ 施工图预算内容及深度
预算书应包括编制说明、预算表及附表附件。
１２．１．１ 施工图预算编制说明
a） 工程概况：工程性质(新建、扩建或改建)、工程建设地点和地理位置、设计依据、建设规模(主
要电气设备容量、型号、各级电压主接线及出线回路数、配电装置形式、主要建筑面积及其结
构形式等)、建设场地情况(建设场地占地面积、抗震设防烈度、洪水位、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土石方工程量、地基处理、地下水位等)、工程特点等、预算总投资。
b）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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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量：依据施工图设计说明、施工图图纸及主要设备材料清册；
3） 预算定额：所采用的定额名称、版本、年份。采用补充定额、定额换算及调整时应有说
明；
4） 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所依据的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名称、版本、年份。建筑安装工程
费中各项取费的计算依据。上述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的费用的编制依据；
5） 人工工资：所采用的定额人工工资单价及相关人工工资调整文件；
6） 材料价格：装置性材料价格的计价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定额内消耗性材料价格调整系
数的计价依据、价格水平年份。建筑工程材料价格的计价依据、采用的信息价格时间和
地区；
7） 机械费用：安装工程定额内机械费用调整系数的计费依据、费用水平年份和地区。建筑
工程机械费用调整的计费依据、费用水平年份和地区；
8） 设备价格：设备价格的计价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设备运杂费费率的确定依据。超限设
备运输措施费计算方法和依据；
9） 编制年价差：编制年价格的取定原则和主要材料的取定价格，编制年价差的计算方法；
10）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建设场地征用、租用及拆迁赔偿所执行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和
计算依据；
11） 特殊项目：应有技术方案和相关文件的支持，按本规定要求的深度编制施工图预算；
12） 价差预备费：价格上涨指数及计算依据，预算编制水平年至开工年时间间隔；
13） 建设期贷款利息：资金来源、工程建设周期和建设资金计划、贷款利率。
c） 其他有关说明：对施工图预算中遗留的问题应加以重点说明。
d） 与初设概算的对比分析：对本工程施工图预算与初步设计概算的投资进行简要分析比较，阐述
投资增减原因。
１２．１．２ 预算表及附表附件
a） 施工图预算的表格形式及分类，按《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的规定执行；
b） 施工图预算包括：预算编制说明、总预算表(表一甲)、专业汇总预算表(表二甲)、安装工程预
算表(表三甲)、建筑工程预算表(表三乙)、其他费用预算表(表四)、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用预
算表(表七)；
c） 施工图预算附表附件包括：编制年价差(设备、人工、材料、机械)计算表、调试费用计算表、
特殊项目的依据性文件及建设预算表；
d） 附表附件不限于以上内容。为清晰完整地表达施工图中的各项工程量，可以补充工程量统计、
计算表格。
１２．２ 工程量计算原则
工程量计算应以定额规定及定额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准，并以施工图纸为依据，参照
设备安装图纸等进行计算。
工程量的编制按照输变电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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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 ４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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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
内容深度规定
第一部分：变电站
编 制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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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背景和依据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加强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工作启动会议及第一次协调会议纪
要的通知》（基建技术〔2009〕112 号）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二 编制原则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
运行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工业化”的原则，通过技术创新和依靠科技进步，突出展现设计方案
的可靠性、经济性、先进性。
编写规格和规则按 DL/ T 600—2001《电力行业标准编写基本规定》，并与《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初
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电力电缆工
程、电力光纤通信)及《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
（2006）进行有效衔接。
三 工作过程
1 2009 年 4 月，成立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编制工作组，并召开启动
会。会议明确国网基建部牵头，国网经研院具体负责，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江苏
省电力设计院、华东电力设计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
2 2009 年 5 月 8 日，编制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协调会。为使本规定符合电网建设的新发展，
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建设，响应国家电网公司加强工程量管理的要求，会议对编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
编制大纲及模板。
3 2009 年 6 月至 7 月，编制组深入开展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
广泛征求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电力行业标准化、信息化研究推广
应用的成果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规定（草稿），期间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并按照会议的意见进行修订补充。
4 2009 年 7 月 25 日，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初稿)编制完
成。
5 2009 年 7 月 29 日，工作组邀请国内设计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
度规定(变电站)》(初稿)进行内部评审。与会专家对本规定(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宝贵建议，使
该规定更为适用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征
求意见稿)。
6 2009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征求意见稿在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网站上挂网征求意见。各网省（市）
电力公司的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7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工作组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送审稿)。
8 2009 年 8 月 17 日，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组织公司科技部、建设部、部分网省（市）电力公司专
家、设计单位专家及参编单位进行本规定的正式评审，根据审查会的意见，编制组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
推敲讨论后，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报批稿)。
四 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分 12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
录、电气一次部分、电气二次部分、系统二次部分、土建部分、水工消防部分、暖通部分、施工图预算。
1 范围
明确了本规定适用于 220kV～750kV 变电站(开关站）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的设计；串补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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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站和 220kV 以下的变电站工程的设计可参照执行。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作出要求，不作为各设
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规定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适应于本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规定了设计文件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等，应执行基建程序、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标
准工艺，并规定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包含的内容及深度基本要求。
5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及目录
规定了该册图纸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6 电气一次部分
规定了电气一次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7 电气二次部分
规定了电气二次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8 系统二次部分
规定了系统二次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包括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系统调
度自动化、站内通信。
9 土建部分
规定了土建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10 水工消防部分
规定了水工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11 暖通部分
规定了暖通专业各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12 施工图预算
规定了施工图预算编制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五 条文说明
４ 总则
４．４ 增加对施工及安装工艺的要求，工艺设计应满足国网公司编制并发布的《输变电工程工艺标
准库》要求。
６ 电气一次部分
本章规定电气一次等方面施工图的设计内容及深度，并规定相应的图纸目录和图纸深度内容，以及
相应的计算项目和深度要求。
应明确设计单位对外接口划分，做到任务明确，责任清晰。随着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保护、监
控及自动化装置、部分配电装置（如 GIS 设备）由厂家成套供货，涉及到设计单位与制造厂的设计分界。
该部分内容应在技术协议中给出明确工作划分。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单位应加强外部接口管理，必
要时提请业主组织召开设计联络会，以加强与制造厂的沟通力度，对制造厂提交的资料认真核实、双方
签字确认并归档备查。
设计单位应根据制造厂提供的资料绘制符合电力工程建设要求的基础图、安装图、二次原理及连接
图等，深度参照本规定相关章节要求。
对设备的特殊要求，除需要在技术协议中给予明确规定外，还应反映在施工图图纸中，应对施工中
必须注意的关键点，如设备接地、电磁屏蔽、电缆选型等要求，在设计图纸中给予明确的尺寸标示，并
说明安装、选型要求等相关事项。
６．２ 电气主接线图及电气总平面布置图
本部分内容为变电站电气主接线及电气总平面布置内容，本节也可与 6.1 节合并。考虑到电气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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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及电气总平面为各工程的司令图，而电气一次施工说明及设备材料清册通常在最后出版，因此本章建
议此章节可单独成册。
６．３ 35kV～750kV 屋外配电装置
本部分内容 66kV、35kV 分别为 750kV 及 500kV 变电站主变压器低压侧配电装置，可依据工程情
况单独成册，也可并入 6.5 节出版。
６．７ 10kV～35kV 屋内配电装置
本部分不考虑屋内装配式配电装置。
７ 电气二次部分
第 7.3 节～7.8 节、第 7.14 节～7.18 节，根据实际情况，二次线卷册与对应的二次线安装接线卷册
也可合并。
第 7.7 节～7.8 节，本部分是按保护、测控装置分别配置且组柜方案编写的，部分地区保护、测控采
用一体化装置的图纸可参照本节内容。
７．８ 站用电源及电动机二次线
采用接地变兼站用变时,参照此节。
７．１０ 交流不停电电源(UPS)系统
分变电站配置了逆变电源，考虑到其工作原理与交流不停电电源相同，逆变电源相关图纸可参照
本节内容。
７．１３ 计算机监控系统
本部分内容为计算机监控部分，间隔层监控设备的图纸可并入各间隔的二次线卷册中，便于现场查
找。
７．１８ 10kV～66kV 二次线安装接线图
考虑到 10kV～35kV 一次设备一般采用开关柜，66kV 一次设备一般采用 AIS 与组合电器两种形式。
本节对 10kV～35kV 采用开关柜与 66 kV 采用组合电器分别进行了描述。
７．１９ 时钟同步系统
本部分内容规范了全站时钟同步系统的设计范围和图纸内容深度。
７．２０ 电缆敷设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不同电压等级各种变电站的电缆敷设要求。包括高压电缆、动力电缆、控制电缆、
光缆等。
８ 系统二次部分
８．１ 系统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８．１． １ 该部分内容也可与其它专业的施工图设计说明及设备材料表合并成册。
８．１． ２ 该部分保护柜端子排图也可并入各间隔的二次线卷册中，便于现场查找。
８．１． ４ 若 750kV、 500kV、330kV 电压等级采用双母线接线方式且配置了母联（分段）的，设计
深度要求同本节。
８．１． ５ 若 66kV 电压等级,配置母线保护，参照本条内容。35kV 母线一般不配置独立的母线保护，
其保护功能由主变保护的后备过流保护实现。特殊工程中需配置 35kV 母线保护的，可参照本条内容。
８．２ 系统调度自动化
８．２． １ 该部分内容也可与其它专业的施工图设计说明及设备材料表合并成册。
８．２． ２ 该部分内容也可与电气二次专业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合并成册。
８．３ 站内通信
包含交换设备、通信电源设备、站内电话、站内信息网络、电力线载波设备施工图设计。
a） 交换设备应采用技术先进、可靠性高、满足调度功能要求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应绘出交换机
的中继方和中继方式的网络拓扑图。
b） 变电站必须装设可靠的通信电源系统，以确保对通信设备的不间断供电，尤其要保证在电网
事故时不中断通信供电。应绘出通信直流电源屏上，每个空开输出的电流大小并所对应每台
通信设备的电源端子连接设计。
c） 变电站应与相关的运行维护管理部门的通信，站内通信应满足运行维护、生产行政等业务需
要，该册图纸应绘出站内建筑物电话及缆线敷设图。
d） 站内信息网络设计原则，为变电站各类信息系统应用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网络传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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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设计图纸中应明确标明网络设备的屏位，站内信息网络拓扑应为星型结构，应绘出站
内网络布线敷设图
e） 电力线载波通信，根据不同要求可以采用话音、远动、远方保护的复用设备，也可采用单一
功能的专用设备，根据实际需要情况，可对该卷册内容进行取舍。
９ 土建部分
本章对变电站土建(总交、建筑、结构)部分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规范，规定了相应的图纸目录和图
纸内容深度，以及相应的计算项目和深度要求。
９．５ 站区围墙、大门及挡土墙施工图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站区围墙、大门及挡土墙施工图的深度要求，在常规围墙的基础上，增加了装配
式围墙的深度要求。
９．７ 建筑物建筑施工图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站区建筑物建筑的施工图深度要求，对站区所有生产、辅助建筑物均适用，具
体工程根据实际建筑物情况增减出图内容。
９．８ 建筑物结构施工图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站区建筑物结构的施工图深度要求，对站区所有生产、辅助建筑物均适用，具
体工程根据实际建筑物情况增减出图内容。
本部分内容对常规结构和装配式结构分别规定了图纸目录，具体工程可根据实际结构型式选用。
１２ 施工图预算
本章对施工图预算部分的编制说明、预算表及附表、工程量计算原则等规定了应描述的内容及深度。
根据专业深度要求，结合施工图预算在延续初步设计概算的基础上深入和细化的特点，我们重点关
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a） 工程概况方面，提出了预算书概述范围及预算总投资等要点；
b） 在投资方面，提出了施工图预算与初步设计概算之间的分析比较要求；
c） 建设场地费用方面，强调了整个征用及清理过程中主要环节的控制要点；
d） 表式方面，在根据 2006 预规提出预算书正式表式的同时，提出了附表、附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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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为国家电网公司系列标准，由《变电站》
、
《架
空输电线路》
、《电力电缆线路》、《电力光纤通信》四个分册组成，本部分为电力电缆线路分册。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运
行高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工业化的原则。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属首次编制，本规定总结了输变电工程设计的
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网省公司、基建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了公司标准化、
信息化应用成果，可以有效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满足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指导工程项目的施工，
有效控制投资。
本规定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管理。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电力设计院、杭
州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齐立忠、吕伟强、郭庆宇、张晓炎、盛大凯、孟毓、谭雷、冯毓敏、李显鑫、
陈大斌、徐霞、高平、张子引、杨大为、李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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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二部分：电力电缆线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电缆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 35kV～220kV 交流电缆新建工程的施工图设计。35kV～220kV 改建、扩建电缆工程
及 35kV 以下电缆工程施工图设计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并可适当调整。
本规定未包含海底电缆敷设施工图设计的内容要求。
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做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定，然而，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现行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17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 DL/T 5221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设部建质 [2008] 216 号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中电联技经〔2007〕1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一般术语
3.1.1 电缆通道
供敷设电力电缆及其附件安装的电缆构筑物。主要包括隧道、沟道、沟槽、保护管等形式。
3.1.2 隧道
容纳电缆数量较多有供安装和巡视方便的通道，且是全封闭性的电缆构筑物。
3.1.3 沟道
封闭式不通行但盖板可开启的电缆构筑物，且布置与地坪相齐或稍有上下。
3.1.4 沟槽
容纳电缆数量较少未含支架且沟底可不封实的有盖槽式电缆构筑物，可布置齐地坪或地坪上。
3.1.5 保护管
按照规划电缆根数，一次建成多孔管道的电缆构筑物。包括排管、非开挖管等形式。
3.1.6 电缆工作井
人可出入以安装电缆接头等附属部件、供牵拉电缆作业所需的或电缆通道通风所需电缆构筑物。
3.1.7 电缆终端站
架空线路与电力电缆连接处的构筑物。
3.1.8 电缆支架
用以支承电缆的刚性结构系统，包括电缆桥架、普通支架、吊架等。
3.1.9 电缆桥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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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托盘或梯架的直线段、弯通、组件以及托臂（臂式支架）、吊架等构成具有密接支承电缆的刚性
结构系统之全称。
3.1.10 交叉互联
相邻单元段电缆的金属屏蔽层交叉连接，使每个金属屏蔽层的连续回路依次包围三相导体的一种特
殊互联方式。
3.1.11 蛇形敷设
把电缆敷设成蛇形状，以吸收电缆线路热胀冷缩量，减少电缆轴向热机械应力。
3.1.11 单项工程
能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适用效益的工程。
3.1.12 单位工程
能独立设计、施工的工程。
3.2 标准术语
下列标准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4 总则
4.1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必须符合电力行业技术标准和国
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的规定，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及反措必须严格执行。
设计文件应遵守国家及其有关部门颁发的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规定。
4.2 设计文件应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初步设计评审意见、设备订货
资料等设计基础资料是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依据。
4.3 设计文件应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大力推广应用通用设计和通用造价，贯彻“两型三新”的建设
理念。
4.4 设计文件对电力电缆工程施工及安装工艺提出的要求，应满足公司《输变电工程工艺标准库》中
对有关工艺设计的要求。
4.5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的内容：
a） 各专业施工图图纸；
b） 施工图预算书。
4.6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a）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内容规范齐全、引用标准正确、表达方式一致、方案表达简明。
b）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正确指导施工、方便竣工验收、保证运行档案正确齐全。
c）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招标、施工招标、业主单位管理、施工和竣工结算的要求。
d） 施工图设计文件各部分具体的设计及计算深度要求，在本规定各章节中分别说明。本规定未能
涉及的问题，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适当加以说明。
e） 各专业计算书不属于必须交付的设计文件，但应按照本规定有关条款的要求编制并归档保存。
5 电力电缆线路施工图综合部分
5.1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宜先列新绘制的图纸（说明），后列选用的标准图和重复利用图纸。
5.2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与附图
5.2.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每个单项工程应编制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应包括下述内容。
5.2.1.1 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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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5.2.1.2
5.2.1.3
a)
b)
c)
d)
e)
5.2.1.4
a)
b)

5.2.1.5

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
1) 设计中标通知书或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
2) 批准的可研、初设及其评审意见。
3) 规划批准文件及市政、铁路、水务等部门的征询意见书。
4) 主要的设计标准、规程和规范。
5)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其它重要文件。
6) 特殊项目试验报告（必要时提供）。
建设规模和设计范围
1) 电缆线路的起迄点、额定电压、传输功率、线路长度和回路数，电缆附件类型及数量。
2) 光缆起迄点、长度、芯数。
3) 电缆通道形式及长度、工作井的主要型式与数量，电缆终端站的规模和数量。
。
4) 电缆监测系统的规模（必要时提供）
5) 设计的范围包括电缆线路本体施工设计、附件及附属设施施工设计、接地系统施工设计、
通道施工设计、通道附属设备施工设计，按合同要求提供工程预算。
建设单位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线路路径长度、曲折系数等。
2) 电缆（型号、长度）、电缆终端与接头（型号、数量）、混凝土、钢材（土建、支架）、管
材等主要材料的指标。
3) 本体投资、静态投资、动态投资（如有预算时提供）。
4) 影响电缆通道建设所需迁改的地下管线、建（构）筑物、绿化等主要障碍物的类型和数量。
对初步设计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的说明。
变电站（终端站）进出线布置
应说明变电站（终端站）位置，进线间隔，及电缆走向，标高等。
电缆路径和通道
电缆路径走向介绍，应包括电缆及电缆通道的起迄位置、路径长度、详细路径走向、土建设施
型式与分布情况的描述。
对于改接、“T”接、“π”接等应说明线路的工程改造、过渡方案及注意事项。
应简要描述路径方案沿线地形、地貌、水文、绿化、主要河流、铁路、地铁、主要道路、城镇
规划、特殊障碍物等建设环境特点。
线路特殊地段及采取的处理措施。（注：特殊地段一般指高差、大坡度、过桥、冻土、高土壤
热阻、邻近热力管道和水下等情况。
）
主要交叉穿越及处理措施：电缆通道穿越铁路、城轨、主要道路、河流、重要市政管线等主要
交叉的描述及处理措施。
气象条件与环境条件
气象条件：路径所经地区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年平均气温、雷暴日数、风速、日照、土壤冻
结深度及覆冰厚度。
环境条件
1) 线路经过地区的污秽等级。参照 Q/GDW 152-2006《电力系统污区分级与外绝缘选择标准》
的规定和沿线等值附盐密度、污湿特征、运行经验，并结合各省最新污区分布图的定级来
确定污秽等级及泄漏比距。
2) 列出工程敷设环境需要的温度和土壤特性（如土壤热阻、酸碱度等参数）。
电缆敷设土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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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概况。列出地质勘测资料有关技术（土质、标高、地下水等）数据。
土建工程及附属设施（供电、通风、照明、排水、消防、技防、通信、监控、接地、标识等）
的设计原则。
c) 土建工程概况。
5.2.1.6 电力电缆及附件
a) 说明电缆的敷设方式、排列位置。
b) 说明电缆的主要技术指标，如电缆的载流量等。
c) 说明各电缆终端及接头的名称、型号、外形主要参数、种类等。
d) 电缆金属护套接地方式。
e) 说明电缆终端及接头布置方式。
f) 接地线及同轴电缆的截面选择。
g) 电缆本体采用的防火措施及工艺要求。
h) 电缆敷设中对特殊环境段的处理。
i) 电缆与架空线的连接方式及防雷措施（如需要）
。
j) 电缆监测（如需要）。主要包括监测方式、设备型号、参数。
5.2.1.7 其它说明
a) 现状通道、现状电缆的保护或拆除方案及其工作量。
b) 说明需要修桥、补路的情况（如需要）。
c) 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5.2.1.8 附件
a) 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工程设计中 标通知书或委托设计合同书。
b) 规划意见书或市政管线综合以及其它与工程有关的重要会议纪要及文件。
c) 如工程需要，水文、地质、气象及勘测报告。
d) 电缆及附件制造厂家提供的主要技术文件。
5.3 设计图纸
5.3.1 电缆线路走向总图
a) 总图应按比例绘制，可根据线路长度调整比例（宜不大于 1:10000）。
b) 应标明电缆线路走向、电缆线路所经路经的主要路名。
c) 应标明变电站（终端站）位置和名称，电缆线路进出线方向及电缆通道方式。
d) 附指北针、设计说明、图例。
5.3.2 电缆线路接线示意图
a) 标明变电站两侧进出线间隔。
b) 标明电缆型号、回路数、进线间隔编号。
c) 附指北针、设计说明。
5.3.3 线路走廊清理图表
a) 电缆线路通道沿线所遇其它地下管线
列出对工程有影响的地下管线，注明其类型、尺寸、标高等，提出对管线迁移长度或采取
的保护措施要求。
b) 电缆线路通道沿线过河道
列出电缆通道穿越的河道名称，注明现状及规划河道深度及宽度，挡土墙宽度、桥梁的桥
墩情况，提出电缆通道穿越河道的方式。
c) 电缆线路通道穿越的道路
列出电缆线路通道穿越的道路名称及电缆通道穿越道路方案。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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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电缆线路通道穿越的铁路（含城市轨道交通）
列出电缆通道穿越的铁路名称及电缆通道穿越铁路方案。
电缆线路通道沿线绿化
列出电缆通道影响范围内绿化种类、数量（面积）。
电缆线路通道沿线建（构）筑物
列出（表 1）影响电缆通道影响范围内建（构）筑物的类型、面积等，提出对建（构）筑
物采取的保护措施。
表 1 线路走廊清理图表（样表）

序号

路名

穿越次数

影响范围

迁移长度
（面积）

备注

燃气
平行

上下水
通信

1

电力……

地下管线

燃气
交叉

上下水
通信
电力……

2

河道

3

道路

4

铁路（含城轨）

5

绿化

6

建（构）筑物
……

5.4 主要设备材料清册
5.4.1 工程概况：简述工程名称、起止点、线路长度回路数、电压等级、土建工程概况、电缆及电缆附
件型号等。
5.4.2 主要设备材料清册：主要设备材料清册包括电缆线路电气部分、土建部分。
a) 电气部分材料表
电缆线路电气部分材料表宜按电缆、电缆终端与接头、接地箱、换位箱、避雷器、电缆终
端站、电缆登塔（杆）、构支架、金具、防火等分类统计（考虑损耗）所需要各种材料型号、
规格、数量。电缆监测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
b) 土建部分材料表
1) 电缆保护管型式、孔数和孔径、长度。
2) 沟道、隧道型式、尺寸、长度；隧道附属设施（供电、通风、照明、排水、消防、技防、
通信、监控、接地、标识等）的主要设备材料。
3) 工作井的规格和数量、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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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缆电气部分施工图及说明
6.1 图纸目录
应先列新绘制的图纸（说明），后列选用的标准图和重复利用图纸。
6.2 电缆敷设设计说明及图纸
6.2.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及设计内容。
设计内容应包含以下部分：
a) 路径说明
1) 变电站进出线：描述变电站间隔布置、进出线通道方向。
2) 电缆线路路径：描述电缆线路走向情况，包括：起迄点、长度、回路数，沿线经过地区道
路等，列出线路沿线的重要穿越。
b) 电缆型号和截面：列出工程采用的电缆截面和型号，列出电缆主要技术指标，同时说明电缆的
结构和种类。
c) 电缆终端及接头型号：说明电缆终端及接头的名称、型号、种类等。
d) 电缆线路过电压保护：根据电缆线路两端连接方式，说明电缆线路对过电压采取的保护措施。
e) 电缆金属护层接地：说明电缆金属护层（屏蔽层）接地方式及分段长度。
f) 电力电缆敷设
1) 说明电缆在电缆通道、工作井、电缆夹层、电缆竖井中的位置、排列方式、固定方式及要
求。
2) 根据电缆线路长度、工作井分布、电缆分段情况说明电缆接头和终端的排列布置。
g) 电缆的支持、固定与标识
1) 说明电缆支架的材质、层数、层间垂直距离、层架长度及间距。
2) 说明电缆支架的接地处理方式和防腐处理要求。
3) 说明电缆夹具形式、材质。
4) 说明线路铭牌及相位牌的材料、规格、安装位置及要求。
h) 电缆防火设计：说明电缆防火设置要求，如采用防火隔断、防火槽盒、防火包带等阻燃防护或
延燃措施。
i) 特殊环境段电缆敷设：描述电缆路径中高落差、过河、过桥等特殊情况下电缆敷设的要求以及
所采取的措施。
j) 电缆终端站及电缆登塔（杆）设计：描述电缆终端站及电缆登塔（杆）站址、占地面积、平面
尺寸、回路数、电气设备型号、电缆进出线方向等。
k) 充油电缆供油设计
1) 描述整条电缆线路油路分段情况、供油长度。
2) 塞止接头井和压力箱井（房）设置地点和占地面积。
3) 油箱数量和布置情况。
l) 电缆监控系统
描述电缆采用的监控系统。
m) 需要注意的环境保护因素。
n) 其它说明
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6.2.2 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深度
6.2.2.1 电缆线路路径图：图纸中需要标示图纸分幅编号，各分幅图纸边缘衔接标志。图纸比例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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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或 1:1000，标明电缆线路走向、电缆接头在工作井内编号和接头里程、电缆在敷设断面的布置形
式及位置、相位、电缆电压等级和型号，附指北针、图例。
6.2.2.2 电缆金属护层接地方式图
a) 示意电缆金属护层接地方式。
b) 列表表示电缆分段长度、电缆接头个数、电缆型号和线路总长度。
c) 示意交叉互联换位箱和接地箱的接线。
6.2.2.3 工作井间距布置图
a) 示意工作井编号、间距和尺寸，工作井间电缆通道的主要特性。
b) 示意电缆接头位置、编号及接头里程。
6.2.2.4 电缆接头布置图
a) 图纸比例取 1:50 或 1:100。标示安装位置尺寸、电缆接头和换位箱、接地箱位置、电缆线路和
接头相位、电缆弯曲半径；标示同轴电缆、接地电缆及回流线敷设位置，列设备材料表。
b) 电缆接头安装方式、安装尺寸，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固定接头用的支架、连接方式等零部件的加工图，并列安装用材料表。
6.2.2.5 电缆终端站电气平面布置图
图纸比例取 1:100 或 1:200。标示构架、电缆终端、避雷器、支持绝缘子等设备定位尺寸、总尺寸
及安全距离、进出线相位。标示电缆沟、动力箱、接地箱位置，列出设备材料表。
6.2.2.6 电缆终端站电缆进出线间隔断面图
a) 图纸比例取 1:100 或 1:200。按不同回路数分别标明间隔内构架、电缆终端头、避雷器、支持绝
缘子、道路等断面尺寸以及各电气设备连接方式、安装高度。
b) 标示设备安装方式和安装尺寸，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7 电缆终端站接地系统布置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接地系统布置方式、平面尺寸、埋深、与设备连接方式、接地材料规格和
数量。
6.2.2.8 电缆登塔（杆）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根据需要绘制平、断面图。标示电缆登塔（杆）平台、电缆终端头、避雷
器、绝缘子位置，安全距离，相位。标示电缆沟、接地箱位置，列出设备材料表。
b) 标示设备安装方式和安装尺寸，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9 变电站站内电缆走向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在变电站平面图上标明进出线构架或间隔的位置和编号。
b) 标示电缆线路走向、站内电缆通道布置、电缆相位排列及所占孔位等。
6.2.2.10 变电站电缆层（竖井）电缆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在变电站电缆层（竖井）图上绘出电缆线路走向、电缆布置方式、相位排
列。
b)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1 变电站间隔设备平、剖面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在变电站间隔设备平、剖图上绘出电缆线路与间隔设备连接方式和位置，
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b)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2 充油电缆塞止接头工作井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工作井尺寸、塞止接头位置、接地箱位置、电缆线路和接头相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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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弯曲半径；标示油管路、接地线敷设位置，列设备材料表。
b) 塞止接头安装方式、安装尺寸，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3 充油电缆塞止接头工作井辅助设备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塞止接头工作井尺寸、照明、电源箱、水泵等位置，并列出相应材料
表。
b) 照明、电源箱、水泵等安装方式、安装尺寸、连接方式和固定位置，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4 压力箱井（房）油箱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压力箱井（房）尺寸、压力箱尺寸、安装位置、固定方式。
b) 绘制安装油箱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5 压力箱井（房）辅助设备布置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压力箱井（房）尺寸、照明、电源箱、水泵等位置并列出相应材料表。
b) 照明、电源箱、水泵等安装方式、安装尺寸、连接方式和固定位置，必要时绘出局部放大详图。
c)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16 压力箱底座支架图
标示压力油箱底座尺寸、安装方式并列出相应材料表。
6.2.2.17 充油电缆线路沿途最高与最低油压分布图
a) 示意电缆线路终端头、塞止头位置、电缆供油段长度、塞止接头和压力油箱相对标高。
b) 列表表示电缆终端头和塞止接头最高、最低油压报警值。
6.2.2.18 油压整定表
列表表示环境温度变化各供油段电缆油压变化值。
6.2.2.19 充油电缆终端头（塞止头）端子箱电气布置及端子排接线图
示意塞止接头信号箱、电缆终端头信号箱内各个端子排至站内控制信号屏接线示意图。
6.2.2.20 充油电缆信号屏端子排接线图
示意继电器和熔丝接线、终端端子排接线、信号屏盘面布置。
6.2.2.21 充油电缆控制室屏位布置图
标示变电站站内控制信号屏所在位置。
6.2.2.22 充油电缆导引电缆线芯使用图
示意导引电缆线芯所接信号。
6.2.2.23 电缆（蛇形）敷设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电缆通道尺寸、电缆位置、电缆弯曲半径、蛇形敷设方式、夹具位置、
蛇形敷设节距和幅值。
b)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24 工作井内电缆布置图（根据工程实际需要提供）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工作井尺寸、电缆敷设位置、夹具固定位置、电缆线路相位、电缆弯
曲半径。列出设备材料表。
b) 绘制安装设备用的构件、零部件的尺寸和加工图，并列出安装用材料表。
6.2.2.25 电缆夹具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示电缆夹具材质、外形尺寸、安装尺寸、电缆外径、橡胶垫厚度、固定夹
具螺栓规格。
6.2.2.26 电缆防火槽盒图
a) 绘出电缆防火槽盒断面及定位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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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注明槽盒材质、安装技术要求，列出相应材料。
6.2.2.27 电缆防火分隔图
绘出电缆在穿越变电站楼板、洞口、隧道、隧道工作井及竖井等防火隔断处的防火设施安装位置、
尺寸；注明防火设施材质、安装技术要求，列出相应材料。
6.2.3 计算书
电缆部分计算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电缆感应电压计算、电缆盘长计算、电缆动热稳定计算、接地装置热稳定计算、接地装置跨步电压
计算、油压整定计算、电缆蛇形计算、电缆夹具强度计算、电缆牵引力计算、电缆侧压力计算、电缆支
架荷载计算等。
6.3 光缆敷设设计说明及设计图纸
6.3.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及设计内容。
设计内容应包含以下部分：
a)
通信光缆路径说明。
b) 通信光缆主要参数。
感温光缆监测系统主要参数。
c)
d) 感温光缆监测设备安装说明及感温光缆敷设说明。
e)
光缆敷设注意事项。
6.3.2 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深度
6.3.2.1 光缆敷设图
图纸中应标示图纸分幅编号，各分幅图纸边缘衔接标志。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光缆线路走向、
光缆接头在工作井内编号和位置、光缆在保护管内孔位。附指北针、图例。
6.3.2.2 感温光缆布置系统图
应表示主机和通道扩展器以及需要监测电缆的接线系统图。
6.3.2.3 感温光缆主机安装图
应表示温控光缆主机方式和安装位置。
7 电缆土建部分施工图及说明
7.1 直埋方式
7.1.1 直埋方式包括直埋于土中、埋设于预制槽盒中及埋设于砖砌槽盒中等敷设方式。
7.1.2 设计内容及深度
7.1.2.1 施工设计说明
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设计内容、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a) 路径部分
说明路径选择的依据及路径地形、地貌概况，列出地质勘测资料有关的技术（土质、标
高、地下水等）数据。设计直埋电缆的起止点位置、直埋电缆长度。列出土壤热阻资料及地
质勘测资料有关的技术数据（土质、标高、地下水等）。说明路径地上物情况，需拆迁的建（构）
筑物情况及地下管线情况。
b) 直埋敷设方式
说明预制槽盒、砖砌槽材料选用，回填土类型及要求。
c) 工作井部分
说明工作井数量、工作井尺寸、结构形式、覆土深度；描述工作井施工降水方案及特殊
地段的处理措施；说明工作井与变电站接口的防水要求；工作井主要结构的施工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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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及注意事项。说明工作井接地方式、接地装置数量、位置、型式、接地电阻及接地装置
防腐等要求；环保、绿化等要求。
d) 说明必要的警示标志（警示带、警示桩及警示牌等）的材料、规格、安装位置及要求。
e)
说明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7.1.2.2 平面示意图
比例宜不严格要求。图中应标出本段直埋电缆起迄点位置，直埋电缆方向及起迄点两侧（或一侧）
已建（或拟建）电缆路径位置及去向。附指北针、图例。
7.1.2.3 电缆直埋平面图
比例宜为 1:500 或 1:1000，图中应绘出电缆直埋起迄点和折点的位置、座标、标高和里程；工作井
尺寸和位置；附指北针、图例。
7.1.2.4 电缆直埋敷设断面图
图中应详细标明各项尺寸、电缆敷设位置，保护板、警示带位置，地上标志物位置、数量及做法。
砖砌槽材料选择，施工质量等级要求。
7.1.2.5 预制槽盒施工图
应经结构计算后，选择适当的配筋形式及钢筋的规格、数量，并根据计算结果绘制配筋图。
7.1.2.6 工作井施工图
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井型、井位，尺寸应标注清楚、准确无误；标明配筋形式及钢筋的
规格、数量；注明各种支架、挂钩、挂梯及预埋件等安装位置；注明集水坑位置、型式、数量。
7.1.2.7 工作井支架加工安装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1.2.8 接地装置图
直埋电缆设置可靠的接地装置，以保证电力电缆的安全运行；接地装置应根据实测土壤电阻率选用
适当的型式；接地装置应有可靠的防腐措施，图中除准确地标示出加工、施工工艺要求外，尚应标明其
接地电阻要求。
7.1.3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电缆的承载力的计算（主要指电缆上部货车或堆物荷载）、
预制槽盒结构、砖砌槽结构和工作井结构、电缆支架强度等计算。
7.2 保护管方式
7.2.1 设计内容及深度
7.2.1.1 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设计内容、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a) 路径部分
说明路径选择的依据及路径地形、地貌概况，列出地质勘测资料有关的技术（土质、标
高、地下水等）数据。设计保护管的起迄点位置、不同电缆保护管长度。说明路径地上物情况，
需拆迁的建（构）筑物情况及地下管线情况。
b) 保护管部分
说明保护管净宽、净高、结构形式、覆土深度；说明保护管施工方式，应明确通道的建设
方式是采用开挖方式还是非开挖方式。说明保护管尺寸、数量、排列方式及材质；说明穿越铁
路、公路、河流、建（构）筑物、其它市政管线等的处理方案；说明保护管的连接方式、主要
结构的施工方法、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c) 工作井部分
说明工作井尺寸、结构形式、覆土深度；描述工作井施工降水方案及特殊地段的处理措施；
说明工作井与变电站接口的防水要求；工作井主要结构的施工方法、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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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工作井接地方式、接地装置数量、位置、型式、接地电阻及接地装置防腐等要求；环保、绿
化等要求。
d) 根据电缆通道的开挖方式提出相应施工要求及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
e) 说明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f)
说明必要的警示标志（警示带、警示桩或警示牌等）的材料、规格、安装位置及要求。
7.2.1.2 平面示意图
比例宜不严格要求。图中应标出本段电缆保护管起迄点位置，方向及起迄点两侧（或一侧）已建（或
拟建）电缆路径位置及去向。附指北针、图例。
7.2.1.3 电缆保护管平面图
a) 比例宜为 1:500 或 1:1000；附指北针、图例。
b) 图中应绘出不同断面电缆保护管起迄点和折点的位置、座标和里程；路径走向、平面位置；保
护管长度、断面、深度并注明尺寸。
c) 应标明明工作井位置、编号及尺寸。
7.2.1.4 电缆保护管纵断面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纵向比例宜按 1:100 标示。
b) 标示地面标高（采用现状地面标高）、工作井和保护管内底标高、净高。标示保护管或工作井
设计起迄点、设计里程。
c) 标明保护管穿越的道（铁）路、河流及构筑物等的名称、位置及高程。
d) 标明保护管穿越的其它地下管线的名称、位置、高程及管径。
7.2.1.5 电缆保护管规划管位断面图（如工程需要）
标示电缆保护管断面尺寸和位置及与道路其它管线的关系等。
7.2.1.6 保护管断面图
应详细标明各项尺寸、配筋和施工要求，保护板、警示带位置，地上标志物位置、数量及做法。保
护管规格、材料；宜标明管卡、管枕的材料和数量。
7.2.1.7 工作井施工图
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井型、井位，尺寸应标注清楚、准确无误；标明配筋形式及钢筋的
规格、数量；注明各种支架、挂钩、挂梯及预埋件等安装位置；注明集水坑位置、型式、数量。
7.2.1.8 工作井支架加工安装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2.1.9 终端支架加工安装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2.1.10 终端支架基础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2.1.11 接地装置图
标示工作井内接地装置位置、安装尺寸、必要的节点详图，并列出相应材料表。接地装置应根据实
测土壤电阻率选用适当的型式；接地装置应有可靠的防腐措施，图中除准确地标示出加工、施工工艺要
求外，尚应标明其接地电阻要求。
7.2.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保护管结构，工作井结构，电缆支架强度计算。
7.3 电缆沟/隧道方式
7.3.1 土建部分的设计内容及深度
7.3.1.1 说明与图纸
7.3.1.1.1 施工图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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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设计内容、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a) 路径部分
说明路径选择的依据及路径地形、地貌概况，列出地质勘测资料有关的技术（土质、标
高、地下水等）数据；说明电缆沟/隧道起迄点和折点位置、长度，电缆沟/隧道型式、断面，
工作井数量及位置；说明电缆沟/隧道路径地下管线情况及地上物情况，需拆迁的建（构）筑
物情况（必要时应列表说明拆迁建（构）筑物名称、单位所属位置，协议情况和拆迁数量）。
b) 电缆沟/隧道部分
说明电缆沟/隧道主要设计原则：如设计使用年限、安全等级标准、结构等级、防水等级
等；说明电缆沟/隧道结构型式、材料选用、净宽、净高及覆土深度；说明电缆沟/隧道降水方
案及特殊地段采取的技术措施；描述隧道与工作井、变电站接口的防水方案；穿越铁路、公
路、河流、建（构）筑物、其它市政管线等的处理方案。
c) 工作井部分
说明电缆沟/隧道工作井种类、数量、位置、净宽、净高、结构形式及覆土深度，三（四）
通井等的出口方向；说明沉降缝设置要求；工作井的防水措施及特殊地段采取的技术措施；
工作井内电缆支架及电缆接头的结构型式、安装位置，支架间距及固定型式，防腐要求等；
说明工作井的井盖、井圈的要求。
d) 辅助系统部分
描述电缆沟/隧道的通风方式，通风机位置、距离，进、出风口位置、距离、编号，防火
隔门分段、位置、设备等要求；电缆沟/隧道的照明设置、通讯及排水方案等；说明接地方式、
接地装置装设处数、位置、型式、接地电阻及接地装置防腐要求等。
e) 根据电缆通道的开挖方式提出相应施工要求及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
f) 说明采取的地面绿化、水土保持等环境保护措施。
7.3.1.1.2 电缆沟/隧道平面示意图
比例宜不严格要求。图中应标出本段电缆沟/隧道起迄点位置，方向及起迄点两侧（或一侧）已建（或
拟建）电缆路径位置及去向。附指北针、图例。
7.3.1.1.3 电缆沟/隧道平面图
a) 比例宜采用 1:500；附指北针、图例。
b) 图中应绘出电缆沟/隧道起迄点和折点的位置、座标和里程；路径走向、平面位置；保护管长
度、断面、深度并注明尺寸。
c) 工作井位置、编号及尺寸。
7.3.1.1.4 电缆沟/隧道的纵断面图
a)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纵向比例宜按 1:100 标示。
b) 标示地面标高（采用现状地面标高）、工作井和电缆沟/隧道内底标高、净高。标示电缆沟/隧
道或工作井设计起迄点、里程、纵向坡度、集水坑位置、人孔位置。
c) 标明电缆沟/隧道穿越的道（铁）路、河流及构筑物等的名称、位置及高程。
d) 标明电缆沟/隧道穿越的其它地下管线的名称、位置、高程及管径。
7.3.1.1.5 电缆沟/隧道规划管位断面图
标示电缆沟/隧道断面尺寸和位置及与道路其它管线的关系等。
7.3.1.1.6 电缆沟/隧道断面图
应详细标明各项尺寸、配筋和施工要求，警示带位置，地上标志物位置、数量及做法。预埋件位置、
规格。
7.3.1.1.7 工作井建筑图
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井型、井位，尺寸应标注清楚、准确无误；注明各种支架、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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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梯及预埋件等安装位置；注明人孔井及集水坑的位置、型式、数量。
7.3.1.1.8 结构配筋图
标明电缆沟/隧道、工作井、盖板等的配筋形式及钢筋的规格、数量。
7.3.1.1.9 工作井支架加工安装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3.1.1.10 沉降缝施工图
设置距离应依沟的结构型式确定。图中应标出沉降缝的做法、材料、施工要求和详细尺寸，明确防
水措施及防水材料。
7.3.1.1.11 不同结构型式电缆沟/隧道的衔接图
应绘制不同电缆沟/隧道包封衔接施工图，明确包封做法并标明材料、工艺要求及详细尺寸。
7.3.1.1.12 各种井盖、盖板、支架、挂钩、挂梯及预埋件等安装图、加工图。
7.3.1.1.13 接地装置图
图中应标示出加工、施工工艺要求、防腐措施及接地电阻要求。
7.3.1.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隧道结构、竖井结构、通风亭结构、电缆支架结构及地基承载力等计算。
7.3.2 通风部分的设计内容及深度
7.3.2.1 说明与图纸
7.3.2.1.1 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包含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对初设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室外设计计算气象参数及隧道通风计算
温度；说明通风方式、设备选型、控制要求、施工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等。
7.3.2.1.2 设备器材表
应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应予以注明。
7.3.2.1.3 通风设计系统图
采用机械通风时，风机的型号、位置、数量及进、出风道、进出风口的型式，位置应选择适当且应
满足环保要求，通风亭施工图应单独绘制,图纸比例要适当，选用设备、材料要合理,各项尺寸应准确无
误。
7.3.2.1.4 通风设计平面图
图纸应按比例绘制。图中应标明设备名称、位置及数量等。通风设备布置应表达齐全、明确、合理，
必要时应绘制剖面图。当采用机械通风时，应说明噪声控制要求。
7.3.2.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通风量计算，通风系统阻力计算。
7.3.3 排水部分的设计内容及深度
7.3.3.1 说明与图纸
7.3.3.1.1 施工设计说明
应包含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对初设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说明排水方式、排水量情况、设备选型、
控制要求等设备选型、控制要求、施工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等。
7.3.3.1.2 设备器材表
应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应予以注明。
7.3.3.1.3 排水设计系统图
图纸按比例绘制。图中应标明设备名称、位置及数量等。排水设备布置应表达齐全、明确、合理，
必要时应绘制剖面图。排水接入市政管网时接口、管道长度、管径、连接方式均应清楚、可行。
7.3.3.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排水量计算，水泵扬程计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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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照明部分的设计内容及深度
7.3.4.1 说明与图纸
7.3.4.1.1 施工设计说明
应包含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对初设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说明各场所照明灯具设置的原则；事故
照明的设置及其电源；照明方式、照明灯具的选型，电源、电源线的截面选择等要求；动力箱的设置；
设备安装施工注意事项。
7.3.4.1.2 设备器材表
应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应予以注明。
7.3.4.1.3 照明系统及灯具位置图
7.3.4.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用电设备负荷及系统计算，电缆选型计算，照度值和照明功率密度值计算。
7.4 电缆桥架施工图
本部分电缆桥架主要类型有：专用电缆桥和悬挂支架。
7.4.1 设计内容及深度
a) 专用电缆桥平面图：图纸须按比例绘制；应包含现状平面地形，电缆桥起讫点位置、基础中心
坐标、电缆桥宽度和跨度等尺寸。
b) 专用电缆桥纵断面图：标注电缆桥和基础高程，跨越河道的水位信息和通航高度，电缆桥高度
和跨度等尺寸。
c) 专用电缆桥断面图：包括电缆桥断面高度和宽度等尺寸，电缆保护管规格、数量和材料，电缆
保护管固定方式。
d) 专用电缆桥基础施工图，必要时需包括护坡或基坑维护施工图纸。
e) 专用电缆桥加工图：包括钢结构电缆桥的加工详图和材料统计。
f) 悬挂支架详图：包括支架加工图，电缆保护管规格、数量和材料，电缆保护管固定方式。
g) 附属设施施工图：包括防火、防晒、警示、防盗等设施的施工安装图。
7.4.2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专用电缆桥结构计算书，专用电缆桥基础计算书，悬挂支架结构计算书。
7.5 电缆终端站
7.5.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应包括设计依据（含初设或可研设计审查意见）
、初设或可研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及设计内容。
设计内容应包含以下部分：
a) 工程概况
1) 终端站区域位置，现状地形描述。
2) 终端站建设规模。
3) 设计地面高程。
4) 站外道路设计。
b) 主要设计原则
1) 建筑分类等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2) 抗震设防设计:建筑抗震设防分类、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
3) 防火类别及耐火等级。
4) 隧道防水等级要求。
c) 站内主要构筑物设计：说明引线架构、电缆终端支架、设备支柱、站内电缆通道、围墙、大门、
道路及各构筑物基础的材料、结构型式及规格等。
d) 地质情况及地基承载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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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如接地装置图的套用、施工注意事项等内容。
7.5.2 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深度
7.5.2.1 站址位置图
图纸须按比例绘制；应包含现状平面地形，包括站址各角点坐标，站内地坪设计高程，站外道路，
终端站保护用地范围。附指北针。
7.5.2.2 终端站平面布置图
图纸须按比例绘制；包括引线架构、电缆终端支架、设备支柱、站内电缆通道、围墙、大门、道路
布置及相邻距离，通信专业预埋管线。附指北针。
7.5.2.3 引线架构图
主柱、横梁，挂线点，连接节点，材料及加工要求。
7.5.2.4 引线架构基础图
基础平面、剖面图、配筋图。
7.5.2.5 电缆通道断面图、结构图
应详细标明各项尺寸、配筋和施工要求。预埋件位置、规格。
7.5.2.6 设备支柱及基础图
支柱结构，基础平面、剖面图、配筋图。
7.5.2.7 围墙及基础施工图
围墙结构、变形缝要求，基础断面、结构。
7.5.2.8 电缆支架加工图
标明支架尺寸、材质，安装、接地的方式及施工要求等。
7.5.2.9 大门、道路等选用标准构件图集或结构设计
7.5.3 计算书
本部分计算应包括引线架构、电缆通道、设备支柱、围墙、电缆支架、地基及基础等结构计算。
8 施工图预算
8.1 预算内容及深度
8.1.1 编制说明
a) 工程概况：路径起讫点、电压等级、路径长度、回路数、气象条件与环境条件、电缆型号、通
道形式及长度、工作井的主要型式及数量、地质概况、静态投资、静态单位投资、动态投资、
动态单位投资等。
b)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2) 工程量：依据施工图设计说明、施工图图纸及主要设备材料表。
3) 预算定额：所采用的定额名称、版本、年份，采用补充定额、定额换算及调整应有说明。
4) 人工工资：所采用的定额人工工资单价及相关人工工资调整文件。
5) 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所依据的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名称、版本、年份。上述标准中没用
明确规定的费用的编制依据。
6) 材料价格：装置性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本工程材料招标价格，信息价格
采用的时间和地区，国外进口材料价格的计算依据。
7) 编制年价差：编制年价格的取定原则和主要材料的取定价格，编制年价差的计算方法。
8)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建设场地征用、租用、原有设施破坏及恢复所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
规定和计算依据。
9) 特殊项目：应有技术方案和相关文件的支持，按本规定要求的深度编制施工图预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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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价差预备费：价格上涨指数及依据，预算编制水平年至开工年时间间隔，工程建设周期和
建设资金计划。
11) 建设期贷款利息：资金来源、工程建设周期和建设资金计划、贷款利率。
c) 其它有关说明：电缆通道特殊施工方式；对施工图预算中遗留的问题应加以重点说明。
d) 与概算的对比分析：对本工程施工图预算与初步设计概算投资进行简要分析比较，阐述投资增
减原因。
8.1.2 预算表及附表
a) 预算表应包括：总预算表（表一丁）、电缆送电线路安装工程费用汇总预算表（表二
丁）、电缆送电线路单位工程预算表（表三丁）、电缆送电线路辅助设施工程预算表（表三戊）、
其它费用预算表（表四）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预算表（表七）。
b) 附表包括：编制年价差计算表。
附表不限于以上内容，为清晰完整表达施工图中的各种工程量，可以补充工程量统计、
计算表格。
8.2 工程量计算原则
工程量计算应以定额规定及定额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准，并以施工图纸为依据，参照
设备安装图纸等进行计算。
工程量的编制按照输变电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规范执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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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17

Q / GDW 381.2 — 2009

18

Q / GDW 381.2 — 2009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
内容深度规定
第二部分：电力电缆工程
编 制

说

明

19

Q / GDW 381.2 — 2009

目

一
二
三
四

20

次

编制背景和依据 ······································································································································ 21
编制原则·················································································································································· 21
工作过程·················································································································································· 21
主要内容·················································································································································· 21

Q / GDW 381.2 — 2009
一 编制背景和依据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加强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工作启动会议及第一次协调会议纪
要的通知》（基建技术〔2009〕112 号）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二 编制原则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
运行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工业化”的原则，通过技术创新和依靠科技进步，突出展现设计方案
的可靠性、经济性、先进性。
编写规格和规则按 DL/ T 600-2001《电力行业标准编写基本规定》，并与《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初
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电力电缆工程、电
力光纤通信)进行有效衔接。
三 工作过程
1 2009 年 4 月，成立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编制工作组，并召开启动
会。会议明确国网基建部牵头，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具体负责，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上海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电力设计院、杭州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 2009 年 5 月 8 日，编制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协调会。为使本规定符合电网建设的新发展，
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建设，响应国家电网公司加强工程量管理的要求，会议对编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
编制大纲及模板。
3 2009 年 6 月至 7 月，编制组深入开展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
广泛征求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电力行业标准化、信息化研究推广
应用的成果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规定（草稿），期间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并按照会议的意见进行修订补充。
4 2009 年 7 月 25 日，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电缆工程)》(初稿)
编制完成。
5 2009 年 7 月 29 日，工作组邀请国内设计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
度规定(电力电缆工程)》(初稿)进行内部评审。与会专家对本规定(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宝贵建
议，使该规定更为适用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
力电缆工程)》(征求意见稿)。
6 2009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征求意见稿在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网站上挂网征求意见。各网省（市）
电力公司的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电缆工程)》(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7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工作组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电缆工程)》(送审稿)。
8 2009 年 8 月 17 日，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组织公司科技部、建设部、部分网省（市）电力公司专
家、设计单位专家及参编单位进行本规定的正式评审，根据审查会的意见，编制组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
推敲讨论后，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电缆工程)》(报批稿)。
四 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分 8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电力电缆线路施工图综合
部分、电缆电气部分施工图及说明、电缆土建部分施工图及说明、施工图预算。
1 范围
明确了本规定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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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规定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适应于本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规定了设计文件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等，应执行基建程序、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标
准工艺，并规定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包含的内容及深度基本要求。
5 电力电缆线路施工图综合部分
本章主要规定了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及其附图、线路走廊清理表和设备材料清册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6 电缆电气部分施工图及说明
本章主要规定了电缆电气部分说明书、图纸和计算书的内容及及深度要求。
7 电缆土建部分施工图及说明
本章主要规定了电缆土建部分说明书、图纸和计算书的内容及及深度要求。
8 施工图预算
本章主要规定了施工图预算编制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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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为国家电网公司系列标准，由《变电站》、
《架
空输电线路》
、《电力电缆工程》、《电力光纤通信》四个分册组成，本部分是《电力光纤通信》分册。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运
行高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工业化的原则。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属首次编制，本规定总结了输变电工程设计
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网省公司、基建管理、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了公司标准化、
信息化应用成果，可以有效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满足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指导工程项目的施工，
有效控制投资。
本规定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管理。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
计院、新疆电力设计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袁兆祥 王敏玲 仇卫东 刘志强 薛鸣华 王根华 闫培丽 宋春红 杨哲
岳晓斌 姚刚 王刚 彭涛 韩柳 王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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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电力光纤通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光纤通信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电力光纤通信单项工程以及 220kV～750kV 输变电新建及扩建工程配套电力光纤通信
单项工程，其它电力光纤通信工程和扩建、改建的光纤通信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定，然而，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DL 5028 电力工程制图标准
Q/GDW 166—2007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8年版）建质［2008］216号
《通用设计》
、
《通用设备规范》、《通用造价》
《电网工程限额设计控制指标》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标准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733.1—1993 电信术语 电信、信道和网
GB/T 14733.12—1993 电信术语 光纤通信
YD/T 967—1998 同步数字体系（SDH）网络和设备术语
YDN 063—1997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名词术语
YD/T 1034—2000 接入网名词术语

4

总则

4.1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必须符合电力行业技术标准和国
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的规定，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及反措必须严格执行。
设计文件应遵守国家及其有关部门颁发的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规定。
4.2 设计文件应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初步设计评审意见、设备订货
资料等设计基础资料是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依据。
4.3 设计文件应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大力推广应用通用设计、通用造价、通用设备典型规范，贯彻
“两型一化”和“两型三新”的建设理念。
4.4 设计文件对电力光纤通信工程施工及安装工艺提出的要求，应满足公司《输变电工程工艺标准库》
中对有关工艺设计的要求。
4.5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的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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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专业施工图图纸；
b） 施工图预算书；
4.6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a）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内容规范齐全、引用标准正确、表达方式一致、方案表达简明。
b）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正确指导施工、方便竣工验收、保证运行档案正确齐全。
c）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招标、施工招标、业主单位管理、施工和竣工结算的要求。
d） 施工图设计文件各部分具体的设计及计算深度要求，在本规定各章节中分别说明。本规定未能
涉及的问题，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适当加以说明。
e） 各专业计算书不属于必须交付的设计文件，但应按照本规定有关条款的要求编制并归档保存。

4.7 施工图设计技术方案及投资与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有偏差，并引起投资变化时，应列表说明变更前
后主要内容、变更理由、预算与初设概算投资偏差及分析。
总的部分

5

5.1 图纸编制
5.1.1 图纸目录（见表 1）

序号

图

1

施工图总说明

2

光缆路由图

3

光通信系统网络拓扑图

4

光通信系统设备配置图

5

业务/带宽分配图

6

网管系统配置图

7

同步定时链路组织图

8

设备材料清册

表1

图

纸 名

称

纸

目

录
备

注

总清册

5.1.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总说明
本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应包括初步设计及评审意见、设备技术协议书、设计联络会议纪要以及与本工程
相关的会议纪要，列出相应文件名称和文号。
2） 建设规模、设计范围及分工。
3） 工程设计方案。应对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总体描述；给出系统传输计算结果；说明与批准
文件的差异及原因。
4） 施工中注意事项及特殊施工方案。
5） 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结构应详细说明技术特性及注意事项。
6） 拆迁赔偿
对涉及征地赔偿的独立的通信站，与线路不同期架设的 OPGW 或 ADSS 存在拆迁或重要
跨越，且发生赔偿费用时，应对各种赔偿项目分类汇总，对相关各站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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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f）
g）
h）

跨越的类型与工程量分别说明。
7） 卷册目录
列出本工程包含的全部卷册名称、卷册编号等。
光缆路由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本工程使用相关光缆的起止点、型式、芯数、长度及光缆所依附的输电线路
电压等级等；并以不同线型区分本工程新建光缆线路、现运行光缆线路、在建及规划建设光缆线路。
光通信系统网络拓扑图
图中应绘出本工程建设电路及投产年与业务组织相关的各级（国家、区域、省、地/市）通信电
路的系统连接，并标明节点名称、传输速率等。
光通信系统设备配置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光通信设备系统连接及功能模块配置，应能明显区分本工程新增设备及现运行设备等。
2） 光传输设备的型号、容量、速率及各光接口的型号（含光纤放大器、预放大器及色散补偿
模块等）。
3） 本工程各中继段光缆长度。
业务/带宽分配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本工程所需各业务的起止点、带宽及用途等。
网管系统配置图
本图应包括以下内容：SDH 光传输设备及 PCM 设备网管系统连接、网管通道组织、硬件配置等。
同步定时链路组织图
本图应包括：主备用同步时钟接入来源、同步时钟传送链路及传送方向等。
设备材料清册
按通信站和各条光缆线路分别开列设备及材料，并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对已按程序
招标采购的设备应注明生产厂商。

5.2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5.2.1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2，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表2
序号
1

计

算

项

计
目

算

项

目
备

注

再生段传输计算

5.2.2 计算深度要求
施工图阶段一般不再重新进行再生段传输计算，但当初步设计审核使计算条件（光缆路径、长度等）
变更或者建设单位订货与初步设计方案有差异时，应该进行必要的传输计算或校验。
6

通信部分

6.1 通信站光通信设备
6.1.1 图纸编制
6.1.1.1 图纸目录（见表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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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序号

图

纸 名

图 纸
称

1

施工图说明

2

光通信设备系统连接示意图

3

光传输设备柜面布置图

4

PCM 终端设备柜面布置图

5

音频配线架（VDF）机柜面板布置及配线图

6

光纤配线架（ODF）机柜面板布置及配线图

7

数字配线架（DDF）机柜面板布置及配线图

8

设备机柜安装固定图

9

通信设备屏位布置图

10

设备材料表

目

录
备

注

6.1.1.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的配置情况、接地要求以及施工注意事
项等。
b） 光通信设备系统连接示意图
本图宜以框图形式表示出站内各光通信设备间的连接关系，应包括光通信设备与 ODF、DDF
间的缆线连接；PCM 终端设备与 DDF、VDF 间的缆线连接等。
c） 光传输设备柜面板布置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光传输设备机架组屏、子架面板布置、各板卡功能等。
d） PCM 终端设备柜面布置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PCM 终端设备机架组屏、子架面板布置、各板卡功能等。
e） 音频配线架（VDF）机柜面板布置及配线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VDF 机架组屏、模块布置，各相关设备至音频配线单元的配线连接，并标注
主要业务。
f） 光纤配线架（ODF）机柜面布置及配线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ODF 机架组屏、模块布置，各光缆及业务尾缆（纤）至光纤配线单元的配线
连接。
g） 数字配线架（DDF）机柜面板布置及配线图
应包括以下内容：DDF 机架组屏、模块布置，各相关设备至数字配线单元的配线连接，并标注
主要业务。
h） 设备机柜安装固定图
应包括各通信设备机柜尺寸、安装孔位、固定方式等。
i） 通信设备屏位布置图
应按比例绘制通信设备区域内通信屏位布置图，标明屏－屏、屏－墙的尺寸及门的位置，说明
每个屏位对应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商，并区分本期、预留及备用屏位。
j） 设备材料表
应列出本部分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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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通信站进站引入光缆
6.2.1 图纸编制
6.2.1.1 图纸目录（见表 4）
表4
序号

图

1

施工图说明

2

进站引入光缆敷设图

3

进站引入光缆引下示意图

4

进站引入光缆熔接示意图

5

设备材料表

纸

图 纸 目

录

名 称

备

注

清册

6.2.1.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本站设备材料的配置情况以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b） 进站引入光缆敷设图
应在站区总平面图的基础上绘制光缆敷设图，包括引入光缆型式、敷设路径及方式等；还应明
确光缆敷设要求。
c） 进站引入光缆引下示意图
应包含光缆终端盒的位置、引入光缆引下方式及施工要求。
d） 进站引入光缆熔接示意图
本图应示意出引入光缆与 ODF 屏柜单元的熔接情况，同时应标明引入光缆各纤芯在 ODF 配线
模块上的熔接排列顺序等。
e） 设备材料表
应列出本部分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6.3 通信站通信电源设备
6.3.1 适用范围
本节所指通信站（中继站）为独立设置的光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的通信
电源系统统筹考虑。
6.3.2 图纸编制
6.3.2.1 图纸目录（见表 5）
表5
序号

图

1

施工图说明

2

通信电源系统连接图

3

通信电源柜柜面布置图

4

通信电源柜端子接线图

5

设备机柜安装固定图

6

通信电源设备屏位布置图

7

蓄电池组架（柜）安装图

纸

名

图 纸 目
称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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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序号

图

8

太阳能电源控制系统原理图

9

太阳能方阵极板分布图

10

太阳能方阵支架安装图

11

设备材料表

纸

名

称

备

注

6.3.2.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应说明以下内容：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通信电源系统配置方案，组屏及订货情况，施工注意
事项等。
b） 通信电源系统连接图
应以框图型式表示通信电源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连接关系。
c） 通信电源柜柜面布置图
应标明设备组屏、子架面板布置等，包括交直流空开、监控单元、整流模块、显示仪表、外部
接线端子等布置。
d） 通信电源柜端子接线图
以图表形式标明交直流配电端子编号、规格和用途，还应包含监控告警、蓄电池接入等部分的
端子接线。
e） 设备机柜安装固定图
应包括各通信电源设备机柜尺寸、安装孔位、固定方式等。
f） 通信电源设备屏位布置图
应按比例绘制通信设备区域内通信电源屏位布置图，标明屏－屏、屏－墙的尺寸及门的位
置，说明每个屏位对应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以及生产厂商，并区分本期、预留及备用
屏位。
g） 蓄电池组架（柜）安装图
应包括蓄电池组的组架或组柜布置、尺寸及安装方式等。
h） 太阳能电源控制系统原理图
以框图型式表示整个太阳能电源系统工作原理，以及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
组等连接关系。
i） 太阳能方阵极板分布图
应包括太阳能系统极板方阵各组件间的串并关系和连接方式，以及太阳能极板的布置、尺
寸等。
j） 太阳能方阵支架安装图
应标注方阵支架的主要尺寸，朝向，倾角和汇线盒，并图示方阵支架与地脚螺栓的连接方
式。
k） 设备材料表
应列出本部分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6.3.3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6.3.3.1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6，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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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序号

计

1

通信电源容量计算

2

通信蓄电池容量计算

3

太阳能电池配置容量计算

4

太阳能电源控制器容量计算

5

太阳能中继站蓄电池容量计算

算

计

算 项

目

项 目

备

注

6.3.3.2 计算深度要求
施工图阶段一般不再重新进行上述项目的计算，但当初步设计审核使计算条件变更或者建设单位订
货与初步设计方案有差异时，应该进行必要的计算或校验。
6.4 通信站通信监控设备
6.4.1 适用范围
本节所指通信站（中继站）为独立设置的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的监控系
统统筹考虑。
6.4.2 图纸编制
6.4.2.1 图纸目录（见表 7）
表7
序号

图

1

施工图说明

2

通信监控系统图

3

通信监控设备屏面布置图

4

通信监控设备布置图

5

通信监控系统缆线连接图

6

设备材料表

纸

名

图
称

纸

目

录
备

注

6.4.2.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说明设计范围及设计内容，描述监控系统方案，订货情况，说明施工注意事项等。
b）通信监控系统图
应以框图型式绘出整个通信监控系统，包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接关系、内外部接口信号上传
位置等内容。
c）通信监控设备屏面布置图
包括设备组屏、子架面板布置、各板卡功能等。
d）通信监控设备布置图
包括通信监控设备柜屏位布置、监控系统各前端设备的布置、围墙安全警戒系统设备的布置等。
e）通信监控系统缆线连接图
应绘出通信监控系统端子接线，及端到端电缆编号、选型及连接。
7

Q / GDW 381.3 — 2009
f）设备材料表
应列出本部分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通信站电气部分

7
7.1

适用范围
本章所指通信站（中继站）为独立设置的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统筹考虑。

7.2 图纸编制
7.2.1 图纸目录（见表 8）
表8
序号

图

纸

1

施工图说明

2

站用电交流系统接线图

3

站用电交流配电屏接线图

4

站用电交流配电装置平断面图

5

站用变压器安装图

6

防雷保护图

7

接地布置图

8

动力、照明系统及布置图

9

火灾报警系统全图

10

设备材料汇总表

名

图
称

纸

目

录
备

注

7.2.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1） 说明设计内容、范围、贯彻初设审批文件情况。
2） 说明施工安装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b） 站用电交流系统接线图
绘出站用变电源引接及母线的连接，标明站用变高压侧电源的引接地点，站用变的容量、规格，
站用变的中性点接线方式。
c） 站用电交流配电屏接线图
绘出站用电配电屏母线、回路排列、设备（包括仪表）的型号及规格、电缆编号，站用电配电
屏回路排列按屏正面并与实际排列一致。
d） 站用电交流配电装置平断面图
绘出站用电配电屏的布置及安装，电缆沟布置及相应的支架详图，断面图中应标出配电屏的高
度。
e） 站用变压器安装图
绘出站用变压器的中心线、外形及有关支架、设备布置和导线的连接、相互位置尺寸，并标明
站用变套管的相序。
f） 防雷保护图
绘出被保护物及避雷针（带）的相对位置尺寸，针（带）编号、高度，并示出其保护范围，列
出计算结果表，并对施工要求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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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接地布置图
绘出接地网及集中接地装置的布置情况，并对施工要求进行说明，开列材料表。
h） 动力、照明系统及布置图
表明动力、照明系统配置和布置要求，说明事故照明供电方式。
i） 火灾报警系统全图
应表示火灾报警装置配置、火灾探测器的布置及安装要求，并说明信号上传地点。
j） 设备材料汇总表
应列出本系统设备材料明细，标明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7.3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7.3.1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9，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表9
序号

计

算

1

站用变压器容量选择

2

配电设备及导体选择计算

3

避雷针（带）防雷保护范围计算

4

接地计算

5

照明负荷及配置计算

项

计 算
目

项

目
备

注

7.3.2 计算深度要求
a） 站用变压器容量选择
站用变压器的容量、阻抗电压、抽头电压选择计算。
b） 配电设备及导体选择计算
1） 短路电流计算及设备导体选择。
2） 特殊回路电压降、热稳定校验。
c） 避雷针（带）防雷保护范围计算
进行避雷针（带）位置、针高、保护范围的计算。
d） 接地计算
根据工程情况确定接地网材质，进行接地网及集中接地体截面选择计算并进行热稳定校验；计
算接地电阻。
e） 照明负荷及配置计算
计算照明负荷（考虑同时系数）、回路工作电流，选择各回路开关、保护设备型号等。根据回
路负荷及工作电流，计算电缆、导线截面
8

通信站土建部分

适用范围
本章所指通信站（中继站）为独立设置的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统筹
考虑。
8.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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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图纸编制
8.2.1 图纸目录（见表 10）

序号

图

1

施工图总说明及门窗一览表

2

征地图

3

总平面布置图

4

站内外道路施工图

5

围墙、大门施工图

6

平、立、剖面及屋面布置图

7

基础平面布置图及详图

8

结构施工图

9

管、沟、埋件布置及详图

10

暖通设计施工图

11

消防设计施工图

表 10

图 纸

纸

称

名

目

录
备

注

8.2.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总说明及门窗一览表
1） 执行的主要法规和采用的主要标准（名称、编号、年号、版本号）；
2） 初设、初设收口及其评审意见及文号；
3） 说明本工程的自然条件；
4） 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对站内的土方施工要求、建筑结构形式、地基处理等主要内容作必要
的论述。
5） 其他：对图纸无法表达或必须重视的技术问题作必要简述。
6） 列出门窗编号一览表并说明门窗、数量、材质、色调要求。
b） 征地图
1） 明确给出坐标及高程系统，并提供测量控制点坐标、高程。
2） 标明指北针。
3） 在地形图上绘出变电站围墙及进站道路的中心线、征地轮廓线及规划控制红线。
4） 列表标明征地指标。
c） 总平面布置图
1） 根据工艺专业提供的总平面布置，综合各专业的要求绘制。站内各建（构）筑物布置应符
合防火间距、工艺专业、运输及消防要求。
2） 应表示出进站道路、站外排水沟、护坡等。
3） 标明站内各建（构）筑物、围墙、道路等坐标，并于说明中标明建筑坐标与测量坐标间相
互的换算关系。
4） 标出指北针及风玫瑰图，并应标出指北针与建筑坐标的夹角。
5） 标明各道路的宽度及转弯半径。
6） 综合布置各种主要管沟。
7） 按现行的《变电所总布置设计技术规程》的规定，计算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并列表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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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站内外道路施工图
绘制站内外道路的横断面图并注明道路的材料、构造、厚度和做法。并标明纵横伸缩缝的间距
和绘制其构造详图。
e） 围墙、大门施工图
应绘制围墙的剖面图，标注其厚度、高度、压顶等尺寸和构造要求。绘制大门、门墩及基础的
平、立、剖面图，并注明材料和施工要求。
f） 平、立、剖面及屋面布置图
平面图应标出建筑轴线及其序号，标示墙、柱、门窗等与轴线间尺寸，底层建筑平面图应在右
上角绘出指北针。标出室内各层门窗设计编号、开启方式、位置尺寸。在各层平面图中标出各
间室内所有房间的名称、标高。
立面图应绘出女儿墙顶、檐口、柱、变形缝 、室外楼梯和爬梯、阳台、栏杆、台阶、踏步、
雨篷、留洞、雨水管、门窗及其它装饰构件和粉刷分格示意线，标出立面墙体颜色、做法。
剖面图应绘出梁板结构系统等可见线，标出门、窗、洞口高度、层间高度、总高度（室外地面
至檐口或女儿墙顶）、隔断、留洞口、等高度尺寸。标出底层地面标高（±0.00），以上各层楼
面、楼梯平台标高，、屋面檐口、女儿墙顶、高出屋面的水箱间、楼梯间顶部标高，
、室外地面
标高。
屋面布置图应绘指出屋顶分水线及坡向，确定及排水纵、横坡度，绘出屋顶变形缝、分仓缝、
泛水、室外爬梯及其它构筑物的位置，并标出其与轴线关系的尺寸及相应的详图索引号等。
g） 基础平面布置图及详图
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和工程地质条件，选择经济合理的基础形式，绘出基础平面布置图及详
图。
h） 结构施工图
根据建筑提供的各层平面绘出各层的结构平面布置图，注明梁柱编号。可以采用平法布置表示
梁、板的配筋，根据相应的国标图集规范标注。
i） 管、沟、埋件布置及详图
绘出通信柜设备埋件布置图，并绘出地面活动地板拼装图或电缆沟道及其相应的构造节点详
图。
j） 暖通设计施工图
应说明采暖、通风及空调设置依据，气象条件，采暖、通风及空调方案，各种材料材质要求，
设备性能参数及要求，设备控制方式及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并绘制采暖通风及空调平面布置
图，表明风机、空调设备及管道相对尺寸及平面定位尺寸，绘制暖通设备与材料一览表。
k） 消防设计施工图
应说明灭火器配置的设计依据，灭火器配置方案。结合建筑物的平面布置，按相关规程规范对
灭火器进行布置，明确灭火器的布置形式（嵌入式或落地式），标注定位尺寸，绘制消防设备
与材料一览表。
8.3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8.3.1 计算项目
本部分计算项目见表 11，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序号

计

1

计算荷载的确定和组合

2

结构内力、强度和刚度计算

表 11

计 算

算

目

项

项

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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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续）
序号

计

算

项

3

楼（屋）盖计算

4

楼梯、阳台、过梁、雨篷等构件计算

5

地基基础计算（含变形验算）

6

采暖、通风及空调设备选型计算

目

备

注

8.3.2 计算深度要求
a） 计算荷载的确定和组合
活荷载可参照现行规范规定取值并进行荷载基本组合。
b） 结构内力、强度和刚度计算
针对不同的结构形式，根据作用荷载，计算主体结构的内力、配筋及变形，并对节点进行计算。
对抗震设防区，应进行地震作用的计算。
c） 楼（屋）盖计算
1） 现浇钢筋砼根据建筑总图及工艺设备要求，确定结构平面布置，根据上部恒载、活载的荷
载组合情况，对板、梁等构件进行结构及配筋计算。
2） 预制装配式楼盖体系的梁，一般均为现浇，楼板通过荷载计算，根据当地标准图纸，选择
符合荷载要求的预制板。
d） 楼梯、阳台、过梁、雨篷等构件计算
1） 根据上部恒、活载的荷载组合情况，计算梯段、斜梁等的内力及配筋。
2） 悬挑结构应对主体结构进行结构的抗剪、扭验计算。
e） 地基基础计算
根据建筑物的建筑类别、上部荷载、所在区域的地质条件，选择相应的基础形式，进行相应的
地基基础、地基承载力及变形沉降计算。
f） 采暖、通风及空调设备选型计算
根据冷热负荷及各房间功能要求，计算选择不同的采暖、空调设备；根据风量、风压、管道布
置、风速、噪音等因素、综合考虑计算选择通风设备。
征地拆迁
有关独立通信站征地拆迁内容深度规定参见本规定《变电站》分册 9.16。

8.4

9

光缆线路部分

9.1 OPGW 光缆部分施工图
9.1.1 图纸编制
9.1.1.1 图纸目录（见表 12）

序号

12

图

1

施工图说明

2

OPGW 光缆路径图

3

地线配置图

4

OPGW 光缆配置明细表

表 12

图 纸

纸

称

名

目

录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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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序号

图

纸

名

5

OPGW 光缆特性曲线表

6

OPGW 光缆架线曲线表

7

XX 地线特性曲线表

8

XX 地线架线曲线表

9

金具组装图

10

防振锤安装图

11

OPGW 光缆接头及引下安装示意图

12

杆（塔）加固图

13

杆（塔）基础加固图

14

设备材料表

称

备

注

9.1.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本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设计依据及范围；工程概况；气象条件；OPGW 光缆架设位置（左或
右）；OPGW 安全系数等使用条件；OPGW 结构、光缆机械与物理特性；OPGW 光缆盘长及配
套金具附件；OPGW 光缆初伸长处理；OPGW 光缆防振措施；最小允许弯曲半径；余缆架、
接续盒安装高度及引下线固定方式；施工注意事项等。
b） OPGW 光缆路径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OPGW 光缆走向、穿越行政区；主要河流、城镇规划、其他重要设施及
重要交叉跨越等。对于在改（π）接线路及原有旧线路上架设光缆的工程，应说明改（π）接
点的位置。
c） 地线配置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全线地线（OPGW 光缆或其它地线）的型号和不同地线型号分界点塔号
及长度。
d） OPGW 光缆配置明细表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塔号、塔型、呼高、档距，光缆盘长（盘号）及接头盒余缆架安装杆塔
号；杆塔的 OPGW 光缆、其它地线使用的金具串；防振锤及护线条安装数量；引下固定夹具
数量等。
e） OPGW 光缆特性曲线表和 XX 地线特性曲线表
分别给出 OPGW 光缆和 XX 地线的特性曲线表，应包含以下内容：高温、低温、大风、覆冰、
平均气温、内过、外过（有风）、外过（无风）和安装工况下的应（张）力曲线表，高温、低
温、大风、覆冰和外过（无风）工况下的弧垂曲线表；图上应表明临界档距，并应有物理特性
表与单位比载表。物理特性表应包括截面积、计算外径、弹性系数、线膨胀系数、额定拉断力、
最大使用应力和平均运行应力。单位比载表应包括自重、冰重、风荷重及综合荷重。
f） OPGW 光缆架线曲线表和 XX 地线架线曲线表
分别给出 OPGW 光缆和 XX 地线的架线曲线表，应包含以下内容：考虑降温后每隔 5~10℃的
架线曲线表，并注明观测档弧垂换算公式；并注明处理塑性伸长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孤立档在
档距较小时，应另给出弧垂；连续倾斜档线夹安装位置调正表、变电所进（出）线档的安装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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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i）

j）
k）
l）

应注明构架允许拉力，还应说明不考虑塑性伸长的补偿间题。
金具组装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各金具元件组装方式，注明各元件尺寸及总尺寸；所需金具材料表，包
括元件名称、型号、图号、数量、单位重量与合计重量，及金具串总重量；注明安装工艺上的
注意事项与特殊要求。
防振锤安装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防振锤的安装示意；防振锤的安装距离；注明注意事项与特殊要求。
OPGW 光缆接头及引下安装示意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OPGW 光缆接头盒安装位置、安装高度示意；引下固定夹具的安装距离，
在铁塔或架构上安装位置。
杆（塔）加固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加固杆（塔）的塔号，需要加固的杆件号和规格。
杆（塔）基础加固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加固杆（塔）的塔号和基础的加固方案。
设备材料表
本表应包括以下内容：设备材料名称、型号规格和单位数量等。

9.1.2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9.1.2.1 计算内容
本部分计算内容见表 13，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序号

计

1

力学特性曲线表计算

2

架线特性曲线表计算

3

防振锤安装距离计算

4

金具强度校验

5

悬垂金具串上拔校验

6

杆（塔）强度验算

7

基础强度验算

表 13

计 算

算

目

项

项

目
备

注

9.1.2.2 深度要求
a） 力学特性曲线表计算
计算临界档距，算出有物理特性表与单位比载表；计算高温、低温、大风、覆冰、平均气温、
内过、外过（有风）、外过（无风）和安装工况下的应（张）力曲线表，高温、低温、大风、
覆冰和外过（无风）工况下的弧垂曲线表。
b） 架线特性曲线表计算
计算不同的安装温度、不同的代表档距的弧垂和张力，计算考虑降温后每隔 5-10℃计算一组数
据；要按规定降温后进行计算，以补偿电线的塑性伸长对弧垂的影响。
c） 防振锤安装距离计算
根据OPGW的有关参数及线路所处地区的风速情况计算。
d） 金具强度校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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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具安全系数校验强度。
e） 悬垂金具串上拔校验
校验 OPGW 悬垂金具串，是否上拔。
f） 杆（塔）强度验算
杆（塔）杆件强度验算（参见线路专业施工图内容深度的相关条文）。
g） 基础强度验算
根据杆（塔）杆件强度验算的基础作用力对基础进行验算（参见线路专业施工图内容深度的相
关条文）。
9.2 ADSS 光缆部分施工图
9.2.1 图纸编制
9.2.1.1 图纸目录（见表 14）

序号

图

1

施工图说明

2

ADSS 光缆路径图

3

ADSS 光缆配置明细表

4

ADSS 光缆特性曲线表

5

ADSS 光缆架线表

6

金具组装图

7

防振器安装图

8

光缆架设位置示意图

9

ADSS 光缆挂点示意图

10

杆（塔）加固图

11

杆（塔）基础加固图

12

设备材料表

表 14

图 纸

纸

称

名

目

录
备

注

9.2.1.2 图纸深度要求
a） 施工图说明
本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设计依据及范围；工程概况；气象条件；ADSS 光缆架设位置；ADSS
安全系数等使用条件；ADSS 光缆机械与物理特性；ADSS 光缆盘长及配套金具附件；ADSS
光缆防振防晕措施；施工注意事项等。
b） ADSS 光缆路径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ADSS 光缆走向、穿越行政区；主要河流、城镇规划、其他重要设施及
重要交叉跨越等。对于在改（π）接线路及原有旧线路上架设光缆的工程，应说明改（π）接
点的位置。如果 ADSS 架设利用了不止一条线路，图纸上要表示出跨接的杆塔号。
c） ADSS 光缆配置明细表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塔号、塔型、呼高、档距，光缆盘长（盘号）及接头盒余缆架安装杆塔
号；给出杆塔的 ADSS 使用金具串；防振锤及护线条安装数量；引下固定夹具数量等。
d） ADSS 光缆特性曲线表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高温、低温、大风、覆冰、平均气温、内过、外过（有风）、外过（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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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i）
j）
k）
l）

风）和安装工况下的应（张）力曲线表，高温、低温、大风、覆冰工况下的弧垂曲线表；图上
应表明临界档距，并应有物理特性表与单位比载表。物理特性表应包括截面积、计算外径、弹
性系数、线膨胀系数、瞬时破坏应力、最大使用应力与平均运行应力。单位比载表应包括自重、
冰重、风荷重及综合荷重。
ADSS 光缆架线表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考虑降温后每隔 5~10℃的架线曲线表，并注明观测档弧垂换算公式；并
注明处理塑性伸长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孤立档在档距较小时，应另给出弧垂。变电所（发电厂）
进（出）线档的安装表应注明构架允许拉力。
金具组装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各金具元件组装方式，注明各元件尺寸及总尺寸；给出材料表包括元件
名称、型号、图号、数量、单位重量与合计重量，并给出绝缘子串或金具串总重量；注明安装
工艺上的注意事项与特殊要求。
防振器安装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防振方案；防振器的安装示意；注明注意事项与特殊要求。
光缆架设位置示意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ADSS 光缆在不同杆塔的架设位置。
ADSS 光缆挂点示意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紧固夹具和杆塔的连接方式。
杆（塔）加固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加固杆（塔）的塔号，需要加固的杆件号和规格。
杆（塔）基础加固图
本图应包含以下内容：加固杆（塔）的塔号和基础的加固方案。
设备材料表
本表应包括以下内容：设备材料名称、型号规格和单位数量等。

9.2.2 计算内容及其深度要求
9.2.2.1 计算内容
本部分计算内容见表 15，具体工程可视需要增减。计算书不列入设计文件。

序号

计

1

力学特性曲线表计算

2

架线特性曲线表计算

3

防振器安装距离计算

4

金具强度校验

5

交叉跨越距离校验

6

杆（塔）强度验算

7

基础强度验算

表 15

计 算

算

目

项

项

目
备

注

9.2.2.2 深度要求
a） 力学特性曲线表计算
计算临界档距，算出有物理特性表与单位比载表；计算高温、低温、大风、覆冰、平均气温、
内过、外过（有风）、外过（无风）和安装工况下的应（张）力曲线表，高温、低温、大风、
覆冰和外过（无风）工况下的弧垂曲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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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架线特性曲线表计算
计算不同的安装温度、不同的代表档距的弧垂和张力，计算考虑降温后每隔 5-10℃计算一组数
据。
c） 防振器安装距离计算
根据ADSS的有关参数及线路所处地区的风速情况计算。
d） 金具强度校验
根据金具安全系数校验强度。
e） 交叉跨越距离校验
对交叉跨越物进行校验，并满足规程要求。
f） 杆（塔）强度验算
杆（塔）杆件强度验算（参见线路专业施工图内容深度的相关条文）。
g） 基础强度验算
根据杆（塔）杆件强度验算的基础作用力对基础进行验算（参见线路专业施工图内容深度的相
关条文）。
9.3

线路走廊清理
光缆线路走廊清理的内容深度规定参见本规定《架空输电线路》分册 5.8。

10

施工图预算
预算书应包括编制说明、预算表及附表。

10.1 预算内容及深度
10.1.1 编制说明
a） 工程概况
、特点、
1） 工程概况：工程建设地点和地理位置、设计依据、工程性质（新建、扩建或改建）
交通等情况、项目组成、预算总投资。
2） 主要工艺系统设计特征：① 光缆线路部分：应说明光缆线路起讫点、路径方案及依附的
输电线路电压等级，光缆型式、光纤芯数、长度等；如果涉及另一侧地线改造，要说明各
种地线的规格型号和长度。② 通信站部分：应说明通信站点分布及主要设备类型、容量。
3） 建设场地情况：① 光缆线路部分：地貌及地形比例、运输方式及运输距离。② 通信站（中
继站）部分：建设场地占地面积、地形地貌、地质、地震烈度、洪水位、地基承载力、土
石方工程量、地基处理、地下水位等。
4） 施工及运行条件：水源、电源、通信及道路情况。改扩建工程的过渡措施方案。
b）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2） 工程量：依据施工图设计说明、施工图图纸及主要设备材料表清册。
3） 预算定额：所采用的定额名称、版本、年份，采用补充定额、定额换算及调整应有说明。
4） 人工工资：所采用的定额人工工资单价及相关人工工资调整文件。
5） 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所依据的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名称、版本、年份。上述标准中没有
明确规定的费用的编制依据。
6） 材料价格：装置性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定额内消耗性材料价格采用的依
据、价格水平年份，建筑工程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信息价格的时间和地区。
7） 设备价格：设备价格的计价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设备运杂费费率的确定依据。
8） 机械价格：安装工程定额内机械调整系数采用的依据、时间和地区。建筑工程机械费用调
整采用的依据、时间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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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制年价差：编制年价格的取定原则和主要材料的取定价格，编制年价差的计算方法。
10）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建设场地征用、租用及拆迁赔偿所执行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和计
算依据。
11）特殊项目：应有技术方案和相关文件的支持，按本规定要求的深度编制施工图预算。
12）价差预备费：价格上涨指数及依据，预算编制水平年至开工年时间间隔，工程建设周期和
建设资金计划。
13）建设期贷款利息：资金来源、工程建设周期和建设资金计划、贷款利率。
c） 其他有关说明：对施工图预算中遗留的问题应加以重点说明。
d） 与概算的对比分析：对本工程施工图预算与初步设计概算投资进行简要分析比较，阐述投资增
减原因。
10.1.2 预算表及附表
通信站和光缆线路分别编制预算。
a） 通信站预算表
、专业汇总预算表（表二甲）、安装工程预算表（表三
1） 预算表应包括：总预算表（表一甲）
甲）、建筑工程预算表（表三乙）、其他费用预算表（表四）、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用预
算表（表七）
。
2） 附表包括：编制年价差（设备、材料、机械价差）计算表、调试费用计算表。
b） 光缆线路预算表
1） 预算表应包括：总预算表（表一乙）
、送电线路安装工程费用汇总预算表（表二乙）
、送电
线路单位工程预算表（表三丙）、送电线路辅助设施工程预算表（表三戊）、其他费用预算
表（表四）、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预算表（表七）。
2） 附表包括：编制年价差计算表、综合地形增加系数计算表（附表一）、光缆线路工程装置
性材料统计表（附表二）、光缆线路工程土石方量计算表（附表三）、光缆线路工程工地运
输重量计算表（附表四）、光缆线路工程工地运输工程量计算表（附表五）、光缆线路工程
杆塔分类一览表（附表六）。
附表不限于以上内容，为清晰完整表达施工图中的各种工程量，可以补充工程量统计、计
算表格。
工程量计算原则
工程量计算应以定额规定及定额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准，并以施工图纸为依据，参照
设备安装图纸等进行计算。
工程量的编制按照输变电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规范执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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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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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
内容深度规定
第三部分：电力光纤通信
编 制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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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和依据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加强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工作启动会议及第一次协调会议纪
要的通知》（基建技术〔2009〕112 号）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二、编制原则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
运行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工业化”的原则，通过技术创新和依靠科技进步，突出展现设计方案
的可靠性、经济性、先进性。
编写规格和规则按 DL/ T 600—2001《电力行业标准编写基本规定》，并与《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初
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架空输电线路、电
力电缆工程、
）进行有效衔接。
三、工作过程
1 2009 年 4 月，成立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编制工作组，并召开启动
会。会议明确国网基建部牵头，国网经研院具体负责，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
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新疆电力设计院。
2 2009 年 5 月 8 日，编制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协调会。为使本规定符合电网建设的新发展，
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建设，响应国家电网公司加强工程量管理的要求，会议对编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
编制大纲及模板。
3 2009 年 6 月至 7 月，编制组深入开展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
广泛征求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电力行业标准化、信息化研究推广
应用的成果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规定（草稿），期间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并按照会议的意见进行修订补充。
4 2009 年 7 月 25 日，《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
（初
稿）编制完成。
5 2009 年 7 月 29 日，工作组邀请国内设计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
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
》
（初稿）进行内部评审。与会专家对本规定（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
宝贵建议，使该规定更为适用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
定（电力光纤通信）》（征求意见稿）
。
6 2009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征求意见稿在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网站上挂网征求意见。各网省（市）
电力公司的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
（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7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工作组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送审稿）。
8 2009 年 8 月 17 日，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组织公司科技部、建设部、部分网省（市）电力公司专
家、设计单位专家及参编单位进行本规定的正式评审，根据审查会的意见，编制组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
推敲讨论后，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电力光纤通信）》（报批稿）。
四、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分 10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总的部分、通信部分、
通信站电气部分、通信站土建部分、光缆线路部分、施工图预算。
1

范围
本规定是针对电网输变电工程配套建设和独立建设的大型干线光纤通信新建工程编制，内容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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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信设备、独立通信站、光缆线路等所有通信工程主要内容。对于中小型光纤通信工程项目设计，
可根据工程情况对条文中的内容进行取舍。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作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
部专业分工标准。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列出了本规定的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3

列出了适应于本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总则

4

规定了设计文件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等，应执行基建程序、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标
准工艺，并规定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包含的内容及深度基本要求。
总的部分

5

本章对光通信系统图纸的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要求。结合通信工程的特点，为方便业主施工管理，
对跨区联网通信工程及节点数量较多的通信工程，将系统通信图纸单独编制组卷，避免该部分图纸在各
通信站施工图中重复性套用。
通信部分

6

本章对各通信站光通信设备部分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要求。内容涵盖光传输系统、PCM 终端设备、
音频配线架（VDF）、光纤配线架（ODF）及数据配线架（DDF）等设备。
通信站电气部分

7

本章规定了独立建设的通信站电气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通信站土建部分

8

本章规定了独立建设的通信站土建部分图纸、计算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光缆线路部分

9

本章主要针对架空地线复合光缆（OPGW）及非金属自承式光缆（ADSS）的施工图设计做出内容
深度要求，对于其他型式的光缆线路（如直埋、管道等光缆）部分，考虑其光缆结构和敷设方式的差异，
设计内容侧重点不同，可参照本规定及相关规定执行。
10

施工图预算
本章规定了施工图预算编制的内容及深度要求。
五、条文说明
1

范围

本规定是针对电网输变电工程配套建设和独立建设的大型干线光纤通信新建工程编制，内容涵盖了
系统通信设备、独立通信站、光缆线路等所有通信工程主要内容。对于中小型光纤通信工程项目设计，
可根据工程情况对条文中的内容进行取舍。
本规定主要针对架空地线复合光缆（OPGW）及非金属自承式光缆（ADSS）的施工图设计做出内
容深度要求，对于其他型式的光缆线路（如直埋、管道等光缆）部分，考虑其光缆结构和敷设方式的差
异，设计内容侧重点不同，可参照本规定及相关规定执行。
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作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标准。
5

总的部分

本章对光通信系统图纸的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规范。结合通信工程的特点，为方便业主施工管理，
对跨区联网通信工程及节点数量较多的通信工程，将系统通信图纸单独编制组卷，避免该部分图纸在各
通信站施工图中重复性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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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a）4）
“特殊施工方案”指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对运行电路临时切改方案等特殊方案。

5.1.2

a）5）
“拆迁赔偿”为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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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b）光缆路由图绘制：本工程新建光缆线路、现运行光缆线路、在建及规划建设光缆线路。

建议依次采用粗虚线、细实线、细虚线、点划线等区分。
5.1.2

d）光通信系统设备配置图绘制：本工程新增设备及现运行设备建议依次采用粗虚线、细实

线等区分。
6

通信部分

本章为各通信站光通信设备部分施工图。对光传输系统、PCM 终端设备、音频配线架（VDF）、光
纤配线架（ODF）及数据配线架（DDF）等设备的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规范。
6.1

机柜面板布置图：图内设备面板与机柜相对比例宜按实物真实比例绘制，明确机柜、设备的

安装尺寸（尤其是高度）；若机柜内有其它设备或模块应一并按机柜内拟定安装方案和真实比例绘制；
设备面板图应能体现设备主要子框和板卡的简要名称（中文、中文简略语、英文、英文缩写、汉字拼音
缩写等）、拟定安装位置和槽位编号，同时应提供各简要名称的中文全称和必要的功能解释；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技术建议：设备与多个其它小型设备、模块合用一面机柜时，布局不宜过于紧凑，
便于施工安装和运行维护。在满足工程要求的前提下，部分图纸内容可合并出图或分解出图，图名应当
相应调整。
光纤配线架（ODF）机柜面布置及配线图：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该图可与第 6.2 节中的进站引入光缆
熔接示意图合并出图。
6.2
7

进站引入光缆敷设图：进站引入光缆指由终端架构光缆接头盒至通信机房的光缆线路。
通信站电气部分

本部分所指通信站为独立建设的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统筹考虑。
本部分对通信站全部电气部分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规范，规定了相应的图纸目录和图纸内容深度，
以及相应的计算项目和深度要求。本章所列卷册安排可根据具体工程调整，其图纸目录可根据工程具体
情况适当增减。
8

通信站土建部分

本部分所指通信站为独立建设的通信站，当通信站设在变电站内时，应与变电站统筹考虑。
独立通信站按无人值班设计，上下水系统已较少使用。当确需设置时，可参照本规定《变电站》分
册第 10 部分相关内容要求进行水工施工图编制，并进行适当简化。
本部分对独立建设的通信站土建部分施工图设计深度做了规范，规定了相应的图纸目录和图纸内容
深度，以及相应的计算项目和深度要求。本章所列卷册安排可根据具体工程调整，其图纸目录可根据工
程具体情况适当增减。
8.3

新增内容。当独立建设的通信站发生征地拆迁赔偿费用时，应参照《变电站》分册“征地拆

迁”章节内容对本通信站进行说明。
9
9.1

光缆线路部分
本部分施工图是按独立的通信工程模式编制的，施工图的内容上不仅有 OPGW 还包括其它地

线。在图纸目录中包括了全部的出图种类，其中杆塔和基础加固部分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分卷。
地线的配置一般可分为以下组合：
a）两根都采用 OPGW
b）OPGW 和铝包钢绞线。
c）OPGW 和普通钢绞线
说明书及图纸的内容中不仅要包括 OPGW 的内容，也要包括其它地线的内容。
图纸中的特性曲线、架线曲线、金具组装图的要求是和架空线路深度要求中的机电施工图的要求一
致的，可参考架空线路深度要求。
架设 OPGW 经常要涉及到已运行多年的架空线路，如需要对铁塔、基础验算和加固，验算、加固
的内容深度可按架空线路深度规定中的相关要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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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本部分施工图在内容上主要是 ADSS 的悬挂和杆塔的强度验算、加固，内容深度可按架空线

路深度规定中的相关要求。
9.3

新增内容。单独 OPGW 或 ADSS 不与线路本体同期架设，线路走廊存在房屋及其它拆迁或重

要跨越，并发生赔偿费用的，应参照本规定《架空输电线路》分册“线路走廊清理”章节内容对本通信
站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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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为国家电网公司系列标准，由《变电站》、
《架
空输电线路》
、《电力电缆工程》、《电力光纤通信》四个分册组成，本部分为架空输电线路分册。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运
行高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工业化的原则。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属首次编制，本规定总结了输变电工程设计
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网省公司、基建管理、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了公司标准化、
信息化应用成果，可以有效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满足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指导工程项目的施工，
有效控制投资。
本规定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管理。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西南电力设计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西北电力设计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盛大凯 许子智 刘仲全 陈大斌 王 刚 朱永平 邢月龙 齐立忠 李显
鑫 姜勇 刘庆生 崔万福 张世杰 张小力 胡吉磊 曹鑫 李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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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四部分：架空输电线路
1

范围

本规定明确了架空输电线路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 220kV～750kV 交流架空输电线路新建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110kV 及以下新
建架空输电线路工程以及改建、扩建架空输电线路工程施工图设计参照本规定执行，可适当调整。
本规定只对设计的内容深度做出要求，不作为各设计单位内部专业分工和卷册划分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定，然而，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重覆冰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大跨越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架空送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架空送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定》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2006 年版）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
《输电线路杆塔制图和构造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3.1 术语
3.1.1 架空输电线路
架设于地面上，空气绝缘的电力线路。
3.1.2 弱电线路
泛指各种电信号通信线路。
3.1.3 大跨越
线路跨越通航江河、湖泊或海峡等，因档距较大（在 1000m 以上）或杆塔较高（在 100m 以上），
导线选型或杆塔设计需特殊考虑，且发生故障时严重影响航运或修复特别困难的耐张段。
3.1.4 中、重冰区
设计冰厚大于 10mm 小于 20mm 地区为中冰区，设计冰厚为 20mm 及以上的地区为重冰区。
3.1.5 基本风速
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 10m 高度处 10min 时距，平均的年最大风速观测数据，经概率统计得
出 50（30）年一遇最大值后确定的风速。
3.1.6 稀有风速，稀有覆冰
根据历史上记录存在，并显著地超过历年记录频率曲线的严重大风、覆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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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耐张段
两耐张杆塔间的线路部分。
3.1.8 平均运行张力
年平均气温情况下，弧垂最低点的导线或地线张力。
3.1.9 等值附盐密度（简称等值盐密）
溶解后具有与从给定绝缘子的绝缘体表面清洗的自然沉积物溶解后相同电导率的氯化钠总量除以
表面积，一般表示为 mg/cm²。
3.1.10 不溶物密度（简称灰密）
给定绝缘子绝缘体表面清洗的非可溶性残留物总量除以表面积，一般表示为 mg/cm²。
3.1.11 重力式基础
基础上拔稳定主要靠基础的重力，且其重力大于上拔力的基础。
3.1.12 钢筋混凝土杆
钢筋混凝土杆是普通混凝土杆、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杆及预应力混凝土杆的总称。
3.1.13 居民区
工业企业地区、港口、码头、火车站、城镇等人口密集区。
3.1.14 非居民区
上述居民区以外地区，均属非居民区。虽然时常有人、有车辆或农业机械到达，但未遇房屋或房屋
稀少的地区，亦属非居民区。
3.1.15 交通困难地区
车辆、农业机械不能到达的地区。
3.1.16 间隙
线路任何带电部分与接地部分的最小距离。
3.1.17 对地距离
线路任何带电部分与地面之间的最小距离。
3.1.18 保护角
在杆塔处地线的垂直平面与通过导、地线的平面之间的夹角。
3.1.19 采动影响区
开采矿产扰动影响范围。
3.2

标准术语
下列标准术语适用于本规定。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总则

4

4.1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必须符合电力行业技术标准和国
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的规定，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及反措必须严格执行。
设计文件应遵守国家及其有关部门颁发的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规定。
4.2 设计文件应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初步设计评审意见、设备订货
资料等设计基础资料是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依据。
4.3 设计文件应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大力推广应用通用设计和通用造价，贯彻“两型三新”的建设
理念。
4.4 设计文件对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安装工艺提出的要求，应满足公司《输变电工程工艺标准库》中
对有关工艺设计的要求。
4.5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的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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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专业施工图图纸；
b） 施工图预算书。
4.6

5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的基本要求：
a）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内容规范齐全、引用标准正确、表达方式一致、方案表达简明。
b）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正确指导施工、方便竣工验收、保证运行档案正确齐全。
c）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招标、施工招标、业主单位管理、施工和竣工结算的要求。
d） 施工图设计文件各部分具体的设计及计算深度要求，在本规定各章节中分别说明。本规定未能
涉及的问题，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适当加以说明。
e） 各专业计算书不属于必须交付的设计文件，但应按照本规定有关条款的要求编制并归档保存。
一般线路施工图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5.1 施工图总说明书及附图
5.1.1 本部分应包括图纸目录、卷册总目录、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及附件。图纸目录图号通常宜先列
新绘制图纸（说明），后列选用的标准图和套用图纸。
5.1.2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书。
每个单项工程应编制施工图设计总说明书，施工图设计总说明书应包括如下内容。
5.1.2.1 总述
a） 工程概况
简要说明本工程名称、起迄点、线路长度、通过行政区，地形、地貌等工程情况及勘测设计里程碑。
b） 设计依据
1） 项目立项批文，初步设计评审意见及勘测设计合同等。
2） 建设单位的合同要求。
3） 执行的主要技术文件、标准、规程及规范。
4） 科研试验及咨询意见：说明科研试验和咨询意见的名称、编号、主要结论及应用情况。
5） 有关的协议文件。
c） 设计规模和范围
设计范围包括从某一变电站或发电厂至另一变电站或发电厂的全部或部分线路本体设计，对通信和
信号线路的危险和干扰影响的保护设计，施工组织设计，编制预算（如合同有要求），确定运行组织设
计的附属设施等。
d） 初步设计评审意见的执行情况
1） 关于执行初步设计的情况。
2） 对初步设计修改及评审意见处理的情况说明：在施工图设计中，因某些原因不能执行初步
设计和评审意见，重大问题应有甲方意见并说明处理结果；一般问题要说明变化的理由和
结论意见。
e） 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及运行单位。
f）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主要技术特性：应分项说明线路名称、起迄点、电压等级、回路数、导地线型号、线路长
度、曲折系数、输送容量、中性点接地方式、沿线地形地貌、气象区划分、污区划分、杆
塔基础形式、导地线换位及主要交叉跨越次数等；列表说明杆塔型式及数量。
2） 主要经济指标：应列表说明各冰区、风区和全线的线路长度、平均档距、平均耐张段长度、
每公里杆塔数量；导线、地线、杆塔钢材、基础钢材、挂线金具、接地钢材、间隔棒、防
振锤、绝缘子、混凝土等材料的单位公里指标；房屋拆迁及树木砍伐指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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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线路路径
a） 线路路径
1） 应说明线路起迄点走向、经过的地区、市、县名称及线路长度、曲折系数、线路路径情况。
2） 应列表说明线路跨越铁路、公路、河流、电力线（分电压等级统计）、通信广播线、重要
管道、林场等障碍物的次数或长度；列出障碍物的拆迁量。
3） 应说明沿线的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象情况及海拔高度范围；说明沿线有无不良地质
地带等。
4） 应说明线路施工运行条件，铁路、公路交通情况等。
5） 对于改接、“T”接、“π”接等应说明线路的工程改造、过渡方案及注意事项。
b） 两端变电站出线
应说明线路从变电站（发电厂）第几间隔出线，进入变电站（发电厂）第几间隔，并说明相序配合
及进出线走廊规划、终端塔布置等情况。
c） 路径协议
应说明复核和补充路径协议的情况。
5.1.2.3 设计气象条件
应说明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基本风速、覆冰、安装、平均气温、雷电过电压、操作过电压等组合
的气温、风速和冰厚的设计取值情况（如表 1）
；年平均雷暴日数、冰密度及风压系数的设计取值情况；
气象区划分情况。
表1
气象条件

气温（℃）

工程气象条件一览表
风速（m/s）

冰厚（mm）

备注

最低气温
平均气温
基本风速
覆

冰

最高气温
安

装

雷电过电压
内过电压
雷暴日数
冰的密度

5.1.2.4 导线和地线
应说明导线和地线（含 OPGW）的型号、导线分裂根数及排列方式，设计安全系数、最大使用应力、
平均运行应力；导、地线因悬挂点应力放松情况；导线和地线（含 OPGW）机械物理特性表；导地线蠕
变伸长的处理方法等。
5.1.2.5
a）
b）
c）
4

绝缘配合
应说明全线污区划分及爬电比距取值。
应说明绝缘子主要尺寸及机电特性。
绝缘子片数：应说明直线和耐张导线绝缘子串在不同的海拔、污区、冰区，各型绝缘子的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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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d） 塔头空气间隙：分别说明工频电压、操作过电压、雷电过电压及带电检修在不同海拔高度时的
最小空气间隙和相应的设计风速。
5.1.2.6 防雷和接地
a） 应简述本线路工程的防雷措施。
b） 应说明地线架设根数、地线对边导线的保护角、不同土壤电阻率下允许的工频接地电阻值及接
地装置型式等。
c） 应说明对接地及接地射线敷设有特殊要求的塔号及具体要求。
5.1.2.7 导、地线防护措施
应说明导、地线防微风振动和导线防次档距振荡的措施；防振锤、阻尼线、间隔棒的型号及安装方
法等。
5.1.2.8 导线和地线换位（相）
a） 应说明线路换位（相）方式、换位次数及长度等情况。
b） 应说明地线换位或接地、分段绝缘的情况，统一规定分段绝缘的要求。
5.1.2.9 金具
应说明导、地线绝缘子金具串各种工况下的安全系数，串型适用条件及选择的主要标准金具型号和
非标准金具使用情况。
5.1.2.10 对邻近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设施的电磁影响及其保护
应说明对邻近的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设施的电磁影响情况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
5.1.2.11 杆塔和基础
5.1.2.11.1 杆塔
a） 应列表（表 2）说明采用的主要杆塔型式（杆塔的使用条件）
。
表2

杆塔使用条件表

使用条件
序号

塔型名称

水平档距（m）

垂直档距
（m）

代表档距（m）

转角度数
（°）

呼高范围
（m）

备

注

b） 杆塔结构设计说明
1） 杆塔设计采用的方法和使用的分析软件。
2） 杆塔的荷载主要计算原则及设计工况。
3） 杆塔设计时稀有气象条件的验算工况。
4） 杆塔的主要特点。
5） 杆塔设计时采用的特殊结构。
6） 长短腿塔型最小和最大的接腿级差。
c） 杆塔防松防卸措施。
d） 杆塔登塔措施及设置具体要求。
e） 标志牌设置要求及多回路色标要求。
f） 接地孔设置具体要求。
g） 杆塔防腐措施。
h） 杆塔材料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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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杆塔采用的材料型式（角钢、钢管或其它材料）
，规格范围。
2） 杆塔用钢材材质标准及满足的规范。
3） 连接螺栓的材质标准及满足的规范。
i） 杆塔加工及施工要求
1） 应说明执行的杆塔验收规范。
2） 应提出杆塔加工、焊接的要求。
3） 应说明立塔架线的限制条件。
4） 应给出不对称直线塔、转角终端杆塔的塔身施工予偏参考值及予偏方向。
5） 必要时可提出其它杆塔施工要求。
5.1.2.11.2 基础
a） 地质概况
1） 地形地貌（对线路沿线地形地貌进行简要概述）
。
2） 塔基地质（对线路沿线地质进行简要概述）。
3） 地震设防烈度（对线路沿线地震设防烈度进行简要介绍）。
4） 地下水（线路沿线地下水对基础的影响、腐蚀性）。
b） 基础设计说明
1） 各种基础型式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2） 各种基础型式基础的代号说明。
3） 其它必要的设计说明。
c） 杆塔与基础的连接：基础采用的连接方式（底脚螺栓、插入角钢、偏心设置等）。
d） 基础材料要求
1） 插入角钢及底脚螺栓的材料标准及满足的规范。
2） 基础用钢材的材料标准及满足的规范。
3） 基础用混凝土强度等级及满足的规范。
e） 基础加工及施工要求
1） 基础施工及验收遵循的规程、规范。
2） 塔基复测要求。
3） 基坑开挖及回填要求。
4） 基础根开校验的要求。
5） 转角塔内角侧基础顶面的预偏要求。
6） 边坡保护及要求。
7） 弃土堆放原则。
8） 塔位的排水处理要求。
9） 特殊基础型式的施工要求。
10）其它必要的说明。
5.1.2.12
a）
b）
c）
d）

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
对地及交叉跨越距离。
线路电磁场环境限值标准。
房屋拆迁原则。
线路通过林区高跨和砍伐的原则。

5.1.2.13 附属设施
a） 运行维护设施：应说明运行维护巡视站的建筑面积、运行及管理交通工具、设备配置及备品备
件。
6

Q / GDW 381.4 — 2009
b） 应有关于线路运行维护的通信设施说明。
5.1.2.14 环境保护
应说明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及保护环境的措施。
5.1.2.15 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
应根据国家规定的有关防火、防爆、防尘、防毒及劳动安全与卫生等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提出必要的防火、防爆、防尘、防毒及防坠落、防电磁感应电压等安全措施及注意事项。
5.1.2.16 施工、运行注意事项
应根据施工、运行有关规程、规范、导则的规定，并结合工程实际，分电气和结构专业分别提出施
工、运行的注意事项，以便施工、运行准确理解设计意图，强化法制、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提高工
程建设质量和运行水平。
5.1.3 附图
5.1.3.1 线路路径图
a） 一般宜采用 1:50 000 比例地形图。
b） 图中应标出两端变电站（终端站）的实际平面位置。
c） 图中应标出与线路走向有关的规划区、厂矿设施、自然保护区及新修公路等。
d） 图中应标出与本线路平行的主要高压输电线路的路径、名称、电压。
e） 若存在多气象区，图中应标出冰区、风区划分情况。
f） 图中应标出转角位置。线路穿越城市规划区，当城建部门有要求时，应列表给出线路转角的坐
标。
g） 图中应标出指北针及新增标示的图例。
5.1.3.2 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图
变电站进出线平面布置图应标注本线路所占间隔、终端塔位置、相序、进出线与门构及相邻进出线
的关系等。
5.1.3.3 杆塔型式一览图
应画出全线使用杆塔的单线图，注明杆塔的名称、使用条件、尺寸及特征数据、钢材耗量等。
5.1.3.4 基础一览图
应画出全线使用的主要基础型式图，并注明每种基础型式的名称、主要尺寸范围，并列表给出基础
材料的主要指标。
5.1.3.5 线路走廊拥挤地带的平面图
图上应注明线路路径及塔位、塔号、塔型、线路两侧的规划区、自然保护区、厂矿设施、建筑物等
的位置（坐标）及名称，图纸比例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5.1.3.6 特殊图纸（必要时提供）
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提供需要的图纸（如路径协议附图等）
，图纸内容应能明确表达设计意图。
5.1.4 附件
应将作为设计依据的上级和其它单位的重要文件、初步设计评审意见、重要的会议记录、路径协议
文件等资料作为附件成为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5.2 平断面定位图及塔位明细表
5.2.1 平断面定位图
5.2.1.1 平断面定位图中应表达的设计内容和深度
a） 一般地段应逐档画出最大弧垂的地面线，对铁路、高速公路、通航河流（2 级及以上）等重要
跨越，应画实际悬点高的最大弧垂线并标注相应气象条件。
b） 图上应标注塔号、塔型、定位高差（或施工基面）、塔位高程、杆塔位置、档距、耐张段长度
及代表档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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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h）
i）
j）

边线和风偏的断面开方处，应注明开方范围及所开土、石方量。
拆迁的电力线、弱电线、公路等应在图上注明。
耐张绝缘子倒挂宜说明或用不同耐张塔符号加以区别。
凡与跨越协议有关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重要跨越，应注明跨越处的里程或杆塔号。
气象分区应在图中相应位置注明。
每张平断面定位图宜在塔位上分幅。
必要时，给出重要跨越平断面定位分图。
应编写平断面定位图目录。

5.2.1.2 平断面定位图设计的计算要求
a） 采用计算机软件排位时，所采用的软件必须经过有效鉴定。
b） 应在测量专业提供的平断面图上，按照初步设计审定的气象条件、导地线型号、杆塔使用条件、
对地及交叉跨越距离等设计原则进行优化排位。
c） 应计算对地及交叉跨越距离和开方量，并落实对电力线、弱电线及公路等的改迁。
5.2.2 塔位明细表
5.2.2.1 塔位明细表中应表达的设计内容和深度
塔位明细表卷册可分为卷册说明、分册说明及塔位明细表，其编排形式可作适当调整，应包括下述
内容。
a） 卷册说明
卷册说明应简要说明全工程主要设计原则、对下文内容表达方式的约定、各项设计细节依据的
基本原则。
1） 工程概况：主要包括线路起迄点、回路数、设计气象条件、导地线使用情况、地形划分、
污区划分，以及标段划分情况等。
2） 绘图表示线路前进方向、左右侧定义及基础 A、B、C、D 腿的布置。
3） 说明塔位高程所属高程系统、定位高差（或施工基面）的具体含义，约定塔位中心桩位移
的表示方法等。
4） 防振锤和间隔棒安装：对防振锤和间隔棒的型号和安装原则进行说明。
5） 导、地线接头：说明导、地线不允许接头的原则。
6） 绝缘子金具串安装：说明导、地线绝缘子金具串配置的原则及代号表示方法。
7） 接地装置：说明接地装置配置及敷设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8） 导线换位：对是否换位及换位方式进行说明。
9） 林木砍伐：说明线路通过林区采取高跨或砍伐的原则。
10）施工运行注意事项：列出“施工图总说明及附图”中施工运行注意事项与本册图纸有关的
内容。
11） 其它必要的说明事项。
b） 分册说明
分册说明应针对本分册塔位明细表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
1） 概述：说明本分册所属线路段的起迄点、长度、回路数、地形情况、设计气象条件、污区
划分等。
2） 导地线型号及适用区段：列表说明导线、地线（含 OPGW）型号、实际安全系数、适用区
段和导地线放松段情况等。
3） 主要交叉跨越：列表说明主要交叉跨越次数及处理情况，导线、跳线对地距离及风偏开土
石方量，房屋拆迁量等。
4） 列表说明本分册所属线路段使用的塔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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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对本分册的施工运行注意事项。
6） 其它必要的说明。
c） 塔位明细表
应列表说明以下内容：
1） 设计风速与设计覆冰厚。
2） 序号、塔号、塔位点、塔型及呼称高、塔位桩顶高程及定位高差（或施工基面）。
3） 档距、耐张段长与代表档距、转角度数与中心桩位移。
4） 接地装置代号、导线绝缘子串（代号、串数）、地线绝缘子串（代号、串数）、导地线防振
锤数量、交叉跨越及处理情况等。
5） 本页明细表的导线放松、耐张绝缘子串倒挂、污区划分、导地线不允许接头、标段分界塔
的施工分工、接地装置敷设、对地距离及风偏开方、导线施工弧垂误差、塔号空号等需要
说明的问题，应在本页说明中说明。本页说明的内容也可编入分册说明。
5.2.2.2
a）
b）
c）
d）

塔位明细表的计算内容及要求
所采用的计算机软件必须经过有效鉴定。
应按照初步设计原则编制定位手册及定位校核曲线（表）。
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应整理成册。
定位校核曲线（表）计算应包括杆塔使用条件、K 值、导地线悬点应力、直线及小转角塔绝缘
子串摇摆角、绝缘子金具串强度、耐张绝缘子串倒挂、悬垂角、导地线上拔及地面电场强度分
布等。

机电施工图及绝缘子串组装图
机电施工图及绝缘子串组装图应包括：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及架线曲线（或表）、绝缘子串及金具
组装图、换位及跳线、接地装置图、导地线防振及间隔棒安装等。

5.3

5.3.1

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及架线曲线（或表）

5.3.1.1
a）
b）
c）
d）
e）

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及架线曲线（或表）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卷册说明。
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不同导地线型号、不同气象区、不同安全系数）
。
导地线架线表（不同导地线型号、不同气象区、不同安全系数）。
孤立档架线表。
连续倾斜档线夹安装位置调整表。

5.3.1.2 设计内容及深度
5.3.1.2.1 卷册说明
a） 应说明本分册线路的起迄点、长度、回路数、设计气象条件等。
b） 应列表说明导线、地线（含 OPGW）型号、安全系数、适用区段。
5.3.1.2.2 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图（或表）
a） 图纸
1） 应包括力学特性曲线及弧垂特性曲线两部分。
2） 导、地线特性曲线应绘制最低气温、平均气温、最大风速（应注明计算的线条实际高度及
最大风速）、覆冰、最高气温、安装、外过有风、外过无风、内过电压等工况的力学特性
曲线。
3） 导线特性曲线应绘制最大弧垂（覆冰或高温弧垂较大者）及外过无风的弧垂特性曲线（表）
。
4） 地线特性曲线应绘制外过无风的弧垂特性曲线（表）。
5） 当有验算气象条件时，应绘制验算条件的导线及地线特性曲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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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上应标明临界档距。
7） 图上应标明物理特性表与单位比载表。物理特性表应包括截面积、计算外径、弹性系数、
线膨胀系数、计算拉断力、最大使用张力与平均运行张力。单位比载表应包括自重、冰重、
风荷重及综合荷重等。
8） 图上应标明气象参数。
b） 计算要求
1） 非标导、地线参数应采用中标厂家提供的准确参数。
2） 应分别计算工程涉及的各气象区导、地线特性。
3） 应分别计算同一气象区下不同安全系数的导、地线特性。
5.3.1.2.3 导地线架线曲线图（或表）
a） 图纸
1） 架线曲线（或表）可绘制不同代表档距下的架线弧垂或百米架线弧垂。
2） 架线曲线（或表）应绘制从最低气温（考虑降温）到最高气温，每隔 5~10℃的架线数据。
3） 图纸上应标明降温度数。
4） 图（或表）上应注明观测档弧垂换算公式。
b） 计算要求
1） 非标导、地线参数应采用中标厂家提供的准确参数。
2） 应分别计算工程涉及的各气象区导、地线架线曲线（或表）
。
3） 应分别计算同一气象区下不同安全系数的导、地线架线曲线（或表）。
4） 应计算不同温度，不同代表档距下的弧垂和张力，计算温度（要考虑降温从最低气温到最
。
高气温，每隔 5~10℃计算一组数据）
5） 国标导、地线应按设计技术规程规定降温后进行计算，非标导、地线应根据厂家提供的蠕
变特性数据来确定降温度数。
5.3.1.2.4 孤立档架线表
a） 图纸
1） 包括架线及竣工验收弧垂。
2） 孤立档还应在安装表上标明允许的过牵引长度。
b） 计算要求
3） 当孤立档档距较小时，应分别计算架线及竣工验收弧垂。
4） 孤立档的弧垂应力计算应考虑过牵引的问题。过牵引长度按照相关规定考虑。
5） 进出线档放线弧垂计算时，应考虑导线上集中荷载对弧垂的影响。
5.3.1.2.5 连续倾斜档线夹安装位置调整表
a） 图纸
1） 在可能的架线温度范围内，宜每隔 5~10℃绘制一组观测弧垂和悬垂线夹安装位置调整值。
2） 应给出耐张段杆塔号、代表档距、架线气温，各档档距及其观测弧垂与每基直线杆塔上悬
垂线夹安装位置调整值，并画图示意调整值正负号所代表的偏移方向。
3） 在图上应标明：“当施工放线段与实际耐张段不一致时，施工单位应重新计算连续倾斜档
线夹安装位置调整表，并根据计算结果进行调整”。
4） 图上应标明降温度数。
b） 计算要求
1） 应计算各档的观测弧垂及每基直线杆（塔）上悬垂线夹安装位置的调整值。
2） 计算中采用的应力应考虑塑性伸长的影响（即采用降温后的应力）。
3） 计算温度宜在可能的架线温度范围内，每隔 5~10℃计算一组观测弧垂和悬垂线夹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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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值。
5.3.2 绝缘子串及金具组装图
5.3.2.1 绝缘子串及金具组装图应包含如下图纸
a） 满足工程电气、机械要求的不同导线绝缘子串型式（包括不同的绝缘子串型式、吨位、联数、
挂点数和长度；导线悬垂 I 串、V 串、L 串、下垂式及上扛式等；跳线串；导线正、倒挂耐张
串、进出线档耐张串）。
b） 不同型式的地线金具串。
c） 可能的非标金具元件加工图。
d） 耐张串长度调整表（水平排列的多联耐张绝缘子串）。
5.3.2.2
a）
b）
c）
d）
e）
f）
g）
h）
i）

j）

设计内容及深度
应画出绝缘子金具串的正视图，多联绝缘子串还应有其它方向视图。
多分裂导线耐张串，应画出引流板安装示意图。
多分裂导线耐张串，应标明各子导线金具联接顺序。
应注明各元件主要联接尺寸及总尺寸。
应给出该串材料表：包括元件名称、型号、图号、数量、单位重量，并给出绝缘子串或金具串
总重量。
应注明允许荷重及控制元件。
带绝缘子的地线金具串，应标明绝缘间隙的安装方向。
应注明安装工艺上的注意事项与特殊要求。
必要时，应出非标金具元件（主要指联结金具）加工图
1） 应按照每个需加工的金具分别出图。
2） 图中应有金具加工的细部尺寸，应标明金具的材质、强度和重量。
3） 应有必要的加工要求和说明。
导线耐张串长度调整表
1） 表中分别列出耐张转角塔的塔型、转角度数、绝缘子串补偿长度。
2） 应标明补偿采用的金具名称、型号，还应画出简图并写出说明，说明图中符号的意义、施
工注意事项和技术要求。

5.3.3 换位（换相）图及跳线
5.3.3.1 换位（换相）图应包含如下图纸。
a） 导线换位示意图。
b） 地线分段绝缘安装示意图。
c） 耐张换位塔导线布置图。
5.3.3.2 换位（换相）图
a） 导线换位示意图
1） 绘制相序平面示意图与相序在杆塔上变换的立体透视图。
2） 给出各相导线的连接方式和相序及两端变电站（发电厂）进出线的相序排列。
3） 注明换位段长度，各换位杆塔号和塔型。
4） 导线换位或换相时需要校验导线相间接近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b） 地线分段绝缘安装示意图
1） 图中应给出每根地线分段绝缘的长度要求。
2） 根据不同的耐张段长度给出绝缘和接地点的位置。
c） 换位塔导线布置图
1） 线路在换位中采用耐张塔换位时应出耐张换位塔导线布置图，该图一般采用立体透视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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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反映出导线在耐张换位塔上换位时具体走向和联接方式。
2） 图中应标明各点的相序和耐张换位塔的塔号、塔型及塔两侧的来去方向。
3） 如果采用辅助塔换位，应标明辅助塔的位置及辅助塔之间的导线架线表。
4） 图中还应有必要的施工要求及说明。
5.3.3.3 跳线安装图
跳线安装图包括耐张塔跳线安装示意图、跳线安装表、刚性跳线组装图和非定型金具零件加工图等，
应满足以下深度要求。
a） 应用三维或两个不同视图表现不同侧跳线的安装布置方式。
b） 图中应注明不同位置的电气间隙要求，并画图示意。
c） 图中应注明跳线串安装偏角要求。
d） 图中应注明注意事项等安装说明。
e） 跳线安装表
1） 应逐基进行耐张塔跳线计算。
2） 给出杆塔号、 杆（塔）型、转角度数、跳线施工弧垂及其允许施工误差（如三相不同，
则应分别给出），并给出跳线的参考线长。
3） 如需要加跳线绝缘子串，则应在表中注明杆塔号及相别。
4） 表上应用图示意施工弧垂和跳线对杆塔横担或对绝缘子串上接地的最近点的间隙要求。
5） 画出简图，示意各种跳线方式中跳线间隔棒的安装方法，包括安装尺寸及跳线间隔棒的安
装数量。
6） 对于刚性跳线，跳线除满足各工况电气要求外还宜外形美观，表中应给出施工弧垂、参考
线长、钢（铝）管长度、配重、斜拉杆长度等。
f） 刚性跳线组装图
1） 宜根据需要绘制不同相别的刚性跳线组装图。
2） 图中应标明钢（铝）管长度范围。
3） 图中应标明钢（铝）管与跳线绝缘子串、爬梯的联接方式及位置。
4） 应标明配重安装数量及位置。
5.3.4 接地装置图
5.3.4.1 接地装置图应包含以下图纸
a） 接地元件联接图。
b） 不同的接地装置型式图。
5.3.4.2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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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装置图
接地装置配置应根据不同地形、土壤电阻率来确定，并根据塔位周边设施确定敷设方式。
宜逐基测量土壤电阻率。
应标明每种接地装置的各部尺寸、埋深要求、材料规格、数量及土方量，并注明适用的土壤电
阻率范围和验收时的工频电阻要求值。
应注明每种接地装置适用的塔型与地区。
应注明施工时对接地体和接地电阻的规定、允许变动的内容与范围，以及施工工艺上的注意事
项和具体要求。
如有利用杆塔的自然接地时，则应具体注明适用的杆（塔）号、杆（塔）型，并应注明验收时
的工频电阻要求值，如达不到要求值，则应补加人工接地。
采用降阻剂、接地模块或其它措施降低接地电阻时，应标明技术要求和施工安装方法。
对于强腐蚀地段应采用相应的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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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导、地线防振及间隔棒安装
导、地线防振及间隔棒安装设计内容可放在明细表中或单独出版。
5.3.5.1 导、地线防振
a） 防振锤安装距离。
b） 用图示意直线杆塔和耐张杆塔上的安装距离（从线夹出口算起），并应分别标明各个防振锤的
安装距离。
c） 采用特殊型式的防振锤时，应说明防振锤的安装方法。
d） 采用其它防振方案时，应有相应的说明。
5.3.5.2 间隔棒安装
a） 相关安装原则要求说明（含不对称安装、最大平均次档距限值、特殊地段的最大平均次档距限
值、安装误差标准、间隔棒型式等）
。
b） 据不同的档距范围给出间隔棒安装距离表（按次档距和线长）及一档中每相安装导线间隔棒的
数量。
5.4 杆塔结构图
5.4.1 杆塔结构图应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和计算书。
5.4.2 杆塔设计前应根据初步设计塔型规划情况明确各类杆塔技术条件，主要包括：
a） 塔头尺寸：地线支架高度、线间距离、电气间隙圆图和地线保护角等。
b） 呼称高、导、地线挂线高度及挂线方式。
c） 杆塔荷载条件。
d） 转角塔的转角度数、横担设置及跳线方式。
e） 长短腿级差及最大高差。
f） 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要求。
g） 新结构的设计计算原则和方法。
h） 套用通用（典型）设计和重复利用工程图纸的要求。
5.4.3 杆塔计算书
a） 采用人工计算的结构计算书，应给出计算简图、荷载取值的计算或说明；内容宜完整、清楚，
计算步骤要条理分明，引用数据有可靠依据，采用计算图表及不常用的计算公式，应注明其出
处。
b） 采用计算机程序计算时，应在计算书中注明所采用的计算程序名称、代号、版本及编制单位，
计算程序必须经过有效鉴定，输入信息和输出结果应整理成册。
c） 计算内容应包括：杆塔计算统一要求（确定计算工况、风振系数、选材原则等）、风荷载计算、
构件受力计算、构件选材计算、辅助材结构计算、导、地线挂点和节点计算、塔脚板（法兰）
计算、螺栓的选择计算、构件规格调整后复核验算，基础作用力计算等。绘制计算成果司令图
作为施工图制图的依据。
d） 套用杆塔应满足电气间隙和各种荷载作用下的杆塔的强度、稳定和刚度要求。应掌握套用杆塔
的原始设计条件，并按现行规程、规定进行全面校核验算，校核计算内容作为结构计算书的一
部分。
5.4.4 杆塔设计图纸
a） 杆塔制图应满足《输电线路杆塔制图和构造规定》的要求。
b） 杆塔图宜采用 1 号或小于 1 号的图幅，同册图纸宜以一种规格的图幅为主，避免大小图幅混杂
使用。
c） 在设计图纸中，所有涉及数量的数字，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图纸上标注的尺寸，应以 mm 为单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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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总图：绘出杆塔单线图，并标注出杆塔主要尺寸以及安装的分段编号及尺寸，用材料汇总表列
出材料类别、钢号、规格、数量 （包括安装的分段材料量）
。在总图中应标注脚钉安装的位置
及转角塔的转角方向。总图应由电气专业会签。
e） 分段结构图
1） 绘出单线控制尺寸图、正侧面展开图、隔面俯视图、复杂节点的大样图、接头断面图以及
本段与相应段的连接方式。
2） 用材料明细表标明构件的编号、规格、长度、数量及重量，材料明细表还应包括螺栓、脚
钉、垫圈的级别、规格、符号、数量及重量和备注栏。
3） 采用特殊钢种的部件，应醒目标示所用钢种的代号。
4） 导、地线挂线点应依据电气金具连接图设置，并由电气专业会签。
5） 根据施工和检修时设备安装的需要，予留安装孔。
5.4.5 杆塔设计和加工说明
每一种（类）杆（塔）型应编写一份结构设计说明或对一个工程所涉及的杆塔编写一份统一的结构
设计和加工说明。说明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杆塔加工的方法和应遵守的规程、规范及规定的名称编号。
b） 构件材料：钢材牌号和质量等级及所对应的产品标准，必要时提出其它特殊要求。角钢构件应
有角钢准距表和边距端距的要求。
c） 焊接方法及材料：各种钢材的焊接方法及所采用的焊接要求。
d） 螺栓材料：注明螺栓种类、性能等级及螺栓规格表。
e） 构件及螺栓防腐措施。
f） 其它加工、安装要求。
5.5 基础施工图
5.5.1 基础施工图应包括基础设计说明、基础根开表、基础明细表、基础图、计算书。
5.5.2 基础施工说明
每个单项工程应编制基础施工说明，可独立成图也可与基础明细表合并编写。说明内容应包括沿线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概况，基础型式种类和采用新技术的基础型式特点及要求，基础材料种类及等级，
基面开方和放坡要求，基础内外边坡要求，基础开挖和回填要求，基础浇注与养护要求，不良地质条件
地段的地基和基础处理措施，基础工程验收标准，基础施工和运行注意事项等。涉及特殊施工工艺的基
础型式应与施工单位配合编写施工组织方案。
5.5.3 基础根开表
应表达全线杆塔根开、基础根开、地脚螺栓根开和规格等基础安装数据。
5.5.4 基础明细表
基础明细表应包括杆塔编号、杆塔塔型及呼高、转角度数、基础型式、基础代号（图号）。山区线
路还应包括定位高差（降基值）、长短腿配置、简要地质描述、基础防护措施、处理方案等。编制一塔
一图的工程可不再编制基础明细表。
5.5.5 500kV 及以上山区线路宜编制一塔一图
图中应表达塔位的地形、塔基断面、接腿布置、地层岩土特性简要描述以及杆塔编号、杆塔塔型及
呼高、接腿配置、基础根开、基础规格、基础防护措施、基础与杆塔的连接参数等内容。
5.5.6 基础图
a） 预制基础：应包括平、立、剖面及配筋图、外形尺寸，铁件制造图，埋置深度，材料表和必要
的施工说明。
b） 普通现浇基础：应包括基础平面布置图，基础平、立、剖面图，配筋详图，外形尺寸，埋置深
度，底脚螺栓或插入角钢定位尺寸，材料表，必要的施工说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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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桩基础：应包括基础平面布置图，基础平、立、剖面图，配筋详图，承台详图及桩与承台的连
接构造详图，外形尺寸，埋置深度，底脚螺栓或插入角钢定位尺寸，锚固件加工图，材料表，
必要的施工说明。
d） 特殊基础型式可参照普通现浇基础施工图的内容编制。
e） 护坡、排水沟等防护设施施工图可包括平、立、剖面图，配筋图，外形尺寸，埋置深度，材料
表，必要的施工说明等。
5.5.7 基础计算书
a） 应注明采用的规程、规范和规定，采用的计算软件应注明软件名称及版本号，人工计算的计算
书应注明所采用主要计算公式的出处。
b） 应有水文、地质资料报告的分析结果。
c） 计算内容应包括上拔稳定计算、基础下压稳定、倾覆稳定计算，基础强度计算，地基计算，底
脚螺栓、插入角钢计算等。特殊的基础型式计算还应满足相应的规程规范。
d） 选用典型设计或重复利用图纸时，应进行复核验算。
5.6 通信保护施工图
5.6.1 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设备材料表、图纸及相关计算书。
5.6.2 通信保护设计说明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简要说明架空输电线路系统中性点接地情况、与电信线路及无线电设施接近情况及结论。
b） 说明设计原则及依据。包括设计（计算方法、允许标准）所依据的规程规定及通信部门提供的
相关参数，单相接地短路电流曲线、大地导电率数值及架空输电线路与电信线路及无线电设施
相对位置图的来源。
c） 说明对初步设计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及补充初步设计未提及的问题。
d） 提出受影响通信线、导航台、雷达、差转台等设施的计算结果和保护措施 。
e） 应列出设备材料表。
5.6.3 通信保护设计图纸应包括送电线路与电信线路相对位置及放电器配置图、单相接地短路电流曲
线、放电器安装图、接地装置图及其它保护装置安装图（根据工程实际需要）。
5.6.3.1 架空输电线路与电信线路、无线电设施相对位置及放电器配置图
应按电信线路分别出图，图中应包含下列内容：
a） 送电线路路径位置及主要村镇位置。
b） 电信线路路径位置、起迄点、所属单位、杆面型式、明线与电缆接续点及无线电设施位置。
c） 影响计算的分段编号及长度、接近距离、接近段到电力线两端电源的距离。
d） 大地导电率分段值。
e） 如需安装放电器时，应在相对位置图的电信线路上标出安装放电器的位置，并进行编号。在图
上列表标明电信线的杆面型式、电信线的线质及线径、线数，安装放电器位置、放电器的个数
及编号、接地电阻要求值和接地装置型式。
5.6.3.2 单相接地短路电流曲线
应绘制工程短路电流曲线及有关非故障线路的短路电流曲线。
5.6.3.3 放电器安装图
应标明放电器安装的材料、型号规格、数量、尺寸及安装方法等。
5.6.3.4 接地装置图
应标明各种型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各部尺寸、埋深、材料规格与数量、土石方量、安装工艺上
的注意事项与具体要求。
5.6.4 通信保护设计计算
计算内容应包括：互感系数计算、纵电动势计算、终端效应计算、对地电压计算、 放电器配置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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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影响计算等。
5.7 主要设备材料表
5.7.1 编制说明
5.7.1.1 工程概况
应简述工程名称、起迄点、线路长度、回路数、电压等级、导地线型号、分裂导线情况等。
5.7.1.2 编制依据
应说明材料统计的依据。
5.7.1.3 全线杆塔型号及数量表
宜按塔型、呼称高分别列出杆塔数量及总数量。
5.7.4 设备材料表
a） 电气部分材料表一般按导线、地线、绝缘子、金具、接地钢材顺序分类统计，列出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数量。
b） 结构部分材料表中，按杆塔型号、呼称高、使用基数分别统计钢材量和其它材料量并提供总量；
混凝土按标号分别提供方量及总量，钢材量提供总量。
c） 材料表中应说明是否考虑了耗损量。
d） 对耐张线夹、接续管等应说明是否考虑了试验量。
5.8 线路走廊清理
5.8.1 房屋拆迁
a） 本节所称房屋包括民房、商铺、厂房、临建等。
b） 设计内容包应括房屋拆迁说明和房屋拆迁明细表。
5.8.1.1 房屋拆迁说明
a） 说明房屋拆迁的原则及拆迁面积的计算方法。
b） 列表说明不同建筑材料的房屋拆迁量。
5.8.1.2 房屋拆迁明细表
应列表说明房屋分布平面图内有关房屋的详细情况，包括杆塔号、物权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所
在地、房屋所处位置离线路中心的距离和净空高度、房屋建材类别、分类房屋面积、夹层情况、是否拆
迁等。若有必要，可绘制线路走廊内的房屋分布平面图及提供拆迁房屋的照片。
5.8.2 其他障碍设施的拆迁
根据相关规范、路径协议，要求清理的障碍设施的名称、所属单位、规模、数量等，宜列入塔位明
细表说明中。
5.8.3 树木砍伐
a） 应说明跨树、砍树设计原则，沿线树木分布现状情况。
b） 应列表说明砍树档树种、树高、净空距离、林地性质、数量等。
c） 应说明砍树（包括塔基、风偏、架线通道等）范围。
d） 必要时可绘制砍树平面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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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塔工程地质一览表
主要内容包括：
a） 勘察等级、执行标准、采用的勘探手段等。
b） 塔位地基稳定性评价及范围，有无影响杆塔稳定性的不良地质条件及其危害程度。
c） 沿线主要地层结构及其均匀性，以及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
d） 地下水的埋藏情况、类型和水位变化幅度及规律，以及对杆塔及基础材料的腐蚀性。
e） 地震基本烈度。
f） 逐基（必要时逐腿）提供与设计要求相对应的地基承载力及变形计算参数，并对设计及施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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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主要包括塔位的地形地貌及地下水的情况、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岩
土名称、深度范围、岩土性质描述、状态、重度、凝聚力、内摩擦角、承载力特征值，山区塔
位还应提供覆盖层的厚度、岩石的风化程度和坚硬程度、岩石等代抗剪强度等）。
g） 必要时，说明冻土深度、矿产分布等。
甲方有要求时，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地质报告，并单独成册；甲方无要求时，应在基础施工图卷册中
反映各塔位的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等主要内容。
水文气象报告
对可研和初设的水文气象报告进行整理，补充施工图阶段沿线微气象区的调查结论，明确气象分段
情况和特殊区段的设计要求；补充施工图阶段沿线水文的设计情况。主要内容包括：
a） 气象部分
1） 概况：包含工程概况、沿线区域地理环境概况、沿线气象台站概况、主要参考依据及资料
说明。
2） 沿线气候概况论述：主要气候特点、相对湿度、雾、日照、降水、沿线风向分析等。
3） 微气象区调查：针对线路沿线地形特点分析是否存在微气象区，对存在的微气象区提出应
对措施。
4） 设计气温：沿线气温概况、设计气温的的取值。
5） 设计风速：统计最大风速、根据风压图换算的最大风速、沿线主要大风、冰雹灾害情况、
沿线已有线路设计风速和运行情况、沿线设计风速的确定。
6） 设计覆冰：沿线降雪、气候概况、覆冰天气分析、沿线及邻近区域主要冰雪事故、沿线已
有线路设计覆冰厚度和运行情况、设计覆冰厚的确定。
7） 设计雷暴日数。
8） 设计气象条件组合：包括施工图阶段分段塔号、线路长度及对应相关气象组合。
b） 水文部分
1） 沿线与线路有影响的河流、水库等的特点。水文专业应对沿线河流、水库情况作调查，提
供流域面积、最高洪水位、最大洪峰流量等水文资料，并对河流、水库附近塔位的稳定性
提出建议及施工图注意事项。
2） 列表明确施工图阶段所跨越的河流、水库，并明确跨越点的塔号、跨越导线净空距离、塔
位距堤坝的距离，是否满足相关部门协议意见。
3） 若需在水中立塔，应提供水位、流速、冲刷深度及漂浮物等资料。
甲方有要求时，应按甲方要求提供水文气象报告，并单独成册；甲方无要求时，在施工图总说明相
关章节中简述水文气象条件。

5.10

5.11

施工图预算
预算书应包括编制说明、预算表及附表。

5.11.1 预算内容及深度
5.11.1.1 编制说明
a） 工程概况：路径起迄点、电压等级、路径长度、回路数、曲折系数、设计气象条件（风速和覆
冰厚度）、地貌及地形比例、导地线型式、杆塔数量及型式、基础数量及型式、土质分类及其
比例、运输方式及运输距离、静态投资、静态单位投资、动态投资、动态单位投资等。
b） 编制原则和依据
1） 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2） 工程量：依据施工图设计说明、施工图图纸及主要设备材料表。
3） 预算定额：所采用的定额名称、版本、年份，采用补充定额、定额换算及调整应有说明。
4） 人工工资：所采用的定额人工工资单价及相关人工工资调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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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所依据的项目划分及费用标准名称、版本、年份。上述标准中没有
明确规定的费用的编制依据。
6） 材料价格：装置性材料价格采用的依据及价格水平年份，本工程材料招标价格，信息价格
采用的时间和地区，国外进口材料价格的计算依据。
7） 编制年价差：编制年价格的取定原则和主要材料的取定价格，编制年价差的计算方法。
8）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建设场地征用、租用及拆迁赔偿所执行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和计
算依据。
9） 特殊项目：应有技术方案和相关文件的支持，按本规定要求的深度编制施工图预算。
10）价差预备费：价格上涨指数及依据，预算编制水平年至开工年时间间隔，工程建设周期和
建设资金计划。
11） 建设期贷款利息：资金来源、工程建设周期和建设资金计划、贷款利率。
c） 其他有关说明：对施工图预算中遗留的问题应加以重点说明。
d） 与概算的对比分析：对本工程施工图预算与初步设计概算投资进行简要分析比较，阐述投资增
减原因。
5.11.1.2 预算表及附表
a） 预算表应包括：总预算表（表一乙）
、送电线路安装工程费用汇总预算表（表二乙）
、送电线路
单位工程预算表（表三丙）、送电线路辅助设施工程预算表（表三戊）、其他费用预算表（表四）、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预算表（表七）。
b） 附表包括：编制年价差计算表、综合地形增加系数计算表（附表一）、送电线路工程装置性材
料统计表（附表二）、送电线路工程土石方量计算表（附表三）、送电线路工程工地运输重量计
算表（附表四）、送电线路工程工地运输工程量计算表（附表五）、送电线路工程杆塔分类一览
表（附表六）
。
附表不限于以上内容，为清晰完整表达施工图中的各种工程量，可以补充工程量统计、计算表格。
5.11.2 工程量计算原则
工程量计算应以定额规定及定额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准，并以施工图纸为依据，参照
设备安装图纸等进行计算。
工程量的编制按照输变电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规范执行。
6

大跨越线路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6.1 大跨越施工图说明书及附图
6.1.1 大跨越施工图说明书
大跨越施工图说明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概述：包括施工图设计编制依据及范围、对初步设计及评审意见执行情况的说明、强制性规定
执行情况、两型三新执行情况、施工图设计阶段的科研试验情况、工程技术特性、经济指标。
范围一般为大跨越耐张段的本体设计，包括井架、井筒、电梯等附属设施，以及根据民航、交
通部门提出的警航设施。
b） 跨越方案：说明大跨越的地点，设计档距和耐张段长度，塔位高程、杆塔呼高和全高，以及塔
位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条件，跨越河（航）道的通航要求。
c） 气象条件：说明大跨越基准气象条件、高空风压调整系数取值和导地线线条风速取值。
d） 导、地线选型及防振：说明导地线、OPGW 的机电特性、安装原则和要求，设计防振防舞措施
和临时防振措施，分裂导线间距、子导线间隔棒和相间间隔棒安装要求等。
e） 绝缘配合：主要包括污秽区划分、绝缘子片数和空气间隙选择及防雷保护计算等。
f） 防雷和接地：提出加强防雷保护的措施及接地装置的形式，对特殊设计（如避雷针、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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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阻剂、接地模块等）应作出安装说明。
g） 金具和绝缘子串：主要包括金具、绝缘子串组合方式、绝缘子和金具的安全系数、OPGW 配套
金具，对于有特殊安装工艺要求的新研制金具应编写施工说明。
h） 杆塔：遵循的规程、规范、规定和技术文件，主要设计原则，杆塔结构形式、材料及相应的防
腐、防松、防盗措施，登塔设施。结合工程特点说明各类杆塔的使用条件，加工、施工中应注
意的事项和要点。采用新技术、新材料的特点和有关要求。涉及试验项目的说明试验内容、结
论及工程中执行情况。
i） 基础：遵循的规程、规范、规定和技术文件，主要设计原则，水文地质条件简述，基础选型、
基础材料、与杆塔连接方式、沉降观测要求、基础施工注意事项。涉及试验项目的说明试验内
容、结论及工程中执行情况。
j） 涉及地震或特殊地质条件时，说明场地稳定性分析结论及采取的措施；江河（海）中的塔位，
说明水流冲刷、船舶撞击等对基础的影响和防护措施。
k） 大跨越航空警示装置的安装要求，一般包括航空警示漆和航空障碍灯；海中基础的警示装置说
明；电梯（如有）的安装、运行维护的要求；外接电源的说明。
l） 其它对施工运行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m）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包括初步设计的批准修正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大跨越综合投资、本体投资，以及导线、地线、OPGW、
绝缘子、杆塔钢材、基础钢材、基础混凝土、土石方量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般表示如表 3。
表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1

安装本体投资费用

万元

2

综合投资费用

万元

3

大跨越长度

公里

4

导线（型号

）

吨

5

地线（型号

）

吨

6

OPGW 型号（

芯）

公里

小计

基

跨越塔

基

锚塔

基

7

8

杆塔

塔材
基础混凝土量

立方米

10

基础钢材量

吨

12

土石方量

绝缘子

预算

吨

9

11

批准概算

小计

立方米

基坑开挖

立方米

基面开挖

立方米

接地槽开挖

立方米

合成绝缘子

支

盘型绝缘子

片

13

挂线金具

吨

14

房屋拆迁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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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附件
主要包括：初步设计审核意见、初步设计确定的和施工图阶段阶段新增的科研试验评审文件，以及
其它必须的文件。
6.1.2 附图
应包含如下图纸（不限于）：
a） 大跨越段路径图（1/10000）
大跨越路径图一般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跨越方案路径以及两端常规线路走向；跨越段各档档距
及耐张段长度；跨越塔、锚塔位置及塔型；跨越塔、锚塔坐标一览表；指北针等其它图示要求。
b） 大跨越塔型一览图
大跨越塔型一览图中应分别画出大跨越段使用的所有杆塔的单线图，并注明杆塔的型号、呼称高、
相间距离、地线支架高度、杆塔的主要尺寸；列表给出各种塔型的使用条件、铁塔根开和钢材耗量等。
c） 大跨越基础一览图
大跨越基础一览图中应分别画出各类基础简图并注明相应的名称，列表给出每种基础的使用范围、
对应各种塔型的主要尺寸和材料指标。
6.2

机电施工图
大跨越机电施工图的一般要求与常规线路相同，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a） 平断面定位图及杆塔明细表
1） 平断面定位图包含对地（水面）距离校验、风偏校验、交叉跨越物校验、平面地物分布、
房屋高度、杆塔名称、呼高及全高、档距、耐张段长度、代表档距、通航要求等。
2） 杆塔明细表应包含：明细表说明、塔位位置、塔型呼高、施工基面、档距、水平档距、垂
直档距、耐张段长度、中心桩位移、接地型式、串型数量、防振锤数量、间隔棒次档距分
布/安装数量、交叉跨越名称数量、风偏开方量等内容。
b） 机电施工图
1） 导、地线架线应包含导地线架线计算及说明、导地线力学特性曲线（或表），导地线安装
弧垂表等。大跨越导、地线禁止接续。
2） 导、地线防振防舞措施应包含导、地线永久防振措施，以及临时防振措施的安装示意图和
说明；大跨越导、地线防舞措施（如有）。
3） 耐张跳线应包含耐张塔跳线安装示意图和跳线计算、可能的非定型金具零件加工图。
4） 间隔棒安装计算及图纸。
5） 绝缘子串组装图及零件加工图应包含导地线耐张、悬垂和跳线绝缘子串型式、新研制零件
和金具加工图等。
6） 接地装置计算及图纸。
7） 航空警示装置图

6.3 杆塔结构图
6.3.1 杆塔本体
杆塔本体结构图内容深度除满足一般线路杆塔结构图的规定外，还应包括：
a） 图纸设计说明：应着重对钢结构加工进行说明，特别是对焊缝等级及焊缝质量检查要求和对连
接螺栓的使用和加工要求。
b） 结构图中应重点突出重要节点的大样图和对加工及安装的要求，同时宜考虑安装所需附件设
置。锚塔结构图的总图中还应包括平面布置图，标明跨越侧和非跨越侧的方向和转角度数。
6.3.2 附属设施
主要附属设施包括井架（井筒）、爬梯、平台及走道等。
附属设施结构图应单独成册，内容包括总图、分段结构图、加工说明和各种附属设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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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属设施总图：绘出杆塔单线图，包括各种附属设施的安装示意图，相应编号、位置、尺寸和
高程。用材料汇总表列出各种附属设施的材料类别、钢号、规格、数量及重量。
b） 附属设施分段结构图：分别绘出各种附属设施的正侧面展开图、隔面俯视图、节点大样图、接
头断面图以及与杆塔连接的段号、连接大样图。用材料明细表标明构件的编号、规格、长度、
数量及重量，用表格标注螺栓、脚钉、垫圈的级别、规格、符号、数量及重量。
6.3.3 杆塔计算
a） 杆塔风荷载应分段计算、结构体型系数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必要时采用风洞试验验证。
杆塔荷载应考虑附属设施的附加挡风面积和自重。
b） 杆塔结构布置应满足计算假定，必要时采取有限元软件计算复核或采取模型试验验证。
c） 计算工况应考虑跨越侧与非跨越侧风荷载不同和顺线风而引起的纵向不平衡张力以及不均匀
覆冰产生的不平衡张力。
d） 安装工况的荷载组合应考虑实际可能发生的导线、地线安装顺序和安装方式；无法确定时，应
在设计文件中加以说明。当跨越耐张段与一般线路不同期架设时，跨越耐张段应考虑单侧有导
线、地线张力的作用，并采用相应的荷载组合进行计算和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基础施工图（含水文地质报告）
大跨越基础施工图宜单独成册，图纸内容应包括水文地质条件、基础施工说明、基础平面布置图、
基础总图（含材料总表）
、配筋图（含材料分表）
、与杆塔连接图（含材料表）等。
a） 基础施工说明中应包括基础设计及施工遵循的规范、规程和规定，采用的基础型式的特点、所
采用材料的等级及性能要求和施工注意事项。
b） 基础平面布置图中应包括基础的平面位置、基础沉降观测点的设置、基础保护措施。耐张塔还
应包括跨越侧和非跨越侧的线路方向及转角度数、基础的预偏方向及预偏值。
c） 基础总图中应包括基础的平、立面图，绘出定位轴线、基础标高、基础垫层、基础构件的位置、
主要尺寸，列表说明各种材料的类别、等级和用量。
d） 配筋图中应绘出平、剖面及配筋，标注总尺寸、分尺寸和定位尺寸，说明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
度、钢筋锚固长度、搭接长度、连接方式及要求、施工缝的位置及处理要求。桩基应绘出桩详
图、承台详图及桩与承台的连接构造详图。列表说明所用材料的编号、规格、等级、长度、数
量和用量。
e） 与杆塔连接图应根据具体连接方式绘出详图，并列出相应材料表。
f） 水文地质报告宜单独成册，逐腿提供与设计要求相对应的地基承载力及变形计算参数，内容深
度要求同一般线路。
g） 涉及场地平整的塔位宜提供场地平整施工图并单独成册，内容包括施工说明、场地平面布置图、
场地平整剖面图、土石方平衡图等。
h） 计算内容包括上拔稳定、下压地基稳定、倾覆稳定、基础本体强度和构造设计等，必要时进行
抗震设计和场地稳定性计算分析，特殊基础型式还要满足相应的规程规范要求。
i） 必要时提出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要求和基础防腐设计。

6.4

6.5

施工图预算
大跨越线路的施工图预算编制内容要求同一般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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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要求”。非
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22

Q / GDW 381.4 — 2009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
内容深度规定
第四部分：架空输电线路
编 制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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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和依据
为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工程量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加强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工作启动会议及第一次协调会议纪
要的通知》（基建技术〔2009〕112 号）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二、编制原则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力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
运行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工业化”的原则，通过技术创新和依靠科技进步，突出展现设计方案
的可靠性、经济性、先进性。
编写规格和规则按 DL/ T 600—2001《电力行业标准编写基本规定》，并与《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初
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变电站、电力电缆工程、电
力光纤通信）进行有效衔接。
三、工作过程
1 2009 年 4 月，成立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编制工作组，并召开启动
会。会议明确国网基建部牵头，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具体负责，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
研究院、西南电力设计院、西北电力设计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吉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
2 2009 年 5 月 8 日，编制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协调会。为使本规定符合电网建设的新发展，
满足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推进公司基建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建设，响应国家电网公司加强工程量管理的要求，会议对编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
编制大纲及模板。
3 2009 年 6 月至 7 月，编制组深入开展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
广泛征求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电力行业标准化、信息化研究推广
应用的成果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规定（草稿），期间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并按照会议的意见进行修订补充。
（初
4 2009 年 7 月 25 日，《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
稿）编制完成。
5 2009 年 7 月 29 日，工作组邀请国内设计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
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
》
（初稿）进行内部评审。与会专家对本规定（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
宝贵建议，使该规定更为适用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
定（架空输电线路）》（征求意见稿）
。
6 2009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征求意见稿在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网站上挂网征求意见。各网省（市）
电力公司的专家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
（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7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工作组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
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送审稿）。
8 2009 年 8 月 17 日，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组织公司科技部、建设部、部分网省（市）电力公司专
家、设计单位专家及参编单位进行本规定的正式评审，根据审查会的意见，编制组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
推敲讨论后，形成《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架空输电线路）》（报批稿）。
四、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分 6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一般线路施工图设计内容
及深度要求、大跨越线路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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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明确了本规定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规定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适应于本规定的术语和定义。本规定的术语与《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的术
语一致。
4

总则

规定了设计文件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等，应执行基建程序、积极采用标准化设计、标
准工艺，并规定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包含的内容及深度基本要求。
5

一般线路施工图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本章所述一般架空线路是与大跨越线路相对而言的，规定了一般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图设计内容及深
度要求。
6

大跨越线路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
本章大跨越线路部分主要规定了大跨越线路的一些特殊要求，与一般线路相同部分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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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的编制工作认
真总结了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
充分吸收了电力行业标准化和工程实际经验。
本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是：贯彻电网工程建设基本方针，认真落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投资合理、
运行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工业化的原则，依靠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努力实现工程设计方案的
可靠性、经济性、先进性。
本规定根据近年来电网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的需要，对《国家电
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中关于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补充和
完善。
本规定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管理。
本规定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李显鑫、王刚、陈大斌、齐立忠、许子智、刘午阳、张世杰、彭涛、刘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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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五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有关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部分的内容和深度。
本标准是对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有关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部分内容的补充。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工程设计：
220kV～750kV 交流线路和±5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新建工程的初步设计。改建工程、扩建工程、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可参照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220kV～750kV 变电站和开关站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的初步设计；串补站和静补站工程的设计
可参照执行；110kV 变电站可参照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35kV～500kV 交流交联电缆（不包含海底电缆）新建工程的初步设计；35kV 以下新建电缆工程以
及改建电缆工程初步设计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补充规定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同原标准 Q/GDW166-2007。

３

术语及定义

３．１
４

征地：指永久征地，不含临时租用、占用地。

总则及一般规定

４．１ 为加强输变电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保证初步设计阶段文件的质量和完整性，特制定本
补充规定。
４．２ 初步设计文件关于征地拆迁内容的编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４．３ 初步设计文件关于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内容的编制必须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４．４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关于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设计中，应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并结合协议要求准确
统计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工程量。
４．５ 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的内容及深度的基本要求
４．６． １ 初步设计文件中应在以下部分体现征地拆迁内容。
a) 工程概述部分。
b) 变电站、通信站的土建部分相关章节。
c) 电缆、架空线路、光纤通信线的路径部分相关章节。
d) 应设独立章节对征地拆迁和重要交叉跨越进行描述。
e) 初步设计概算书。
f) 如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规模较大时，宜用专题报告形式详细论述。
４．６． ２ 深度基本要求。
a) 工程概述中应分大类给出对工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征地、拆迁的总体指标。
b) 在土建站址或路径部分应反映各方案征地拆迁规模及数量，并在站址或路径方案的技术经济指
标对比分析中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体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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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的独立章节中应反映推荐方案的土地或障碍物类型、数量及具体征
拆和移改方式，必要时辅以照片、卫星片等资料。
d) 概算书应分类明确征地拆迁和重要交叉跨越物的工程量及对应的取费标准和计价依据。
５

设计内容及深度

５．１

工程概述部分
应在工程设计说明书的概述部分体现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包括房屋拆迁总量、征地总量、对工
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重要移改设施总量（规模），按表 1 列出本工程重要征地拆迁内容，并就征地
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工程量与可研估算做对比分析。
表１
序号

项目

1

征（租）地

2

拆除房屋

3

重要跨越

4

迁移管、线

5

封闭厂矿

6

树木砍伐

7

果园

8

其它

５．２

单位

重要征地拆迁内容汇总表
数量

备注

站址或路径方案部分
在站址土建或路径方案部分应明确有关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的以下内容：征地面积，房屋拆迁
面积和结构类型，重要交叉跨越数量，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各类管线的移改规模，林区长度、树
木砍伐及跨越数量，厂矿企业移改规模和数量，其它设施移改数量等，以表格形式列出本工程重要征地
拆迁明细。
５．３ 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
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设计（本部分内容应独立成章）应包含下述内容。
５．３． １ 征地拆迁、树木砍伐、重要跨越的依据和原则。
５．３． ２ 拟征用土地的类型、数量和征地方式（包括征用、补偿、无偿划拨等）。
征用土地的类型可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分类，一般分为 8 类，耕地、园地、林地、
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征用土地的统计应按县级行政区不同分开
统计。
５．３． ３ 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按照如下类别描述：
a) 高速铁路：名称、跨越点里程、路基高度等。
b) 标准铁路：名称、跨越点里程、路基高度等。
c) 二级以上公路：名称、跨越点里程、路基高度等。
d) 跨越河流（含湖泊、水库等水体）：名称、跨越点高程、跨越方式（水中立塔、一档跨过）、是
否通航。
e) 跨越电力线路：电压等级、线路名称、跨越处塔位号、线高等。
f) 规划中需要预留的其他交叉跨越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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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４ 拟拆迁或跨越的房屋情况说明及主要原因，按照如下类别描述：
。
a) 厂房：说明线路占用面积、厂名及生产情况、厂房结构、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b) 商铺：说明线路占用面积、房屋结构、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c) 民房：说明线路占用面积、民房结构、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d) 养殖场：说明线路占用面积、养殖种类、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e) 其它建（构）筑物：说明线路占用面积、名称、结构、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５．３． ５ 拆除或迁移改造“三线”的情况说明
a) 电力线：说明所属单位、规模（电压等级、长度等）、数量（按类型汇总）和移改方式（拆除、
改造、移走）
。
b) 通信线：说明所属单位、规模（等级、长度等）、数量（按类型汇总）和移改方式（拆除、改
造、移走）。
c) 广播线：说明所属单位、规模（等级、长度等）、数量（按类型汇总）和移改方式（拆除、改
造、移走）。
d) 地下管线：说明所属单位、管线性质、规模（等级、长度等）、数量（按类型汇总）和移改方
式（拆除、改造、移走）
。
５．３． ６ 林木砍伐类型与数量，要说明砍伐原因（站区占地、塔基占地、风偏等技术要求），砍伐的范围。
a) 果园：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b) 林场：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c) 杂树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d) 生态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e) 防护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f) 经济林（特别是速生林）
：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g) 城市绿地：要说明占用面积。
５．３． ７ 林木跨越、移植类型与数量，要说明跨越标准（自然生长高度）
。
a) 果园：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跨越、移植数量。
b) 林场：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跨越、移植数量。
c) 杂树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跨越、移植数量。
d) 生态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e) 防护林：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f) 经济林（特别是速生林）
：要说明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
g) 城市绿地：要说明占用面积。
５．３． ８ 拟拆迁厂矿的类型、所属单位、规模、数量和处理方式（拆迁、封闭、补偿）。
５．３． ９ 拟拆除或迁移改造道路或管线的所属单位、类型、等级、数量和移改方式（拆除、改造、移走）。
５．３． １０ 对导航台、雷达站、通信基站等特殊障碍物的影响及处理方式。
５．３． １１ 对于机井是否可维修和维修需要的净空高度及处理方式要做出说明。
５．３． １２ 其它需要说明的特殊项目应明确规模和数量。
５．４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专题报告
当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规模较大，或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费用超过工程本体投资时，应用专题报
告形式详细论述。专题报告重点论述下述内容。
５．４． １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的依据和原则
５．４． ２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必要性。
５．４． ３ 协议支持与可行性。
５．４． ４ 不同处理方案的费用效果对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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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 实施措施与备选方案。
５．４． ６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的取费标准及概算指标。
５．４． ７ 除文字说明外，应辅以表格、照片或卫片（航片）等手段予以明确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的性质、
规模、概算指标等特性。
５．５ 概算
５．５．１ 概述部分。应说明站址占地情况或路径走廊状况，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工程量，包括房屋
拆迁总量、征地总量、对工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重要移改设施总量（规模）。
５．５．２ 概算编制。应严格按照《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2007 版）的项目划分办法，分
为土地征用费、施工场地租用费、迁移补偿费、跨越补偿费及余物清理费分别予以计列。
５．５． ３ 概算表及附表、附件。在编写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用概算表（表七）时，应按征地拆迁类别、
对障碍物的移改类别逐一计算，并详细填写编制依据及计算说明。
５．５． ４ 对于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征地拆迁或障碍物移改费用，应提供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政
府颁发的相关文件，并在概算编制说明中应有投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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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定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 ４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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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五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编 制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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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背景
近年来，输变电工程项目由于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引起的其他费用迅速增加，一些项目的其他费用

甚至超过了本体费用；由于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导致的项目进度控制和费用控制难度大大增加。2009年
4月，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加强输变电项目工程量管理工作启动会议，成立《国家电
网公司输变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编制工作组，会议要求“特别针对变电站的征地拆迁、线
路的林木砍伐、房屋拆迁、交叉跨越等涉及赔偿范围等重点内容进行研究，要求在施工图设计内容深度
中单独成册或单列章节；同时开展关于这部分内容在初步设计阶段内容深度规定的研究，并形成《国家
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下文简称《补充规
定》）。
二

编写原则

《补充规定》的编写未改变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的编制原则和依据，
仅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的各分册中关于“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
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补充和完善。《补充规定》中对土地类别的划分参照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于一九
八四年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三

工作过程
1 为使《补充规定》能适应现阶段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满足国家电网公司加强输变

电项目工程量管理的要求，编制工作组于2009年5月8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编制内
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编制大纲及模板。
2 2009年6月至7月，编制组深入开展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目前输变电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广
泛征求网省公司、建设管理、监理、设计等单位的意见、充分吸收电力行业标准化、信息化研究推广应
用的成果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补充规定”草稿，期间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并按照会议的意见进行修订补充。
3 2009年7月25日，《补充规定》(初稿)编制完成。2009年7月29日，工作组邀请国内设计专家，对
《补充规定》(初稿)进行内部评审。与会专家对“规定(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宝贵建议，使
该“规定”更为适用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2009年8月3日至14日，征求意
见稿在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网站上挂网征求意见。
4 2009年8月17日，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组织公司科技部、建设部、部分地区及省市电力公司专家、
设计单位专家及参编单位进行“补充规定”的正式评审，根据审查会的意见，编制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
了反复推敲讨论后，形成《补充规定》(报批稿)。
四

主要内容
本《补充规定》共分 5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及定义、总则及一般规定、设计

内容及深度。
1

范围

明确了本规定的适用范围。本《补充规定》的适用范围与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
容深度规定》有所调整，将新建 220 千伏线路和 220 千伏变电站纳入其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补充规定的引用文件与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相同。
3

术语和定义

给出适应于本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及一般规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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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设计文件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规定了初步设计文件中关于征地拆迁及重要交
叉跨越内容应表达的位置及总体要求。
5

设计内容及深度

本章详细规定了初步设计文件在“工程概述部分”、
“站址或路径方案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独
立章节、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专题报告和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具体内容和深度要求。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