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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配网将高压电网、用户连接在一起,它对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至关重要。只有对网架进
行合理布局,电压才能达标,才能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城市配网建设建立在配网规划的基础之上,它是城
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科学规划城市配
网。电力工程中的配电网系统改造规划总体目标设计,不仅要符合现实情况,还必须具有前瞻性与可靠性,
与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目标相一致,且还需兼顾着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综合发展需求。基于此,本文概述
了电力工程与配电网改造规划,阐述了电力工程中的配电网规划指导思想以及配电网改造规划内容,对
电力工程中的配电网规划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保证配电网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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