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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常识知多少

走进中山变电站
电伴随着人类文明，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和温暖，点亮城市灯

火璀璨、绚丽辉煌的夜空。伴随着中山经济腾飞、以及城市化进程

中，电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建设幸福和美中山，提供源源不竭的绿

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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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变电站

�

中山电力走过百年

中山电力肇始于上世纪初的“迪光电力

厂”，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史。为满足居民

和企业的电力供应需求，中山电网建设不断扩

增提速。

变电站在电网中扮演着电力传输中转站的

重要角色，中山市从1961年诞生第一座变电站

起，到2014年变电站数量突破100座，其中500

千伏2座，220千伏18座，110千伏80座。

�96�年诞生

第一座变电站

到�0�4年变电站

数量突破1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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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山变电站

中山供电局建设变电站时，都会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注重变电站外部

环境的美化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让变

电站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甚至成为城

市景观的一部分。

在变电站设备选型方面，采用先

进的设备和工艺，采取消声、隔声、

减振等措施，致力于建设更安全、更

可靠、更环保的绿色变电站，提高变

电站的环境保护水平。

新增的变电站均为新型环保的绿

色变电站，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变电

站水平。

中山变电站建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力是

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命脉。

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用电需求

持续大幅度增加，电力供应形势十

分严峻。

近年来，中山地区供电最高负

荷节节攀升，2014年最大用电负荷

12次创新高，达到453.7万千瓦，

创历史新高，但未来负荷仍存在巨

大缺口，到2020年仍需建设51座变

电站，才能满足电力增长需求。

中山发展需要不断新建变电站

到�0�0年仍需建设

51座变电站

其中，1座�00kV

     8座��0kV

42座��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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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一直秉持绿色、环保的电网发展理念，严格进行变电

站等输变电项目的规划选址、环境评价、项目核准，采用新设

备、新材料、新技术，建成了大量可靠、环保、高效、经济的输

变电设施，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而且使电力设

施与周边居民和谐相处，打造绿色电网。

中山变电站建设时采取了众多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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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山变电站

　　采用气体绝缘封闭式组合电器（GIS）设备

GIS在高压设备采用了特殊的绝缘介质，由于其外部由金属密封，就像

给高压设备罩了一个防护罩，可以有效地降低高压设备产生的工频电

磁场强度。

为进一步节约土地资源，减少变电站设备对环境的影响，近年来，中

山变电站基本都采用GIS设备。GIS是指全封闭式组合电器，它将一座

变电站中的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等一次设备有机地组合成一

个整体，设备具有小型化和绝缘化等突出优势，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触摸设备的外壳。

　　城市变电站建为全户内变电站

由于墙体已经大大屏蔽了电磁场，全户内变电站外的电磁场已经非常

小。

　　合理设计线路

采用同塔双回或多回架设技术，合理布置导线的相序排列和采用紧凑

型线路，都有利于减少输电线路对环境的影响。

　　采用新型导线

此外，采用新型导线降低导线表面电位梯度等措施也可降低工频电磁

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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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代替

8702-88，GB9175-88）》，进一步满足

现实需要，完善国家电磁环境保护标准

体系。中山严格遵照国家最新电磁环境

标准进行变电站规划选址、环境评价、

项目核准。

中山严格执行我国最新电磁法规标准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V/m） 磁场强（A/m）
磁感应强度

（μT）

等效平面波功
率密度

（W/m�）

1Hz-8Hz 8000 32000/f2 40000/f2 －

8Hz-25Hz 8000 4000/f 5000/f －

0.025kHz-1.2kHz 200/f 4/f 5/f －

1.2kHz-2.9kHz 200/f 3.3 4.1 －

2.9kHz-57kHz 70 10/f 12/f －

57kHz-100kHz 4000/f 10/f 12/f －

0.1MHz-3MHz 40 0.1 0.12 4

3MHz-30MHz 67/f1/2 0.17/f1/2 0.21/f1/2 12/f

30MHz-3GHz 12 0.032 0.04 0.4

3GHz-15GHz 0.22f1/2 0.00059f1/2 0.00074f1/2 f/7500

15GHz-300GHz 27 0.073 0.0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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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山变电站

国际输变电工程电磁场限值表对比

标准
电场强度

（kV/m ，公众）
磁感应强度

（μΤ，公众）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
NIRP的导则（1998）（50Hz）

5 100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C95.6（2002）

5 904（头与躯干）

欧洲共同体法规（50Hz） 5 100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8.33 533

英国 12 1600

澳大利亚 5 100

俄罗斯
1（建筑外生活场地）
0.5（室内）

40（建筑外生活场地）
10（室内）

瑞士 5 1

意大利 5
注意值：100

质量标准值：3

斯洛文尼亚

A:10（处B外的区域及
无人居住区）
B：0.5（新建或重建
的高度保护区）

A:100 B:10

日本 3

中国 4 100

在1Hz-0.1MHz频段，新标准限值比欧盟标准及WHO推荐标准略严，比日本标准略宽，

与世界各国比较，总体上处于中间略偏严。

参加WHO“国际电磁场计划”的国家中，澳大利亚、法国等36个国家以推荐标准或法

令形式制定了等同于WHO推荐的，ICNIRP提出的有关电磁环境公众曝露限值；俄罗斯、日

本等16国采用了比上述限值更严的标准；美国没有制定统一的联邦标准，一些州和研究

机构制定了各自标准；意大利、瑞士等少数国家则提出“可合理达到尽量低”的“预防

性限值”，远严于ICNIRP有关公众曝露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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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山变电站

变电站常识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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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变电站

变电站顾名思义就是改变电压的场所。为了把发电厂发出来的电能输送到

较远的地方，同时减少电力输送中的损耗，必须把电压升高，变为高压电；到

用户附近再按需要把电压降低，以送到各个受电端供给用户用电设备使用。这

种升降电压的工作靠变电站来完成。

一般情况下，每个城市的边缘或市中心都至少有一个220kV变电站，将输电

电压由220kV降至110kV，向位于负荷中心的110kV变电站供电。同理，110kV变

电站的作用就是将输送到负荷中心的110kV电压降低到10kV并可靠地配送到位于

建在每栋高层居民楼下的10kV配电房的变压器，以最终将10kV降压到380/220V供

广大居民使用。

什么叫变电站？

发电 传送 终端使用

输电 发电 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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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常识知多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

民用电负荷快速增长，110kV、

220kV变电站已广泛进入居民区。

变电站的主要设备是开关和

变压器，按规模大小不同，称为变

电所、配电室等。在住宅小区内通

常都建有专为小区供电的配电房，

多数位于高层楼房的底楼。

	

我们身边有哪些类型变电站？

按照电压等级可以分

特高压
变电站

超高压
变电站

高压
变电站

中压
变电站

低压
变电站

按照值班方式可以分

有人值班变电站 无人值班变电站

按照电压等级可以分

户内
变电站

户外
变电站

半户内
变电站

地下
变电站

箱式
变电站

按照绝缘方式可以分

SF6气体绝缘 常规空气绝缘

按照变压器使用功能可以分

升压变电站 降压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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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变电站

变电站是电力传输中的重要角色。对城市

而言，用电增长是GDP增长率的1.5倍。目前，我

国GDP水平持续稳定增长，但人均用电量水平远

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为满足各行各业和人民

群众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同时保证供电质量

和可靠性，加大建设变电站迫在眉睫。

另外，变电站等电网设施的建设需要较长

时间，一般情况下，一个变电站从规划到投产

大约需要5-6年时间，因此，必须提前开展规划

建设等工作。

近年来，受土地资源紧缺、征地拆迁难、

市民对输变电设备存在认识误区等多种因素影

响，电网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越来越大，如

不加快建设新的变电站，部分片区的供电将难

以为继。

为什么说变电站建设迫在眉睫？

用电增长是GDP增长率的

1.5倍

一个变电站从规划到投产

大约需要5-6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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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用户都有感受，一到用电高峰期，常常发生断电等情况。停电整修，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变电站的供电半径

和容量是有限的。

按照常规，在城市负荷密集区，1个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半径一般在1.5

千米左右，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导致电能质量下降，电压不稳。

就好比社区居民多了，就会在附近增加设置公交车站方便市民出行一样，

电网企业为了保证居民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有效保障可靠供电，就需要在负

荷密集的居民区附近建设变电站。同时修建变电站的地方，要有一个合理的进

线走廊和布线规划，这样才能保证变电站建成后，电力送得来出得去。

目前，在日益拥挤的市中心找出一块可供建变电站的空地，很不容易，很

多变电站的选址都要扩进居民集中的区域。

为什么要在居民区附近建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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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变电站

电场是电荷周围存在的一种物质形式，电

荷量随时间作50Hz周期变化产生的电场为工频电

场。

电场强度是用来衡量输变电设施周围空间

某个点位在一定方向上的电场强弱的尺度，单

位为V/m（伏/米），在输变电系统中通常用kV/m

（千伏/米）表示。

什么是工频电场？

磁场是运动的电荷（电流）周围存在的一

种物质形式，随时间作50Hz周期变化的磁场为工

频磁场。可用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描述磁场

的场强。

磁感应强度用B表示，法定单位为T（特

斯拉），而习惯沿用的单位为G（高斯），

1G=0.1mT。输变电设施生产的工频磁磁感应强

度一般都很小，常用mT（毫特）或μT（微特）

表示。1T=1000mT=1000000μT。

磁场强度是用来衡量输变电设施周围空间

某个点位在一定方向上的磁场强弱的尺度，用H

表示，单位是A/m（安培/米）。

什么是工频磁场？ 表示电场强度的单位为

V/m（伏/米）

kV/m（千伏/米）

表示磁场强度的单位为

A/m（安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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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感应电磁场”是电磁污染吗？

输电线路的感应电场的
限值标准是

5千伏/米（kV/m）

输电线路的感应磁场限
值标准是

200微特斯拉（μT）

电磁场是否影响人类生活？WHO（世界卫生组织）自1996年开始组织多个

国际专业组织及60多个成员国家，开展了全球性的“国际电磁场计划”。2005

年10月，WHO极低频场环境健康准则（EHC）科学专家工作组正式评定：对于公

众通常可遇到的0～300赫（Hz）的极低频电场不存在实际健康问题；不能证实

低频磁场的长期健康风险；而执行低频电场与磁场的国际标准，可以保证包括

儿童与孕妇在内的公众健康与安全	。

2007年6月，WHO推荐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公布的《电磁场曝露限值

导则》中规定：“输电线路的感应电场”（简称工频电场）的限值标准是5千

伏/米（kV/m），“输电线路的感应磁场”（简称工频磁场）限值标准是100

微特斯拉（μT）。2010年根据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该导则规定的磁场限值标

准已调整为200微特斯拉（μT）。

“极低频场环境健康准则（EHC，No238）”是当前关于工频电磁场最权

威的结论。该官方文件明确指出，在电力线路、电缆、民房布线和用电设备周

围，确实存在的是感应电场和感应磁场，而不是电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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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与核辐射完全不同。

核辐射是指来自于原子核的辐射，

通过射线辐射能量。影响人类的核

辐射主要有三种，即α、β、γ射

线。而电磁辐射来自于电磁场，以

电磁波的形式在空间传播。有的人

谈及辐射就以为是核辐射，或者把

电磁辐射等同于核辐射，从而以为

电磁辐射也存在严重危害，这是不

正确的。

电磁辐射与核辐射有什么区别？

电力系统为工频50Hz。工频电

磁辐射是一种极低频率的电磁场，

相对广播、电视等高频的射频电磁

辐射而言，工频电磁辐射电磁波空

间传输能力差，在一定距离外，其

影响可忽略不计。

辐射专家经实测后指出，全室

内变电站，本身工频辐射能量已经非

常小，加上周围建筑屏蔽的作用，其

辐射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影响。可以

说，由于采用50Hz的极低频率，输

变电工程电磁辐射一般不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其影响无须担心。

变电站电磁环境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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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周围产生频率为50Hz的工频电

场和工频磁场（属低频，能速衰减），它与

高频电磁波在发射电磁波的能力上截然不

同，不会在周围空间形成有效的能量辐射，

当前在权威国际导则和相关标准中，多采用

“电磁感应”来表达输变电项目的电磁场，

而不是“电磁辐射”。

建好的变电站造成的影响主要有电磁

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噪声影响等等。

我国当前的输变电项目建设，都严格遵循国

家的设计规范，其产生的电场、磁场强度、

噪声水平均可以满足国家环保标准，并受环

保部门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不会对环境和

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变电站对环境与公众产生哪些影响？

变电站周围产生频率为

50Hz的工频电场和

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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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感应与电视塔、移动基站

雷达等高频辐射有着本质的区别，

类似冬天脱毛衣时产生的静电效

应。有研究指出，变电站围墙外的

电磁感应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国家

标准，而且远低于日常使用的吹风

机、电视机、电脑、DVD、手机、微

波炉等家用电器的辐射值。

变电站对周边公众的健康和环

境的影响都是安全可靠的。在许多

城市变电站周边，就有供电部门办

公或居住场所，如110千伏长洲变

电站和中山供电局物流服务中心毗

邻而居。而在日本东京街头、法国

巴黎、香港各大城市中心，以及其

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变电

站举目可见，与城市融为一体。

变电站的电磁感应有多大？ 距离家用电器较近时典型的
电场强度值（距离30厘米）

电器
电场强度
（V/m）

立体声收音机 180

电熨斗 120

冰箱 120

搅拌器 100

烤面包机 80

电吹风 80

彩电 60

咖啡机 60

吸尘器 50

电炉 8

电灯泡 5

备注：资料来自德国辐射安全联邦办
公室，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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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距离Z处的磁感应强度（μT）

Z=3厘米 Z+30厘米 Z+�00厘米

电动剃须刀 15-100 0.08-9 0.01-0.3

真空吸尘器 200-800 0.13-2

荧光台灯 40-400 0.5-2 0.02-0.25

微波炉 75-200 0.25-0.6

电视机 2.5-50 0.04-2 0.01-0.15

洗衣机 0.8-50 0.15-3 0.01-0.15

电冰箱 0.5-1.7 0.01-0.25 0.01

国家标准

备注：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GB/Z 18039-2005/ICE 6100-2-7:1998《电
磁兼容 环境 各种环境中的低频磁场》

家用电器的工频磁感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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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是指能量以电磁波的形

式通过空间传播的现象，频率越高即

波长越短，越容易形成电磁波，即电

场、磁场交替产生向前传播，从而产

生电磁辐射。按照天线理论，要想成

为有效的辐射源，其天线必须具有与

波长可比的长度，而我国输变电系统

工作频率为50Hz，波长6000km，输电线

路及电力设施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发

射天线”，不能形成有效的辐射。临

近输电线路或电力设施的周围环境中

产生工频电场与工频磁场，彼此间相

互独立，属于极低频感应场。

在国际权威机构的文件中，交流

输变电设施产生的电场和磁场被明确

地称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而不称

为电磁辐射。

变电站会不会产生有效电磁辐射？

我国输变电系统

工作频率为50Hz，

波长60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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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变电站开始进入居民周围的生活空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各国

际成员国采用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发布的《限制时变电场、磁场和电磁

场暴露的导则（300GHz以下）》的要求，而我国采用的环评导则较国际标准更

为严苛，我国标准限值电场强度是4kV/m，磁场强度是100μT。

由于工频电磁辐射能量极低，而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设置安全距离，

因此，在城市中心负荷密集区域包括居民密集区建设220千伏及110千伏高压变

电站，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建设方式，也是减少电能损耗的合理做法，同时其

环境影响完全满足国家相关标准，不会给居民带来不利影响。

在居民密集区兴建220千伏及110千伏室内变电站有害吗？

我国标准限值电场强度是

4kV/m，

磁场强度是

100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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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的特点：一是随着离

开导线距离增加，电场强度降低很快，且在距地面约2米

的空间，电场基本上是均匀的；二是工频电场很容易被树

木、房屋等屏蔽，受到屏蔽后，电场强度明显降低。

户外式变电站站界工频电场强度在每米几伏到几百伏

之间，只有稍靠近变电站进出线处才有些高。在设计时，

变电站均需要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保证变电站相邻居

民区的电场强度低于国家规定4千伏/米的限值。

此外，户内式和半户内式变电站站界工频电场强度比

户外式变电站更低。

为什么说不用担心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强度？

输电线路工频磁场强度的特点：一是随着用电负荷的

变化，即通过输电线路电流的变化，工频磁场强度也随着

变化；二是随着与输电线路距离的增加，工频磁场强度快

速降低，并且与工频电场强度相比，工频磁场强度随距离

变远，下降得更快些。

变电站站界工频磁感应强度主要来源于进出线的影

响。变电站站界1米外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10微特，远

低于我国规定的标准限值100微特。户内变电站周围的工

频磁感应强度则趋于背景值。

为什么说不用担心变电站周围工频磁感应强度 ？

变电站站界1m外的

工频磁感应强度

小于10μT，

远低于我国规定的标准

限值100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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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线大部分是架在空中的，也有一些埋在地下，但只能称得上“非主

流”。在一些地方，比如市区内，高楼林立，高压电线没办法架到空中，只能

用地下电缆代替。地下电缆相比于架空的电线存在的缺点是，一旦出了故障，

就要“挖地三尺”，才能去检查和修复电缆。如果需要检查一大段电缆，就要

挖一条长长的沟，相比于空中抬头就能看到架空电线，多了不少麻烦。

另外，空气是绝缘体，大地却是导体。在空中，只要把电线直接架在那里

就可以，但是在地下，要把电线外面加上一层层的绝缘外壳，否则电线里的电没

走多远，漏电就漏得所剩无几了。同时，解决地下电缆的散热问题也使得其成本

大幅攀升。总体来说，地下电缆的成本会是空中高压线的好几倍甚至数十倍。

高压电线为什么架在空中而不放在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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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涉及的架空输电

线路主要为交流架空输电线

路，当其下的耕地、园地、

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

水面、道路等场所离地1.5m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大于4kV/m

且小于10kV/m时，需要给出

警示和防护标志。

为何提出架空输电线路线下工频电场10kV/m限值？

一是适应我国电

磁 环 境 管 理 需

要，既满足管理中

公众提出农田限值

标准的需要，又保

证环境管理要求连

续性的需要。

二是参考了主要工业国家及国际组织有关规定。

（1）架空输电线路线走廊内的农田和公众偶尔停留

或活动的场所采取不同控制限值，是国际绝大多数国

家的设计惯例。

（2）在WHO推荐的低频电场、磁场曝露标准也明确规

定，电力线路走廊（半受控环境）最大允许曝露限值

为10kV/m。

什么情况下架空输电线路线下要给出警示和防护标志？

场所离地1.5m处的

工频电场强度

大于4kV/m且

小于10kV/m时，

需要给出警示和防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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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输电线路下方，由蹲着的人手持低压

验电笔，探测电场中站立的另一人体时，电笔

氖管会发光，此报道曾经引起了公众的担忧。

事实上是由于在高压电线下存在着感应电场，

当把电笔置于此感应电场中，由于电笔两端存

在着电位差，该电位差达到了测电笔氖管的起

辉电压，电笔就会发亮，有电压显示，本身并

不说明任何健康风险的存在。

为什么在高压输电线路下方，电笔接触不带电物体会有电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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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在设计、运行中都有严格的防雷要求。由于输电线路的铁塔塔身较

高，并在整条线路设有专用避雷线，输电线路不仅不会给临近的房屋引来雷击，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保护伞”。原因是当有带电云团经过输电线路时，云

团电荷可以通过避雷线安全引导电流进入大地，起到防雷作用。

输电线路会给临近的房屋
引来雷击的危险吗？

在变电站的设计中，已经
充分考虑了防爆的要求，

很安全！

每天在变电站工作的工人们，恐怕对电磁波原

理的了解远远比不上城市白领，但是他们却对自己

的工作环境没有什么恐惧，也从未有迹象显示变电

站的环境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影响。

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穿了什么神奇的防屏蔽服

吗？其实变电站的工作服，大多就是普通的纯棉服

装，原因有两个：一是纯棉布料不带静电，二是发

生意外事故时，纯棉布料着火后马上燃尽，不会粘

附在皮肤上。

110千伏安山变电站与中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一

所办公大楼合建，电力职工就在这些大楼里日复一

日地办公、生活。

在变电站工作的员工为什么没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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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输电线路走廊后

不得放松安全意识，不得

玩耍、打闹，更不得乱扔石

头、铁丝等，以免打伤绝缘

子或造成接地短路。遇到大

风天气，应沿线路上风侧前

进，以免触及断落的导线。

若发生导线断落地面或悬吊

空中，不得靠近断线地点8

米以内。

目前国家以4千伏/米作为居民区工

频电场的评价标准，以0.1毫特斯拉作为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我国输变电线

路产生的工频电磁场通常只相当于评价

标准的十分之一，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室内就更低，只有评价标准的万分之一

到千分之四，可以忽略不计。

离家不远的地方架起了高压线，回到家里会受电磁场影响吗？

以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的评价标准

以0.1mT
作为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进入输电线路走廊的安全
要求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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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强度会随着距离的增加

而迅速衰减。变电站的频率为50赫兹工频，属于

低频，不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

一般手机的频率都是几十万赫兹的高频，但

变电站的频率却比手机的频率要低很多，因此不

要说隔几十米远，就是在几米的范围内，对人体

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且在施工前，供电局技

术人员都会在工地围墙处用专门的仪器对变电站

的辐射进行过测量，确定没有什么危害。

变电站建在家附近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高压线下存在着感应电场，阴雨天时空气

的湿度增大，处在此电场内的导体产生的感应

电压也增大，公众在下雨天应尽量使用没有金

属部件的雨伞。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当打伞

路过高压线下时，千万别碰雨伞金属部件，以

免发生“麻电”情况。离开线路区域后，也别

急着碰金属部分最好先让雨伞金属部分，和地

面接触一下，再用手触摸。

为什么阴雨天经过高压线下不要打伞？

变电站的频率

＜
手机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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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是因为

风筝刮到电线上对市容市貌有影响，却不知道风筝有

时候会造成线路故障。事实上风筝的线挂在线路上，

或者线路上有异物，会引起相间短路，造成停电，不

但影响到用户的正常用电，也给供电部门带来一定的

损失；另外，风筝挂上高压线或变压器，如遇到阴雨

天致使风筝线绝缘能力降低，放风筝的人还可能当场

触电。要是引起雷电，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所以为了

您的安全和供电线路正常运行，不要在高压线附近放

风筝。

为什么不能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

近年来，高压线下钓鱼而触电的事时有

发生，因在高压线下钓鱼而触电身亡的事件

常见报端。

因为钓鱼竿一般是碳素做的，碳素是导

电的，而鱼线也因为水面垂钓带水而导电，

有的鱼线也加了碳的成份，所以都是导电

的。当在高线下钓鱼时，若不小心将鱼线挂

在了高压线上，就会发生触电事故，为了自

身的安全千万不要在高压电下面钓鱼。

为什么不能在高压线附近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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