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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社会经济体制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电网体制
建设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电力工业的各方面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调度自动化系统是优化电网调度的关
键系统,在应用中也至关重要。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对电网系统的启动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电网系统中,
调度自动化系统就相当于监控者或者指挥者。在电网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要确保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运行
状态良好,否则整个电网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本次主要对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应用和相关技术进行了详细
的讲述以及电网调度优化过程中的故障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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