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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智能电网已成为世界电力系统发展、改革的重要方向,智能变电站为智
能电网提供了基础保障,将发电、用电进行了连接。目前,自动化技术在变电站工程项目建设中得到了有
效应用,使变电站一次、二次设备技术融合、变电站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智能变电站具有很
多优势,如占地面积小、投入成本小等,技术人员必须注重电气自动化的应用,文章针对智能变电站工程
中的电气自动化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智能变电站工程；电气自动化；应用
中图分类号：TV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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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smart gri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power system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effectively
ap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sta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which makes the technical integr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quipment in substation,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substation have changed greatly. Moreover,
intelligent substation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small area, small input cost and so on. Technician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in intelligent subst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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