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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形势发展下,传统配电网的性能受到制约,操作和控制存在的限制性较大,对电力系统的高
效运行带来了阻碍。为此,就需对配电网展开优化设计和调整,加强配电网的智能化和安全化,以加强电
能分配和供应的有效性。本文就对电力系统中智能配电网设计加以分析和探讨,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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