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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厂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变压器短路现象不在少数,变压器短路事故的产生,不仅会影响到
电厂的正常运转,还会对整个供电系统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基于此,本文将针对电厂变电器发生短路故障的
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诊断方法以及处理措施,希望能够为变压器的稳定运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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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f the Short-circuit Accident of the Power Plant Transformer
Baoyu L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Jiy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stract]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power plant, there are not a few transformer short circuits.
Transformers short-circuit accident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power plant, but also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whole power supply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short circuit failure
in the power plant transformer, hoping to help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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