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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变电站运维技术的应用成为了重要探索方向,该技术在电网运行维稳方面做出了突出贡
献。文章围绕该技术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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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Relay Protection Equipment of Intelligent Substation
Di Xu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njiang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subst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direction, which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operation 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of the power grid. The article is analyzed around this techniqu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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