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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到售电侧放开环境的影响,电能质量管理难度增加,存在问题逐渐增多,不利于电能供应和电
力企业发展。本文将从电能质量展开探讨,对售电侧放开环境下电能质量管理情况进行分析和说明,并给
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和建议,以期加强管理的有效性,提高电能的供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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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under the
Opening Environment of Sales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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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n the sales side, the difficulty of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increas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gradually increas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supply and power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power quality,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under the opening environment of the sales side, and give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wer supply.
[Key words] The electricity sales side releases the environment;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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