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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工程建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强电力工程技术研究对于强化电网运行稳定性
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电力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电力自动化技术方面,电力系统内综合融入自
动化技术大幅提升了系统运行的智能化程度,减少了人工操作,提升了运行精度,减少了不必要的能量损
耗和故障损失。变电站作为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在电能输送过程中起到调整电流电压的重
要功能,随着自动化技术与变电站的整合发展,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成为了当前智能电网建设
的重要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与监控系统的建设水平,本文将以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为切入点,分析相关系统的具体内容并针对软件开发方面的相关技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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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At present, my country's power construc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ower auto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power system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intelligence of system operation, reduced manual operations, improved operation accuracy, and
reduced unnecessary energy loss and fault loss.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subs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adjusting the current and voltage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smiss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substations,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smart gri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this paper will take
substation integrated autom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elated systems and research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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