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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变电站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整个电网系统中承担着电压电流的变化任务,而随
着电力系统的现代化发展,大量使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智能变电站进一步提升了电力系统的自动化
水平。智能变电站不仅具备高度自动化的参数调节能力而且能够进行信息参数的实时获取与处理,其在
电网输电调节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继电保护系统作为保障智能变电站整体运行安全的重要系统其
可靠性必须得到保障。当前大量应用的智能变电站其系统结构较为复杂,与之配套的继电保护系统需要
从多方面入手保障稳定运行。本文将以智能变电站概述为入手点,通过分析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的特征
深入分析智能变电站机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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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substation undertakes the task of changing voltage and
current in the entire power grid system. With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system,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igent substations using digital and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have further improved the automation level of the
power system. Smart substations not only have highly automated parameter adjustment capabilities, but also real-tim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parameters, which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ower grid transmission adjustment
process. As an important system to ensure the overall operation safety of smart substation, the reliability of relay
protection system must be guaranteed. At present,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intelligent substations that are widely used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 supporting relay protection system needs to ensure stable oper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the overview of the smart substation, and deeply analyz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smart substa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y protection of the smart sub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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