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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的使用便捷性和高效性是人们生活工作的重要资源保障。随着国家发展的不
断进步,社会的改变使得人们对于电力资源的需求正在逐步上升,因此加大对智能变电站的设计是保障电力
资源可靠使用的重要途径。当前的世界已经呈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形式,因此将电网工程的建设和智
能化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科学合理的推进我国的电网建设高效性和安全性。智能电网包括数字信息和传感
检测两个方面,并且在运行过程中需要依靠光纤进行数据的传输以对电气设备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障能
源的再生使用。本篇文章以110KV智能变电站电气设计为框架,分别从110kv智能变电站电气设计方面的特
点分析以及关键点这两个方面做出深入分析,希望能够有效地提升电力能源的使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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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ain points ofelectrical design of 110KV intelligent substation
Hongyao Wu Chaochao Huang
[Abstract] The convenience and high efficiency of pow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guarantee for people's life and work.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people's demand for power resources is gradually rising. Therefore, increasing the design of smart
substatio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reliable use of power resources. The current world has shown the
development form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grid
engineering and smart technology can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my country's
power grid construction. Smart grid includes two aspects: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sensor detection, and it needs to
rely on optical fiber for data transmission during operation to make correct judgments on electrical equip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regeneration and use of energ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lectrical design of the 110kv smart substation
as the framework,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points of the electrical design of the
110kv smart substation, hop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se of electric energy.
[Keywords] smart substation;electrical design;key poi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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