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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系统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近几年,
我国电力工程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变电设备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对提高供电可靠性具有关键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对电力系统变电运行的安全管理与设备维
护进行研究,分别制定具体的方案。
[关键词] 电力系统；变电运行；安全管理；设备维护
中图分类号：TM411+.4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Power System Substation Operation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Strategy
Wenfeng Liu
Jiangxi Changga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Ltd
[Abstract] As our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power system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daily life.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s power engineer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substation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hich is of key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of power system substation operation, and formulates specific plan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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