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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自动化在电力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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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有效的促进了电力电气自动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整
个电力行业的进步，更好的为社会的进步发挥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能源支持。在电力行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电力电气自动化
在整个电力工程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越发的凸显出来，从而有效的为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创造了基础。社会的发展，使得民众的
思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对电力工程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电力工程建造过程中，往往需要使用到大量的电力电气自
动化技术，所以我们需要对电气自动化技术加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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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automation and progress of whol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and providing stable energy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gress. Driven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power industry, important role of electric power automation in whole power
engineering field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effectively creates a foundation for stabl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 With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thoughts have changed obviously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process of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 large number of electric power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are often used, so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lectric auto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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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电力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及要求，重视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可使这类工程中的技术内涵更加丰富，实现对
电力工程建设过程的科学控制，避免给其应用中埋下安全隐患。因此，在对电力工程方面进行研究时，应给予电气自
动化技术应用更多的关注，实施好切实有效的研究计划。

1 电气自动化技术对电力工程的重要作用
（1）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电力电气自动化技术普遍应用于电气工程当中，并且发挥出了较大的作用和价值，
尤其是在电力系统的维护与管理中，使用电力电气自动化技术，不仅提高了电力工程的自动化水平，还为电力系统运
行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首先，在电气电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将电气设备与现代化网络系统相互连接，
可实现对电气设备运行状态的监督与控制作用，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在满足人们对电力资源需求的前提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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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电力系统整体运作的质量 。
（2）此外，随着我国科技力量的强大，较多的电气设备已经实现了自动一体化功能，在使用性能和结构上也发生
了较大的转变，为电力工程行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其次，在电力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下，可实现
对整个电力系统运行参数的搜集与处理，通过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归类，从中提取出重要的运行数据，能够对电力系
统的整个运行状态进行监督与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技术人员可在第一时间内发现电力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减少了电力设备和线路故障事件的出现，发挥了对整个电力系统运行保护的作用。不仅
可以提高社会效益，还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最后，在电力电气自动化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两者之间共同协
作，可顺利完成电气系统运行维护与检修工作。企业不再需要浪费人力资源来查找系统运行故障问题，单凭借计算机
操作便可找出设备故障的具体部位，具有针对性完成设备检修工作。可以说，电力电气自动化技术，大大减轻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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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工作压力，使设备检修与维护工作由复杂化向简单化方向发展 。

2 电力工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探讨
在全面的掌握了电气自动化技术特征以及实际运用作用的前提下，为了有效的针对电力工程建设效果加以保证，
完善控制系统的各项性能，最为重要的是需要针对电气自动化技术的运用效果加以分析研究，判断其中的关键点，涉
及到的内容如下：
2.1 电网调度方面的应用
电网调度状况是否良好，体现着电力工程建设水平，关系着其生产质量及经济效益等。因此，在提高电网调度效
率、加强其调度过程控制时，应充分考虑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具体表现为：①借助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优势，
可实现对电网调度过程的科学控制，降低其中的问题发生率，促使电网调度效果更加显著，为其高效运行、效益增加
等提供专业保障；②电气自动化技术支持下的电网调度，可通过对自动化控制系统构建及应用方面的考虑，增加电网
调度过程控制中的技术含量，促使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能够得到及时处理，高效地完成电网调度作业，满足电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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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求，避免加大其建设风险 。
2.2 变电站方面的应用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的核心部分，可为电能的正常输送提供科学保障。因此，为了使电力工程建设中变电站能够处
于稳定、高效的运行状态，保持其设备良好的工作性能，则需要注重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具体表现为：①根据变
电站及其设备的应用状况，将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其中，可使工作人员直观方便地对相关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督，
保障设备运行安全性，减少了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工作量的同时有利于降低电力工程建设成本，满足电力行业可持续发
展要求；②基于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变电站设备运行，可实现对设备的自动检测，加强其运行过程控制，处理好其中的
影响因素，从而达到变电站设备运行故障发生率降低、生产效益最大化的目的，也能为变电站运行风险应对工作的高
效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2.3 其他方面的应用
2.3.1 监控自动化方面的应用
电力工程作业计划实施过程中，与之相关的监控工作开展是否高效，关系着该工程建设安全性、质量等。因此，
为了实现电力工程建设中的监控自动化，实现对监控系统的高效利用，应重视电气自动化的科学应用。具体表现为：
通过对电力工程建设要求及监控状况的综合考虑，在电气自动化技术的作用下，可对监控系统进行监督管理，掌握其
实时运行情况，了解监控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保证监控系统运行安全性。同时，电气自动化技术实际作用的
发挥，也能为电力监控系统自动化的实现提供专业支持，有利于完善其应用中的服务功能，提高电力工程建设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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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质量、延长监控设备的使用寿命 。
2.3.2 继电保护装置自动化方面的应用
这类保护装置通常是高压设备，人工检修与维护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针对这种情况，可通过对电气自动化
技术的合理使用，实现对继电保护装置运行状况的实时分析及识别，在其发生异常情况时自动发出报警信号、切断电
源，促使这类装置的工作性能更加可靠，为电力工程科学建设水平的提升打下基础。

3 电气自动化技术在电力工程中的发展趋势
3.1 实时仿真系统
现如今，负荷的动态监测及其仿真分析因为具有良好的优越性，所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青睐，从而被人们大范围
的运用到了电力工程建设之中，特别是实时数字仿真系统的运用，有效的促进了电力工程建设效率的提升。仿真实验
室作为核心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对数据的实时性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为电力工程涉及到的物理实验操作的开展提供有效
的信息数据。
3.2 人工智能化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使得电子自动化技术得到了明显的进步，很多的新型智能化技术被人们运用到电力系
统之中，有效的促进了电力系统的稳定性的提升。并且智能化技术对于电力工程设计规划工作的开展也能够起到积极
的影响作用。在电力系统稳定进步发展的推动下，将智能化技术切实的引用到电力工程之中，是符合整个行业的发展
需要的，并且对于促进电力工程智能化水平方面也具有良好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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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保护与综合自动化
电力工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被人们大范围的加以实践利用，有效的促进了电气自动化保护技术的发展，使其逐渐
的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因为电气自动化技术在实践运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了优化和创新，
所以将其切实的引用到电力工程之中，能够促进电力系统安全性的不断提高。经过实践调查我们发现，分层式综合自
动化技术势必会成为电力工程行业未来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技术，这一技术适用性较强，能够运用到各类不同电压需求
的电站之中。当下，我国对于智能自动化保护技术以及综合自动化控制技术已经进行了深层次的研发，并且已经成功
运用到电力工程系统中，该项技术在国际上已经达到先进水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科技力量不断强大，在电力工程建设中，电力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整个电力系统运
行状态的监督与控制功能，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得到保障，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优
质的电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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