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探究现代网络电力电子科技的智能应用
孔德璐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DOI:10.32629/hwr.v4i8.3268
[摘 要] 在当代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想赢得这场竞争
就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提升,其中就包括电力电子技术,其不仅具备着滋养的企业发展趋势,还是科学技
术水平的一种展现,加上现代电气智能化水平越来越丰富,在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就更加广泛。因此,采
用智能化网络电力电子科技设备对智能电气设备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是以后各个国家科技发展的
常态。通过智能化网络电子科技设备与智能电气设备完美融合,并且实现电气设备对智能化网络的应用
控制,能够更好的将电气设备智能化中的“智能”二字展现的淋漓尽致,由此看来,电力电子科技的智能
应用发展趋势将会越来越完美,其发展前景也将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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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Modern Network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Delu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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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 economy. In order to win this competi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t be promoted, including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which not only h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ourishing enterprises,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modern electrical intelligence,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is more extensive. Therefore, the
use of intelligent network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equipment to further improve and optimize intelligent electrical
equipment i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Through Intelligent
Network Electronic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ce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will be more and more perfect,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will be wider and wider in al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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