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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泵站在我国工程管理和各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在城市供水、防涝等方面都担任着重要
的任务。随着网络技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泵站控制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不仅仅提高了操作控制效率,
同时提高了管理水平,尤其是改变了传统的多泵站管理模式。未来泵站的发展向着智能化、自动化方向。
基于此本文就泵站的电气自动化设计进行初探,分析现有问题,提高设计水平。
[关键词] 泵站；电气自动化；设计；探析
中图分类号：TV7 文献标识码：A
1 电气自动化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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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对远程的泵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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