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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厂的电气自动化主要指的是水轮发电机组依照计算机事先规定的生产流程进行工作,并
由计算机全程监视各个生产环节,以确保生产过程的高效性和安全性。这个过程几乎无人直接参与,因而
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电气自动化对于降低水电厂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电能质量和
提高设备可靠性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水电厂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可靠性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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