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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站的科学建设不仅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也在防洪、航运以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水电站的运行中,利用电气自动化技术可以有效的实现水能转化为电能,并将
电能实施科学的传输及分配。因此,电气自动化技术在水电站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水电站电
气系统以及水电站设备的安全运行,大大提高了水电站的发电效率及供电质量。文章指出了电气自动化
在水电站中应用的意义,分析了水电站中电气自动化的主要作用,提出了电气自动化技术在水电站中的
具体应用,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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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in the Hydropower Station
Renzhi Xiao
Xinjiang Yili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is not only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lood control, shipping and promot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 water energy into the electric energy, and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lectric energy.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hydropower s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ensu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electrical system and the equipment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and greatly improving the power generation efficiency and power supply qualit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electric automation in hydropower station, analyzes the main role of electric
automation, and propo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hydropower st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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