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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技术概念的产生已经有数十年历史,尤其是在近些年数据采集技术、智能分析技术和网
络通信技术的共同支撑下,使得其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本文在简要概述水电站运行管理中大数据技术应
用优势基础上,对其具体应用形式进行说明,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应用要点,以此为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提升提供参考,为水电站运行管理模式变革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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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produced for decade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joint support of data collec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briefly summarizing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evel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hydro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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