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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自动化是水利信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展开的基础。水利自动
化技术与水利信息化的发展是一致的,二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且水利信息化的重点主要放在对各种
水利信息的规划上。现阶段,我国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展开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水资源的缺乏就是
最重要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整体水资源储存量较为丰富,但是水资源的分布不均,我国一部分地区仍然处
于缺水的状态,再加上我国部分地区对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以及调度手段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实际
工作展开的时候没有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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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utom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are consistent, and the two have complementary roles and
the focu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is mainly on the planning of various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mong them, the lack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Although China's overall water resources storage is relatively rich,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uneven. Some areas in China are still in a state of water shortage,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cheduling methods in some areas of our country,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ideal results when the actual work is carried out. This paper makes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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