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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技术的飞速提高,我国电力事业也迎来更高的挑战,基于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
全防护原则与发展现状,针对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紧密结合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运行监
控需求,从综合数据分析、安全事件推理、决策支持以及应急处置等层面进行智能分析管控研究,提出策
略建议,提高整体安全防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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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Control Research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of th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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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higher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power monitoring system, aiming at the problems and defects exposed in the actual work, closely
combining the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operation of the power monitoring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data analysis, security event reasoning, decision suppor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etc., this paper carries out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control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ecurity prote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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