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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气自动化融合技术在电气工程中的运用十分普遍,能极大地提高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同时还
可以确保设备的工作可靠性与稳定性。然而,在我国电气自动化融合技术的具体应用过程中,还存在着部
分局限性。因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在了解有关理论的前提下,主动了解电气自动化融合技术的重点特征,
并清楚地掌握其前进方向,持续优化电气自动化融合技术,保证该技术更好地运用到电气工程中,从而提
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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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al auto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equipment automation and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in China.
Therefore, the relevant staff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understand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premis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clearly grasp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to ensure that the
technology is better us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o as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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