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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
庄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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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气工程是支撑资源开发和输送的重要基础，在维护能源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

本文将以电气工程的发展为切入点，从电气自动化应用的角度出发，分析电气自动化的基本内涵，并列举出其应

用现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带来有利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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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当下各类产

业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对资源开发的需求，相较于以

往而言，也有了更加明显的调整和转变，不再以简单

的量化生产为本位，而是更加强调质量和技术的升级，

这种变化也给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更加鲜明的思路。电

气自动化技术作为支撑传统能源和工业发展的重要基

础，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受到更加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企业应当进一步关注电气自动化技术在工程领域中的

应用，了解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的发展主线

予以确认。

1 分析电气工程与电气自动化的基本内涵

1.1 概述

电力向来是支撑各行各业的物质基础，在现代科

技的引导下，电力也实现了广泛的延伸和拓展，无论

是应用水平还是应用领域，都呈现出了纵深的趋势。

与此同时，电气工程也在高新技术的开发中占有一席

之地，电气自动化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简称，

已经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实现了深度的结合，例如

航空航天和家电制造等等。这一技术的转型与升级，

不仅可以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同时也可以进一

步提高电气的产能和效率。

1.2 基本特点

电气自动化技术集合了信息学和语言学等多个方

面的内容，而且也在计算机的支撑下，变得更加具有

可操作性和实验性。这也就足以说明，电气自动化技

术涵盖了诸多领域，其自身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也是显

而易见的。电子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是当下电气自动

化的重要支撑，需要针对硬件和软件作出合理的规划，

并设计出有效的运行方案。除此之外，电气自动化技

术对现代电子的依赖是尤为明显的，之所以会出现这

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电子计算机技术本身就支撑着

电气自动化系统的正常运维，而且采用了不同类型的

传感器。

2 分析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现状

在传统的电气工程建设中，当数量较多的独立设

备在完成了各自的配件制作之后，操作主体也会根据

这些配件进行组合，最终完成产品的输出，但电气工

程的发展本身就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人工作业会

限制加工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即便是组合了成品也有

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而且也无法保证完成

的速度和效率。但在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引导下，数量

众多的制造体系能够有效地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先

进的现代化系统，并借助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现场

的各项生产，实现劳动力的大幅度解放，让操作人员

可以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更为高精尖的研究上。在这

里，电气自动化技术对人为劳动力的要求并不十分严

格，然而却依旧可以有效的控制施工的成本，能够进

一步提高加工的精确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电气

自动化技术的研究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脚步，

所以也需要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参与到科研事业中，

将科技成果有效的转化化为生产力。部分企业也需要

从传统的理念中寻求改革和创新，要注重对长线投资

的规划设计，积极引进手段，凸显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1 电网调度的自动化

电网调度自动化的实现有赖于计算机网络自动监

控体系的建设，能够有效置换传统的人工劳动力，利

用网络把整个系统的调度中心、变电站和工作站充分

连接到一起，然后再展开灵活的调节和处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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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中心必须要配备能够连接所有设备的计算机，而

且还要让计算机与中心服务器和大显示屏器交叉渗透，

并辅之以高效率的工作团队，对专属局域网进行控制，

实现电网调度的自动调整。也就是说，电气自动化技

术可以针对电气系统的运行状态展开评估和监督，并

根据现有的数据对电力负荷情况作出预测，由此为切

入点展开灵活调整，让发电控制环节能够省略许多繁

琐的步骤。值得注意的是，电气工程对数据的采集和

处理，必须要紧跟系统运行的规律，只有这样才可以

及时应对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2.2 变电站自动化

传统的变电站是以人工操作为主的，无论是监控

还是最终的信息反馈，都需要依靠操作人员来完成，

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也都需要依靠主体来实现，并

没有满足变电站全局监控的需求。但在电气自动化技

术的引导下，变电站能够用新的手段来实现自动监控，

可以明显的提高运维的效率和质量，借助权威设备来

代替之前的电磁装置，让操作和监视的过程能够变得

屏幕化。同时，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也可以用计算机

电缆的形式来收取信号，排除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2.3 发电厂测控系统的自动化

发电厂分散测控系统大多都是以分层分布的结构

为主的，能够在太网、运行工作站、高速通讯网以及

过程控制单元的帮助下，实现分散测控的目标。在这

其中，过程控制单元能够直接影响电力的生产和输送，

及时反映出设备的运行状态，并打印好相关的参数，

快速的传输信号，由此来实现执行机构的驱动，满足

连锁性保护和控制的需求。对于工作站本身来讲，主

要依靠工程师和运行员这两种工作人员，目的是为了

提供人机接口，在控制单元的引导下，也可以直接对

故障进行诊断和维护。

2.4 配电系统自动化

近些年来，配电系统中的自动化技术应用规模在

不断的扩大，电气技术发挥的优势也愈发明显。当下，

配电管理和集中监控的交叉渗透是较为常见的开发形

式，与此同时还有集中监控的配电自动化电气工程，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者的结构

都是分布式的，可以更为有效的连接主站和子站，而

且在时间上也更加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进一步推动

了电力系统的集中化发展。除此之外，就地控制配电

自动化技术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能够适用于不

同类型的配电网系统，保证运行的高效性和安全性，

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工作需要。

2.5 维护系统自动化

将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在电力工程建设中，不仅

能够推动监理工程行业的长效发展，同时也能为电力

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有效的保障。与传统的电气技术

相比，电气自动化技术的优势更加突出，最典型的特

征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电气设备对性能的实际需

求。除此之外，电气自动化技术在电力工程建设当中

的应用还可以将出传统的电力设备进行优化和创新，

并且还能使电力工程管理工作的效率得到提升，促使

电力工程管理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科学和完

善。电气设备的维护工作是电力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

如果能够将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在电力设备维修中，

由于自动化技术主要是通过计算机设备进行操控，这

时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对电气设备进行控制，从而实现

维修和管护的作用。相关的技术人员在对电气设备的

数据进行调节时，就可以直接在计算机设备上操作，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维护工作的效率，还能降低电气设

备的维护成本。

2.6 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

继电保护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电力系统在运行的

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或者运行故障时能够第一时间做

出反馈，并且还能将故障系统与正常运行的系统进行

剥离，这样就可以为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然而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相关的工作人员缺

乏对继电保护系统的定期检修，导致继电保护系统的

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不仅为电力系统的运行

埋下了安全隐患，同时还会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

成威胁。如果能够将继电保护系统与继电保护系统相

结合，就能够利用自动化技术对电气设备的运行进行

实时监控，并且还能通过后台系统实现对电气设备的

远程操控，这样才能体现出继电保护系统的优势，从

而实现对电力系统的保护作用。

3 分析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体现的设计

理念

首先是集中监控式设计理念。一般情况下，电气

工程的运行维护是尤为简洁的，对控制站并没有提出

过于严格的要求，所以系统的勾画也并不复杂。再加上，

电气工程本身就是把功能集中在处理器内，进行合理

的调度和分配，所以处理器承担的任务是最为繁重的，

速度也会受到明显的干扰。当电气设备接受监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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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如果监控对象大幅度增加，那么主机的效率就会

大幅度降低，这也会让电缆的数量有所上涨，会明显

提高投资成本。除此之外，长距离的电缆也有可能会

破坏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因此，集中化监控式设

计理念的应用是更为合理的。

其次是远程监控式设计理念，这一理念具有明显

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特征。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电气工程已经减少了电缆的使用数量，由此来控制了

成本和造价，但由于电气工程的现场总线通讯速度相

对较慢，且信息量较大，所以远程监控也仅仅适用于

系统监控量较小的电气工程，并不符合电气自动化控

制系统的需求。

最后是现场总线监控设计理念。现阶段，现场总

线和以态网这些网络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发展中

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运用现场总线监控设计理念，

能够发挥出比远程监控更加明显的灵活优势，既可以

减少设备的隔离，也可以保证通讯和信号传输的速率，

是未来电器自动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方向。也就是说，

总线监控技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远程特点，当安装电

气设备的时候，电缆只需要对其进行分别连接，就可

以实现全天候的监督和管理 [1]。同时，现场总线监控技

术对设备的需求量大大减少，这也就降低了投资的成

本。从运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设备彼此之间并没有

实质性的联系，即便是一台机器出现了故障，也不会

影响到其他器材的运转。

4 分析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前景

4.1 一次设备智能化发展

通常情况下，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的安装距离有

可能达到几十米甚至是几百米，两者之间的对接通常

会依靠电缆来完成，而且也对电流提出了尤为严格的

要求。但电力一次设备的智能化发展，可以拉近设备

与设备之间的距离，节约了控制电缆和电力信号的电

缆量，有效的降低投资，拓展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2]。

4.2 一次设备在线监测

发电机、断路器和变压器这些一次设备通常都需

要接受参数上的无间断检测，这也就意味着，在对设

备展开在线运行监控的时候，还要针对一些重要的参

数做出评估和预测，由此来排查潜在的风险和隐患，

对可能的故障做出一定的预判，由此来延长保养周期，

为后续的检修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光电式电力互感器的应用

电力互感器能够在一定比例的引导下，将输电线

上的大电流和高压电，降低到标准值范围内，但在这

一调节过程中，电力互感器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首先，当电压等级相对较高的时候，电力互感器

难以实现完全的绝缘。其次，由于电力互感器自身的

信号动态变化范围较小，所以一旦到达了饱和状态，

信号发生畸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而且，光电式

电力互感器的信号输出也较为有限，还会受到电磁绝

缘性差这一技术上的限制，所以也需要在未来得到进

一步的优化和升级。

总之，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是我国电气工程未

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并且还会呈现出分布式、信息化

和开放化的特点。分布式的发展特点一般都会体现在

电气自动化技术的结构上，分布式结构的优势就是可

以确保自动化后台系统中的各个模块能够独立运行，

将可能存在的系统风险进行分散，这样就能提高电力

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信息化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将

各个环节的数据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同时还可以在信

息技术的辅助下对电气自动化技术进行集成化的管理。

开发式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电力工程系统在设备的外部

有连接口，这样就可以通过外网进行操控。现如今，

电力工程系统一般都是通过这三种方式实现电气自动

化，这样才能为电气工程系统的正常运行奠定良好的

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持续性推动电气自动化技术在电气工

程中的应用是合理且必要的举动，这是保障我国资源

输出稳定的应有之策，也是塑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

有效措施。本文从电网调度的自动化、变电站的自动化、

发电厂的自动化、配电系统的自动化等角度，论述了

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要点，充分结合了我国电气工

程的现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

能够作为从业人员的参考依据。在未来，企业也需要

加大人才的吸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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