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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厂运行中自动化控制技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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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各个行业生产管理流程中均在应用自动化技术，逐步提升行业

生产管理效率。将自动化控制技术纳入水电厂运行环节中，可提升水电厂的运行效率，降低水电厂员工的劳动强度，

不断提高企业的发展动力。为此，本文对将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到水电厂运行中进行研究分析，旨在全面提升水

电厂生产安全性，可有效避免行业内部出现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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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技术发展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在社会上得

到全面性普及，在水电厂生产运营过程中应用自动化

控制技术，可全面提升水电厂管理效率与质量，借助

计算机系统对于水电厂内各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全

面性的监控，最大程度维护水电厂设备的运行安全性

与稳定性。现阶段大部分所应用的生产设备相对落后，

设备内控制元器件存在严重性老化问题，对于检测数

据信息的有效性与准确性带来负面影响。自动化控制

技术应用至水电厂运行中，可对老旧水电厂进行自动

化管理改造，帮助管理人员全面掌握各个零件的运行

情况，实现对电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全面提升水电

厂的生产效率，提高水电厂的运行效益。

1 自动化控制技术在水电厂运行中的作用

自动化控制技术主要是应用计算机程序对生产过

程进行自动化控制，减少人力的投入成本，运用机器

自动化控制企业生产水平 [1]。长期以来，水电厂系统主

要采用人工操作模式，人力物力投入力度相对较大，

水电厂内的技术人员不注重信息数据的传递，阻碍水

电厂的运行发展进程。将自动化技术纳入水电厂运行

管理中，可转变水电厂传统生产模式，借助自动化控

制技术提升计算机系统的数据信息整理、处理分析能

力，大大降低人工误操作的情况，进一步提升设备的

运行效率。在水电厂运行期间，自动化控制技术可类

比于控制人类机体运行的大脑，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

用可实现水电厂运行过程数据信息的实时传递与交流，

借助预设定好的操作流程对水电厂数据库进行信息处

理，提升水电厂的运行效率，降低各项环节中人工操

作的危险性因素。与此同时，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

可实现对水电厂中的电网频率自动化调节，在水电厂

运行过程中一旦存在电网频率过高或是过低的问题时，

可准确性识别相关问题，并利用自动控制调频技术进

行调频，通过自动调频功能对水电厂电网频率进行自

动化调节，有效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投入，

保证水电厂运行环节能够顺利进行。此外，在水电厂

运行中引进并应用自动化功率控制管理技术，可根据

水电厂在不同运行时间段对于电力功率需求的差异性

开展针对性的管理活动，大大降低水电厂实际管理负

荷水平，全面提升我国电力的实际管理效率，充分满

足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战略，为电力企业的良性化运

行提供保障。

2 自动化控制技术在水电厂运行中的具体化

应用

2.1 专家系统的应用

专家系统本身是人工智能程序，借助专家系统知

识来处理多种复杂性问题，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的

程序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专家系统的应用，是需

要工作人员将专家知识与经验、水电厂实际情况、技

术操作要求等内容按照信息输入规范要求输入到计算

机程序中，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存储知识的表达模式内

导入实施事实推理方法，让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做出

相应的反应与判断，进一步优化水电厂自动化控制技

术应用程度，全面提升水电厂的运营收益，为水电厂

的良性化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2]。

2.2 模糊控制技术的应用

模糊控制技术主要是通过模糊数字语言来进行规

律的控制，提升对系统的操控程度。模糊控制技术作

为自动化技术中较为先进的技术类别，集中了数字技

术系统所具备的控制优势，优化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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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能，为人工系统的更迭换代提供保障。模糊控制

技术的应用时间相对较长，在自动化控制中拥有较多

的应用优势，但是其中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模糊控

制方法相对随意，技术漏洞相对较多，未能形成精确

化的系统经验规律，因此在模糊控制技术应用过程中，

操作技术人员个人能力将会影响模糊控制操作应用效

果，若操作技术人员能力不足时则无法全面掌握模糊

控制规律，大大增加操作人员对于技术应用的操作难

度，制约模糊控制法在水电厂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

用效果。

3 水电厂运行中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存在的

问题

3.1 水电厂内自动化应变能力差

自动化控制系统具备智能化处理操作的性能，控

制系统仅需要按照预先植入的软件程序开展自动化处

理操作活动即可 [3]。但大多数水电厂所应用的自动化控

制系统并未实现完全智能化，导致自动控制系统运行

过程中存在无法正确应对水电厂问题的情况，自动化

系统应变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处理水电厂内

的突发状况，无法妥善解决水电厂内出现的各种问题，

继而无法确保水电厂运行的安全性。

3.2 专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水电厂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软件编程、硬件装置

设计等与人员水平、技能相关。专业技术不扎实的人

员无法设计出完善的系统软件功能，无法全面考虑控

制系统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结合

编程人员编写的程序来执行各项任务指令，自动化控

制中心系统则需要程序员根据具体操作规则进行操作

系统的编写活动，因此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质量与程

序员技术有密切关联，在编程人员专业能力低下时，

研发出的操作系统将会存在诸多漏洞，系统可能会出

现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甚至无法及时判断问题以及

解决问题的情况。而编程人员无法全面系统地编写基

础知识时，水电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将会出现部分功

能欠缺的问题，大大增加水电厂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

加大电力企业的经济损失程度。现阶段，水电厂普遍

存在所运行的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水平相对较低的情

况，这是由于编程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水平以及编

写经验不足，无法保障系统设计质量，加之在岗专业

技术人员在技能知识掌握与系统维护意识上仍有欠缺，

继而对水电厂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带来影响。

3.3 软硬件设计应用缺陷

水电厂管理人员在选择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设备

型号时，未能提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导致选择应用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能贴合水电厂的运行需求，无法

有效提升水电厂的管理能力。硬件设备作为自动化控

制系统的基础，其所发出的各项执行指令均由硬件设

备来执行，但由于水电厂设计选择应用硬件设备存在

缺陷，大大增加了水电厂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水电厂

自动化控制管理效果。

4 针对水电厂运行中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存

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推动水电厂设备控制智能化建设

现如今，水电厂设备的使用年限相对较长，在运

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机器误差等因素导致其出现运行

不稳定的情况，需利用自动化技术进行智能化管理 [4]。

为此在自动化系统控制层需要接入单独的通道进行数

据信息的收集，通过不同通道数据的相互验证提升获

取内容有效性，借助智能化判断来提升自动化系统稳

定性，借助智能化判断强化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独

立信道控制方法能够避免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出现损耗

与偏差，借助数据共享方法解决系统数据问题，在数

据接口时需要重视设备通信协议的建立，打造数字化、

网络化的系统。此外，对于系统内不同的工作系统也

可利用防火墙进行控制与隔离，实现对水电厂运行环

节的多样化监测。

4.2 强化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

软件系统是水电厂内自动化控制系统可执行自动

化控制指令的核心，对于系统软件功能的优化升级是

提升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关键所在。技术人员在进行自

动化软件程序编写过程中，需要结合水电厂的实际情

况进行软件程序编写。如在自动化控制系统固件期间，

技术人员需重视故障预警、水位自动报警等程序的设

计运行，确保设计出软件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接收来

自传感器的信号，同时也能及时发出准确性的程序指

令。针对现阶段水电厂专业技术人员能力低下的情况，

需要打造高学术水准、高质量的技术专业队伍，进一

步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性，强化技术专业人员操作自

动化系统能力，强化水电厂设备运行效率。水电厂企

业需要与相关专业性培训机构达成合作，给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系统性专业技术水平培训活动，按照考核机

制对其进行测试，选拔出优秀专业的人才。此外，也

可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通过派遣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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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去国外同行业单位进行学习，将先进技术、知识

引进国内水电厂自动化控制系统内，逐步强化自动化

控制系统的应用性能水平，推动水电厂企业的良性化

发展。

4.3 优化与升级系统软硬件功能

软件系统的设计将会影响自动化系统工作效率，

为此需要定期开展软件系统功能的优化与升级，技术

人员需要定期巡查与检验，确保技术人员能够及时修

改软件编写环节中存在的逻辑漏洞，借助完善的软件

管理工作来提升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效果，提升对系统

内数据信息的加密保护水平，避免系统内部出现数据

信息丢失或是被恶意篡改的情况。硬件设备作为水电

厂自动化系统运行的重要基础部分，硬件设备性能优

劣性直接决定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的效率，为此水电

厂采购部门需要在进行自动控制系统更新采买环节做

好相应的筛选工作，对于供应商的公司资质以及信用

记录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具体性能进

行调研，确保其能够充分满足水电厂的发展需求，保

障设备售后服务的完备性。同时对销售方专业技术储

备量进行分析，确保其充分满足保养维修需求，为水

电厂系统硬件设备采购筛选工作开展提供充足的信息。

5 水电厂运行中自动化控制技术维护管理措施

5.1 提升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的监管水平

水电厂在采购并安装自动化控制系统后，为了保

障系统运行稳定性，需对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展高效率

的监督活动。为此水电厂内部需设置专门执行自动化

控制系统监督管理的管理部门，派遣专业工作人员对

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展全面化的监督管理活动 [5]。同时为

了提升工作人员的系统监督能力，水电厂需定期对其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活动，继而提升工作人员的监督专

业性，让其及时发现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

题，对水电厂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记录，经由专业人员评估后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确保水电厂能够安全运行。

5.2 提升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的维护水平

第一，水电厂企业需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

与应用自动化控制软件，自动化控制系统需要采用多

系统软件进行控制，利用测速装置、调速装置等器械

来确保水电厂运行的效率与质量。

第二，水电厂企业需要监管信息系统运行情况，

在公布数据信息过程中，需要确保数据信息的透明化

与公开化。在进行信息管理期间，需借助自动化系统

对水电厂的安全性进行监督。另外，企业需要加强员

工专业水平，满足办公自动化与信息化需求。同时也

要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对于不同系统对应不同的密码，

只有系统操作人员能够全面掌握密码，对于水电厂运

行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备份，防止自动化控制系统出

现信息丢失的问题。

第三，在采购自动化控制设备时，需要与厂家签

订售后服务合同，根据合同要求对设备进行维修与保

养。水电厂在完成自动化系统安装后，厂家也要提供

相应的售后服务，让其能够全面处理设备运行故障问

题，确保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6 结语

在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自动化在水电厂

运行管理环节中同样发挥极为重要的价值作用，也成

为水电厂运行的重要构成。自动化控制主要是指无人

巡视、值班，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

网络程序对于水电厂运行情况进行监控与管理，确保

水电厂安全运行。自动化控制管理技术在水电厂生产

运行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可提升水电厂生产

运行的自动化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水电厂经济效益 [6]。

为此，水电厂运行过程中需合理地应用自动化控制技

术，全力推动水电厂设备控制智能化建设，强化专业

技术人员能力水平，优化与升级系统软硬件功能，提

升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的监管、维护水平，为水电厂

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夏博研 .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石油化工仪表中的运用
[J].化工管理 ,2021(35):130-131.
[2]　赵莉娅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气自动化控制中的运用
研究 [J].无线互联科技 ,2021,18(19):102-103.
[3]　张哲浩 .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在工厂生产中的应用
[J].黑龙江科学 ,2021,12(18):104-105.
[4]　李刘杰 .电气自动化在电厂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J].
中国设备工程 ,2021(14):136-137.
[5]　杨洁 ,赵海龙 .自动控制原理在机电工程自动化控
制中的应用研究 [J].中国设备工程 ,2021(11):196-197.
[6]　迟颖 ,李鑫垚 .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电力系统中
的应用研究 [J].光源与照明 ,2021(03):1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