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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高精度优势十分明显,控制的对象较少,且自动化水平及安全性也相对较
高。因此,该技术在工业生产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阶段,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在应用中依然
有待完善,本文就将分析工业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实际问题及相应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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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of high precision, few control
objects, and relatively high automation level and safety. Therefore, the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this stage, industrial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i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ctual problems of industrial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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