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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电气工程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不管是在建筑建设活动当中还
是在电力事业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进一步提高电气工程的质量和效率,还需要不断加强电气
自动化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将电气自动化技术和电气工程深度融合起来,以此来推动电气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虽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短,但是在这一领域也有许多成就,这有效
提升了我国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了电气工程的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发展,对于电气工程行业的转型
和升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融合运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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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fiel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electric power.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work on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deeply integrate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ts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hort,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promot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automation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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