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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效推动了时代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提升了化工生产
的技术水平。DCS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可以进行生产工艺、技术、环境的调控；优化、升级设备设
施,从而保障生产安全,提高生产质量。此外,DCS自动控制还能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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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d the technical level of
chemical prod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CS auto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can control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optimize and upgrade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to ensure production
safety and improve production quality. In addition, DCS automatic control can als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various resources,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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