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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复杂程度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强,已经进入到了化工自动
化系统发展的阶段。借助PLC控制系统的综合应用,化工系统自动化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实现了化工自
动化系统的再发展。本文就化工自动化系统中PLC控制系统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化工自动化系
统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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