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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社会全面发展背景下,电力能源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帮助作用越发显著,所以作为电力能
源提供者,电力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行也将对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继电保护
装置对于电力系统运行的作用更为显著,是电力发展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为此,本文就将对火电
厂用电继电保护类设备应用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对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帮助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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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BR是一种先进的处理工艺,将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技术相结合,加快了水处理的效率。
MBR处理工艺有着许多的优点,例如使用成本廉价、出水水质好等等,所以一直在开发和运用中,该技术
在污水处理厂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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