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简析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质量影响因素及其管理
吕克鹏
国网新源山东沂蒙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DOI:10.32629/hwr.v4i8.3222
[摘 要] 当前,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与新能源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作为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相、事故备用、
提高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的绿色清洁能源,抽水蓄能电站将迎来长足的发展。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工建设和
发展,有力支撑了国家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战略部署,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先救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并分析其建设
质量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其管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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