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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水电站行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水电资源,是支撑我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具体的水电站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设备运行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
水电站的经济效益和安全生产,这就要求相关管理工作人员应该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进一步提高水电站
电气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对相关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检查,有利于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保障国家经济
不受损失,同时也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安全作业,本文主要对水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维护的内容进行分析,同
时介绍了一些关于水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维护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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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esearch on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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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ydropower station industry
provides important hydropower resourc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is the basic industry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economy. During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operation of the specific hydropower stations, the st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oper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conomic benefit and safety prod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which requires relevant management staff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hydropower plant, conduct regular maintenance and inspection of the
relevant equipment, improve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equipment, protect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losses.
Besides, it also improves the safety operation of the staff.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 hydropower station, and introduces some key
contents o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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