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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设施,主要功能是将水能转化成电能,一般被称为水电厂,主
要包括将水能转化成电能的一系列水电建筑物和各种水电设备。在建设水电站的过程中,电气安装是重
要的工作环节,包括电气设备的调试,水电站中的电气设备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安装技术的要求相对较
高,在具体的安装环节,要求技术人员掌握电气设备的安装要点,并做好电气设备的科学调试,注重细节,
避免工作失误造成问题和故障,文章结合水电站电气设备安装及调试管理技术进行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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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Electric Equipment in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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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opower st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ering facilit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transform hydropower into electric energy, generally called hydropower plants, mainly including a
series of hydropower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that convert water energy into electric energ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hydroelectric station, electric install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king link, including the
commissioning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which is somewhat complex and has relatively high requirements for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In specific installation links, technical personnel should master the installation points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and avoid problems and faults caused by work err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lectric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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