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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国家政策与方针推进使得保护环境与资源,基
于此,风力发电得到了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节约资源的目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
现事故,进而给电力企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做好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的维护与故障诊断尤为重要。本
文就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进行简述,并基于常见的故障诊断分析并提出相对应的维护与保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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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Turbine Unit Transmission System Maintenance and Fault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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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evel, national
policies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wind power generation has
developed and saves resource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nevitable accidents will bring great losses to power
enterpris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maintenance and fault diagnosis of wind turbine
transmission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ind turbine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aintenance strategy based on common fault diagnosi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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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观察油位变化情况,确保其消耗量的

现异常。当出现齿轮箱润滑油变质速度

响主轴的工作效率,因此要保证日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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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提升优化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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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农田水利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质量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我
国农业生产覆盖全国不同地区,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
入也有明显不足。本文在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必要性基础上,分析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实际提出工程提升优化的基本策略,以此在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基础上,为我国农业产业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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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Gulinur Yiming
Xinjiang Bole Cit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tation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ver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lso obviously insuffici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neces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y of project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 words]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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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影响,实际运行水平依然较为低

益实现的重要条件。由于经济社会因素

下,无法满足当前农业生产精细化管理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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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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