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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对大型供水泵站工程的建设力度正呈不断增加的形势,而机电设备属于大型供水
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决定供水泵站能否安全地运行、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为了保证
机电设备的这一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探究大型供水泵站机电设备安装和检修的技术措施,解决其安装与
检测过程中的实质性问题,提高设备完好率、利用率,增加其使用寿命。文章对机电工程在供水系统中的
应用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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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water supp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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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water supply pump station project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nd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arge-scale water supply pump station,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the water supply pump station can operate safe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good economic
benefi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better play of this rol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explore the technical measures for th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n large-scale water supply pump station, solve the substantiv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stallation and
detection, improve the intact rate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equipment, and increase its service lif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water supply system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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