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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力发电厂机械设备检修及维护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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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智能化水力发电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智能化水力发
电厂设备的长时间运行,难免会出现安全问题,甚至对我国的电能的输送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智能化
水力发电厂机械设备检修及维护探析为主题,分别对智能化水力发电厂机械设备的检修方式以及智能
化水力发电厂机械设备的维护方式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智能化；水力发电厂；机械设备；检修；维护
中图分类号：TV63 文献标识码：A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of intelligent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JuanWang
Ningxia Shapotou Hydraulic Hub Co., Ltd. Shapotou Hydraulic Power Plant
[Abstract] 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intelligent hydrohydropower power plant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long operation of intelligent hydrohydropower plant
equipment will inevitably have safety problems and even have an impact on the transmission of electric power in
China.Therefore, with the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analysis of intelligent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the
maintenance mode and the maintenance mode of intelligent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are expound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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