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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水利闸门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数量也
越来越多。闸门机电设备是控制水库安全的关键设施,无论是机械设备故障,还是人为操作失误,都会造
成闸门不能正常启闭,给水库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灭顶之灾。虽然目前我国水利闸门工程的数量与
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是水利闸门工程的机电设备在操作与维修保养当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文
章就水利闸门工程的机电设备维修保养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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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scale and quantity of hydraulic gate projects have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Gat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s a key facility to control the safety of the reservoir. Whether it is mechanical
equipment failure or human error, it will cause the gate to fail to open and close normally, and bring disaster to
the reservoir and downstream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lthough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hydraulic gate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f hydraulic gate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tenanc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for hydraulic gat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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