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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站由水力系统、机械系统和电能产生装置等组成,是实现水能到电能转换的水利工程枢纽,
电能生产的可持续性要求水电站水能的利用具有不间断性。水电站以发电为主要工作,兼有防洪灌溉的
综合效益。水电站水库系统可以人为地调节和改变水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实现对水力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保证水电站安全平稳有效地工作,是当下水电站运行地首要任务。将水电站运行工作做好
做强绝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功,相关机构都应该参与进来,保证水电站的运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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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ydropower station is composed of hydraulic system, mechanical system and electric power
generating device, etc. It is a hydraulic engineering hinge to realize water energy to electricity conversi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requires uninterrupted utilization of hydropower water energy. The
hydropower station mainly takes power generation and ha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flood control and
irrigation. Hydropower station reservoir system can artificially adjust and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aulic
resources in time and spac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hydraulic resources. Ensuring the safe, stable
and effective work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current hydropower st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can not just rely on a day or one person. Relevant institutions should
participate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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