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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水电站建设事业依然保持高速发展背景下,水电站建设运营环境更加复杂,对管理工作
开展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在分析水电站运行管理工作重要性基础上,分析新时期水电站运行管理中的问
题,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改善对策,以此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水电站运行管理水平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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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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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environment is more complex and put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work.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in the new perio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hydro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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