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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中闸门启闭机的运行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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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闸门通常情况下是应用于拦截水流、控制水流以及调节流量等,以此来保障水利工程
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整个水利工程中,闸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并对整个水利工程的应
用效果、完成质量等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为提高闸门启闭机的运行质量和水利工程的整体建设速度,
在确定闸门启闭机的具体分类及运行工作原理基础上,从水利工程闸门运行启闭机中零部件养护与维
护管理等方面提出一种全新的运行管理思路,以期为促进闸门启闭机现代化和高效化管理提供创新思
路,并进一步提升水利工程整体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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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gates are usually used to intercept water flow, control water flow and
regulate flow, etc.,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of residents arou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who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 gat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ivot role,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completion quality of the entir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quality of the gate hoist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speed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the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 of the gate hoist, a new
operation management idea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parts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gate hois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provide innovative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gate hoist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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