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利闸门工程中的机电设备维修保养
道尔吉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开都-孔雀河管理处库塔干渠管理站
DOI:10.12238/hwr.v6i1.4189
[摘 要]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的繁荣发展,水利工程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水利闸门工程中的机电
设备对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机电设备的维修保养,及时解决机电设备运行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从而延长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为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打下基础,并促进我国水利工程的
可持续发展。本文就水利闸门工程中的机电设备维修保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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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undertakings in China,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and expanding.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gate
project has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ject.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timely solv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so as to prolong the service tim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lay a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projec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gat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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