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水电》!"#! 年度总目次

本刊特稿

抓机遇 谋发展 推动农村水电工作再上新台阶

胡四一 !"#

⋯⋯⋯⋯

⋯⋯⋯⋯⋯⋯⋯⋯⋯⋯⋯⋯⋯⋯⋯⋯⋯⋯

在 $%#$ 年全国农村水电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田中兴 !"&

⋯⋯⋯⋯

⋯⋯⋯⋯⋯⋯⋯⋯⋯⋯⋯⋯⋯⋯⋯⋯⋯⋯

总结经验 开拓创新 全力推进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

胡四一 ’"#

⋯

⋯⋯⋯⋯⋯⋯⋯⋯⋯⋯⋯⋯⋯⋯⋯⋯⋯⋯

国际交流

政策与监管：美国小水电开发管理⋯⋯⋯⋯⋯⋯⋯⋯⋯⋯

崔振华 #"#⋯⋯⋯⋯⋯⋯⋯⋯⋯⋯⋯⋯⋯⋯⋯⋯⋯

非洲小水电的发展机遇⋯⋯⋯⋯⋯⋯⋯⋯⋯⋯⋯⋯⋯⋯⋯

康 鹏 吴 昊 赵建达 #"(⋯⋯⋯⋯⋯⋯⋯⋯⋯

赞比亚小水电的开发 吴鲜红 董国锋 #"’⋯⋯⋯⋯⋯⋯

加拿大新兴水电技术的研究发展策略（之一）

赵建达 康 鹏 吴 昊 $"#

⋯⋯⋯⋯⋯

⋯⋯⋯⋯⋯⋯⋯⋯⋯⋯

加拿大新兴水电技术的研究发展策略（之二）

吴 昊 康 鹏 赵建达 ("#

⋯⋯⋯⋯⋯

⋯⋯⋯⋯⋯⋯⋯⋯⋯⋯

水电站建设融资新模式⋯⋯⋯⋯⋯⋯⋯⋯⋯⋯⋯⋯⋯⋯⋯

王万英 林 凝 (")⋯⋯⋯⋯⋯⋯⋯⋯⋯⋯⋯⋯⋯

加拿大新兴水电技术的研究发展策略（之三）

康 鹏 吴 昊 赵建达 !"##

⋯⋯⋯⋯⋯

⋯⋯⋯⋯⋯⋯⋯⋯⋯

加拿大新兴水电技术的研究发展策略（之四）

赵建达 康 鹏 吴 昊 ’"!

⋯⋯⋯⋯⋯

⋯⋯⋯⋯⋯⋯⋯⋯⋯⋯

农村水电及电气化

丰宁县小水电技术改造项目现状调查

田至喜 刘亚斌 $"!

⋯⋯⋯⋯⋯⋯⋯⋯⋯

⋯⋯⋯⋯⋯⋯⋯⋯⋯⋯⋯⋯⋯⋯

金华市婺城区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及管理

罗 霞 程玉婷 $"’

⋯⋯⋯⋯⋯⋯⋯

⋯⋯⋯⋯⋯⋯⋯⋯⋯⋯⋯⋯⋯⋯

新时期河流水能资源开发条件的探讨

吴 萌 张大顺 !"#’

⋯⋯⋯⋯⋯⋯⋯⋯⋯

⋯⋯⋯⋯⋯⋯⋯⋯⋯⋯⋯⋯⋯

小水电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

程夏蕾 朱效章 )"#

⋯⋯⋯⋯⋯⋯⋯⋯

⋯⋯⋯⋯⋯⋯⋯⋯⋯⋯⋯⋯⋯⋯

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关键技术问题的探讨

穆建军 )"’

⋯⋯⋯⋯⋯

⋯⋯⋯⋯⋯⋯⋯⋯⋯⋯⋯⋯⋯⋯⋯⋯⋯⋯

苍南县水土保持工作问题和对策 陈文超 )"*⋯⋯⋯⋯⋯

农村水电站改造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周丽娜 杨 佳 唐燕秋 ’"#%

⋯⋯⋯⋯⋯⋯⋯⋯

⋯⋯⋯⋯⋯⋯⋯⋯⋯

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的水资源综合评价

张 瑜 冯迪江 ’"#’

⋯⋯⋯⋯⋯⋯⋯⋯

⋯⋯⋯⋯⋯⋯⋯⋯⋯⋯⋯⋯⋯

加强水电开发利用 努力推进节能减排

李 超 李则灵 胡 南 ’"#*

⋯⋯⋯⋯⋯⋯⋯⋯

⋯⋯⋯⋯⋯⋯⋯⋯⋯

用生态经济原则指导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黄 平 ’"$$⋯⋯⋯⋯⋯⋯⋯⋯⋯⋯⋯⋯⋯⋯⋯⋯⋯

技术交流

中小型水电站水文及动能设计对发电量的影响分析

黄新华 #"*

⋯⋯⋯

⋯⋯⋯⋯⋯⋯⋯⋯⋯⋯⋯⋯⋯⋯⋯⋯⋯⋯

浅析小水电开发与应对气候变化⋯⋯⋯⋯⋯⋯⋯⋯⋯⋯⋯

姚 丹 #"#$⋯⋯⋯⋯⋯⋯⋯⋯⋯⋯⋯⋯⋯⋯⋯⋯⋯

病险小水电水工建筑物除险加固排序方法研究

江 超 盛金保 张国栋 黄 宇 #"#!

⋯⋯⋯⋯⋯

⋯⋯⋯⋯⋯

格里桥电站大波动过渡过程分析计算

唐 蕾 赵林明 #"#&

⋯⋯⋯⋯⋯⋯⋯⋯⋯

⋯⋯⋯⋯⋯⋯⋯⋯⋯⋯⋯⋯⋯

升卧式闸门在水库加坝扩建工程中的应用

李文钦 #"$%

⋯⋯⋯⋯⋯⋯⋯

⋯⋯⋯⋯⋯⋯⋯⋯⋯⋯⋯⋯⋯⋯⋯⋯⋯

机组出力不足的简单试验判定方法⋯⋯⋯⋯⋯⋯⋯⋯⋯⋯

沈源国 #"$(⋯⋯⋯⋯⋯⋯⋯⋯⋯⋯⋯⋯⋯⋯⋯⋯⋯

沙沱水电站压力钢管蜗壳合拢缝拘束应力监测

胡康军 李伟伟 林光辉 #"$)

⋯⋯⋯⋯⋯

⋯⋯⋯⋯⋯⋯⋯⋯⋯

东方红水库渗流实例分析 童育丽 #"$*⋯⋯⋯⋯⋯⋯⋯⋯

某抽水蓄能电站大型引水压力钢管纵环缝的射线检测

王正山 方家祥 #"($

⋯⋯

⋯⋯⋯⋯⋯⋯⋯⋯⋯⋯⋯⋯⋯

厂用电可靠性降低的分析及预防⋯⋯⋯⋯⋯⋯⋯⋯⋯⋯⋯

龚在礼 #"(!⋯⋯⋯⋯⋯⋯⋯⋯⋯⋯⋯⋯⋯⋯⋯⋯⋯

堤防除险加固工程地质勘察若干问题的认识

沈德生 $"*

⋯⋯⋯⋯⋯⋯

⋯⋯⋯⋯⋯⋯⋯⋯⋯⋯⋯⋯⋯⋯⋯⋯⋯⋯

努尔加水库台阶式溢洪道水力特性的研究

孔晓阳 崔 忠 $"#$

⋯⋯⋯⋯⋯⋯⋯

⋯⋯⋯⋯⋯⋯⋯⋯⋯⋯⋯⋯⋯

软弱夹层相关问题探讨

张 松 朱红雷 何建设 $"#’

⋯⋯⋯⋯⋯⋯⋯⋯⋯⋯⋯⋯⋯⋯⋯

⋯⋯⋯⋯⋯⋯⋯⋯⋯

热泵技术在北方小水电站中的应用⋯⋯⋯⋯⋯⋯⋯⋯⋯⋯

魏起波 $"#*⋯⋯⋯⋯⋯⋯⋯⋯⋯⋯⋯⋯⋯⋯⋯⋯⋯

活塞式输送泵在内湾工程淤泥开挖中的应用

马 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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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翻板门在綦江流域水能开发中的应用

李文钦 !"#$

⋯⋯⋯⋯⋯⋯⋯

⋯⋯⋯⋯⋯⋯⋯⋯⋯⋯⋯⋯⋯⋯⋯⋯⋯

%&’() 潮汐电站大型奥氏体不锈钢结构件加工工艺

任志华 宋 磊 !"#*

⋯⋯

⋯⋯⋯⋯⋯⋯⋯⋯⋯⋯⋯⋯⋯

水轮发电机转子与磁轭热套过盈有限元分析

陈亚月 张 浩 !"#+

⋯⋯⋯⋯⋯⋯

⋯⋯⋯⋯⋯⋯⋯⋯⋯⋯⋯⋯⋯

地方小电源并网给电力系统带来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江 涛 许春华 周文彬 !"#,

⋯⋯⋯

⋯⋯⋯⋯⋯⋯⋯⋯⋯

老木孔水电站机组及下游河道的水力过渡过程计算

吴维金 朱亚军 -"#,

⋯⋯⋯

⋯⋯⋯⋯⋯⋯⋯⋯⋯⋯⋯⋯⋯

单电源 !，"## 组别变压器差动保护整定计算分析

朱文强 许建安 -"*!

⋯⋯⋯

⋯⋯⋯⋯⋯⋯⋯⋯⋯⋯⋯⋯⋯

冲乎尔水电站泄洪建筑物的试验研究

邓理想 周清丽 -"*.

⋯⋯⋯⋯⋯⋯⋯⋯⋯

⋯⋯⋯⋯⋯⋯⋯⋯⋯⋯⋯⋯⋯

莘畈水库水雨情和工情观测成果分析

刘海峰 刘建波 童雄俊 -"!$

⋯⋯⋯⋯⋯⋯⋯⋯⋯

⋯⋯⋯⋯⋯⋯⋯⋯⋯

赋石灌区信息化监控系统雷害防护

朱永明 马金华 陈文渊 -"!-

⋯⋯⋯⋯⋯⋯⋯⋯⋯⋯

⋯⋯⋯⋯⋯⋯⋯⋯⋯

新型双击式水轮机在东风电站的应用

邢君钢 斯震波 王 平 -"!/

⋯⋯⋯⋯⋯⋯⋯⋯⋯

⋯⋯⋯⋯⋯⋯⋯⋯⋯

012(3—!+$$ 微机调速器的研究及应用 ⋯⋯⋯⋯⋯⋯⋯

陈为鹤 -"!4⋯⋯⋯⋯⋯⋯⋯⋯⋯⋯⋯⋯⋯⋯⋯⋯⋯

小电阻测量的接线方式与误差分析⋯⋯⋯⋯⋯⋯⋯⋯⋯⋯

金宜贵 -"-$⋯⋯⋯⋯⋯⋯⋯⋯⋯⋯⋯⋯⋯⋯⋯⋯⋯

浅淡生态环境用水量对坝后式水电站发电的影响

王 霞 郑雄伟 陈志刚 +"##

⋯⋯⋯⋯

⋯⋯⋯⋯⋯⋯⋯⋯⋯

基于 5678 的水电站虚拟供气系统设计与实现

刘建国 马秋爽 +"#-

⋯⋯⋯⋯⋯

⋯⋯⋯⋯⋯⋯⋯⋯⋯⋯⋯⋯⋯

滑动轴承油膜 9:0 特性分析

时新鹏 刘敏龙 孙伟平 黄 清 文 虎 +"#/

⋯⋯⋯⋯⋯⋯⋯⋯⋯⋯⋯⋯

⋯

电源电站永久设备的性能实现⋯⋯⋯⋯⋯⋯⋯⋯⋯⋯⋯⋯

张五泉 赵 伟 +"*#⋯⋯⋯⋯⋯⋯⋯⋯⋯⋯⋯⋯⋯

高水头电站压力钢管检测保护系统的配置及原理

皇甫能达 +"*+

⋯⋯⋯⋯

⋯⋯⋯⋯⋯⋯⋯⋯⋯⋯⋯⋯⋯⋯⋯⋯

水电站边坡坍塌堆积体边坡稳定与变形分析

霍家平 傅中志 刘若星 ."*+

⋯⋯⋯⋯⋯⋯

⋯⋯⋯⋯⋯⋯⋯⋯⋯

金湖泵站高支模脚手架搭设与安全复核

孔祥闻 王卫兵 徐光华 ."!$

⋯⋯⋯⋯⋯⋯⋯⋯

⋯⋯⋯⋯⋯⋯⋯⋯⋯

谐波励磁发电机并网运行探讨 吴相直 ."!-⋯⋯⋯⋯⋯⋯

富含小水电的山区配电网电压调控策略研究

陈小明 黄春艳 黄 慧 李 劲 ."!+

⋯⋯⋯⋯⋯⋯

⋯⋯⋯⋯⋯

卧式水轮发电机通风系统研究

时新鹏 孙伟平 王 伟 肖劲飞 ."!4

⋯⋯⋯⋯⋯⋯⋯⋯⋯⋯⋯⋯

⋯⋯⋯⋯⋯

带副绕组低压发电机出线端头标注的判断方法⋯⋯⋯⋯⋯

周灵桂 ."-#⋯⋯⋯⋯⋯⋯⋯⋯⋯⋯⋯⋯⋯⋯⋯⋯⋯

非线性微机励磁系统特性比较分析 郑利霞 ."--⋯⋯⋯⋯

规划设计

小型孤网水电站设计中的特殊问题⋯⋯⋯⋯⋯⋯⋯⋯⋯⋯

郭建业 #"!4⋯⋯⋯⋯⋯⋯⋯⋯⋯⋯⋯⋯⋯⋯⋯⋯⋯

肯斯瓦特水电站机型选择

吴贤钟 邱新元 王 锋 #"-#

⋯⋯⋯⋯⋯⋯⋯⋯⋯⋯⋯⋯⋯⋯

⋯⋯⋯⋯⋯⋯⋯⋯⋯

古尔图河四级水电站压力前池设计⋯⋯⋯⋯⋯⋯⋯⋯⋯⋯

王周奇 #"-!⋯⋯⋯⋯⋯⋯⋯⋯⋯⋯⋯⋯⋯⋯⋯⋯⋯

三溪口水电站钢栈桥设计与施工⋯⋯⋯⋯⋯⋯⋯⋯⋯⋯⋯

王进波 #"-+⋯⋯⋯⋯⋯⋯⋯⋯⋯⋯⋯⋯⋯⋯⋯⋯⋯

安城水电站利用节制闸进行引水渠调蓄运行的可行性分析

朱永明 马金华 *"*!⋯⋯⋯⋯⋯⋯⋯⋯⋯⋯⋯⋯⋯

浅析高水头径流引水式电站布置⋯⋯⋯⋯⋯⋯⋯⋯⋯⋯⋯

金 诚 *"*+⋯⋯⋯⋯⋯⋯⋯⋯⋯⋯⋯⋯⋯⋯⋯⋯⋯

碑沱水电站循环冷却水系统设计

潘忠荣 杨逢春 *"*,

⋯⋯⋯⋯⋯⋯⋯⋯⋯⋯⋯

⋯⋯⋯⋯⋯⋯⋯⋯⋯⋯⋯⋯⋯

水电站并网运行方式与水力干扰研究

杨 飞 李高会 吕 慷 !"*!

⋯⋯⋯⋯⋯⋯⋯⋯⋯

⋯⋯⋯⋯⋯⋯⋯⋯⋯

冲乎尔水电站厂房设计 王瑞华 !"*.⋯⋯⋯⋯⋯⋯⋯⋯⋯

软基上镇、支墩稳定和基础处理方法探讨

金 诚 !"*4

⋯⋯⋯⋯⋯⋯⋯

⋯⋯⋯⋯⋯⋯⋯⋯⋯⋯⋯⋯⋯⋯⋯⋯⋯

全油压控制水轮机调压阀的快速设计方法

谢亚琴 -"-*

⋯⋯⋯⋯⋯⋯⋯

⋯⋯⋯⋯⋯⋯⋯⋯⋯⋯⋯⋯⋯⋯⋯⋯⋯

东川水电站水轮机主要参数的选择⋯⋯⋯⋯⋯⋯⋯⋯⋯⋯

蔡永芳 -"-+⋯⋯⋯⋯⋯⋯⋯⋯⋯⋯⋯⋯⋯⋯⋯⋯⋯

浅谈渡槽补强加固中增设支座方案的设计

韩 峰 沈贵华 黄荣卫 吕联亚 -"-4

⋯⋯⋯⋯⋯⋯⋯

⋯⋯⋯⋯⋯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设计易发问题分析处理

潘海军 -"+*

⋯⋯⋯⋯⋯⋯⋯

⋯⋯⋯⋯⋯⋯⋯⋯⋯⋯⋯⋯⋯⋯⋯⋯⋯

:9 水库东副坝坝基防渗处理设计 ⋯⋯⋯⋯⋯⋯⋯⋯⋯⋯

潘旭东 -"++⋯⋯⋯⋯⋯⋯⋯⋯⋯⋯⋯⋯⋯⋯⋯⋯⋯

吉布洛水电站枢纽总体布置

史海英 段世超 刘 军 柴志阳 +"*4

⋯⋯⋯⋯⋯⋯⋯⋯⋯⋯⋯⋯⋯

⋯⋯⋯⋯⋯

吉布洛水电站机组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

张 丹 康聪芳 邢 磊 +"!*

⋯⋯⋯⋯⋯⋯⋯⋯

⋯⋯⋯⋯⋯⋯⋯⋯⋯

白沙溪橡胶坝的设计与应用

刘海峰 刘建波 高 飞 +"!+

⋯⋯⋯⋯⋯⋯⋯⋯⋯⋯⋯⋯⋯

⋯⋯⋯⋯⋯⋯⋯⋯⋯

山口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设计⋯⋯⋯⋯⋯⋯⋯⋯⋯⋯⋯⋯

邓理想 周清丽 +"!/⋯⋯⋯⋯⋯⋯⋯⋯⋯⋯⋯⋯⋯

泰希尔水电站进水闸门融冰加热器设计⋯⋯⋯⋯⋯⋯⋯⋯

吴卫国 ."-4⋯⋯⋯⋯⋯⋯⋯⋯⋯⋯⋯⋯⋯⋯⋯⋯⋯

车滩水电站增效扩容水轮机转轮选择⋯⋯⋯⋯⋯⋯⋯⋯⋯

蒋新春 ."+$⋯⋯⋯⋯⋯⋯⋯⋯⋯⋯⋯⋯⋯⋯⋯⋯⋯

卡马亚水电站厂房布置优化设计 谭长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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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

云南水电投资风险分析 王保元 !"#$⋯⋯⋯⋯⋯⋯⋯⋯⋯

碗窑水库维修养护工程施工质量评定的探索与应用

毛山海 姜一君 徐小青 !"%&

⋯⋯⋯

⋯⋯⋯⋯⋯⋯⋯⋯⋯

小水电站安全生产单元网格化管理浅析

徐方有 黄 敏 #"!’

⋯⋯⋯⋯⋯⋯⋯⋯

⋯⋯⋯⋯⋯⋯⋯⋯⋯⋯⋯⋯⋯

里石门水电站的标准化管理 徐敬松 #"!(⋯⋯⋯⋯⋯⋯⋯

浅谈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严伟松 方益飞 #"!#

⋯⋯⋯⋯⋯

⋯⋯⋯⋯⋯⋯⋯⋯⋯⋯⋯⋯⋯

技术改造

宣平溪二级水电站技术改造实践与体会⋯⋯⋯⋯⋯⋯⋯⋯

章旭伟 &"!$⋯⋯⋯⋯⋯⋯⋯⋯⋯⋯⋯⋯⋯⋯⋯⋯⋯

浅谈敦化市小水电的现代化改造⋯⋯⋯⋯⋯⋯⋯⋯⋯⋯⋯

孙智海 &"#&⋯⋯⋯⋯⋯⋯⋯⋯⋯⋯⋯⋯⋯⋯⋯⋯⋯

盖石洞电站增效扩容方案 李文钦 )"(&⋯⋯⋯⋯⋯⋯⋯⋯

凤凰水电厂坝后机组转速监控装置的技术改造

文伟才 )"(!

⋯⋯⋯⋯⋯

⋯⋯⋯⋯⋯⋯⋯⋯⋯⋯⋯⋯⋯⋯⋯⋯⋯

山口水库泄水建筑物下游消能防冲研究

郭 宇 潘旭东 ("(&

⋯⋯⋯⋯⋯⋯⋯⋯

⋯⋯⋯⋯⋯⋯⋯⋯⋯⋯⋯⋯⋯

检修闸门通气孔的维修改造 郑云洪 ("(!⋯⋯⋯⋯⋯⋯⋯

凤凰水电站主轴密封漏水故障分析及技术改造

顾旭良 徐泽强 !"%(

⋯⋯⋯⋯⋯

⋯⋯⋯⋯⋯⋯⋯⋯⋯⋯⋯⋯⋯

珊溪水力发电厂机组保护改造⋯⋯⋯⋯⋯⋯⋯⋯⋯⋯⋯⋯

陈晓蕾 董合慧 !"%#⋯⋯⋯⋯⋯⋯⋯⋯⋯⋯⋯⋯⋯

文溪水库二级电站机组保护探讨⋯⋯⋯⋯⋯⋯⋯⋯⋯⋯⋯

陈龙福 !"%*⋯⋯⋯⋯⋯⋯⋯⋯⋯⋯⋯⋯⋯⋯⋯⋯⋯

农村水电站励磁系统的改造⋯⋯⋯⋯⋯⋯⋯⋯⋯⋯⋯⋯⋯

刘庆新 卢任文 #"!*⋯⋯⋯⋯⋯⋯⋯⋯⋯⋯⋯⋯⋯

歌山二级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水轮机转轮选型分析

王学锋 杨剑锋 吴 韬 #"#)

⋯⋯⋯

⋯⋯⋯⋯⋯⋯⋯⋯⋯

城头水库电站增效扩容探讨⋯⋯⋯⋯⋯⋯⋯⋯⋯⋯⋯⋯⋯

张文斌 陈 鲁 #"#!⋯⋯⋯⋯⋯⋯⋯⋯⋯⋯⋯⋯⋯

对河口水库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励磁系统的技术改造

徐洪亮 吴学坤 #"#*

⋯⋯⋯

⋯⋯⋯⋯⋯⋯⋯⋯⋯⋯⋯⋯⋯

界牌水电厂水轮机导叶套筒改造⋯⋯⋯⋯⋯⋯⋯⋯⋯⋯⋯

艾志华 #"#+⋯⋯⋯⋯⋯⋯⋯⋯⋯⋯⋯⋯⋯⋯⋯⋯⋯

长潭水库水电厂厂外小水电机组无人值班改造

章荣质 吴卫国 %"#!

⋯⋯⋯⋯⋯

⋯⋯⋯⋯⋯⋯⋯⋯⋯⋯⋯⋯⋯

须江电站虹吸式进水口系统缺陷分析及技术改造

徐方有 周玉玲 郑小琴 %"#%

⋯⋯⋯⋯

⋯⋯⋯⋯⋯⋯⋯⋯⋯

计算机应用

基于电机综合管理器的新型闸门控制系统

陈兵阳 徐顺放 金贵艳 )"(%

⋯⋯⋯⋯⋯⋯⋯

⋯⋯⋯⋯⋯⋯⋯⋯⋯

水电厂闸门现地控制单元防雷设计⋯⋯⋯⋯⋯⋯⋯⋯⋯⋯

陆宋杰 )"($⋯⋯⋯⋯⋯⋯⋯⋯⋯⋯⋯⋯⋯⋯⋯⋯⋯

面向小水电的模块化微机励磁调节器

杨树涛 相海明 徐方明 ("(*

⋯⋯⋯⋯⋯⋯⋯⋯⋯

⋯⋯⋯⋯⋯⋯⋯⋯⋯

浅析赵山渡引水工程供水调度 陈兵阳 ("!&⋯⋯⋯⋯⋯⋯

新型微机自动化设备在水电站技术改造中的应用

吴飞宏 ("!#

⋯⋯⋯⋯

⋯⋯⋯⋯⋯⋯⋯⋯⋯⋯⋯⋯⋯⋯⋯⋯⋯

几种小水电综自网络系统的架构和分析

谢传萍 徐 进 #"%&

⋯⋯⋯⋯⋯⋯⋯⋯

⋯⋯⋯⋯⋯⋯⋯⋯⋯⋯⋯⋯⋯

阿萨汉水电站自动控制系统的完善⋯⋯⋯⋯⋯⋯⋯⋯⋯⋯

陈豪杰 #"%!⋯⋯⋯⋯⋯⋯⋯⋯⋯⋯⋯⋯⋯⋯⋯⋯⋯

沙畈一级电站自动化监控系统的网络架构

张利明 徐竞 王淑芳 姜梅鲜 %"#$

⋯⋯⋯⋯⋯⋯⋯

⋯⋯⋯⋯⋯

长潭水库水电厂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吴卫国 章荣质 %"%&⋯⋯⋯⋯⋯⋯⋯⋯⋯⋯⋯⋯⋯

运行与维护

一起 &&’ ,- 变压器“轻瓦斯”频繁报警的故障处理

张海云 &"#(

⋯⋯

⋯⋯⋯⋯⋯⋯⋯⋯⋯⋯⋯⋯⋯⋯⋯⋯⋯

)#./ 水轮发电机组转子动平衡处理

陈红平 姜宇峰 黄建平 &"#%

⋯⋯⋯⋯⋯⋯⋯⋯⋯

⋯⋯⋯⋯⋯⋯⋯⋯⋯

某发电机定子铁芯拉紧螺杆应力检测研究

黄全福 方家祥 翁国平 &"#+

⋯⋯⋯⋯⋯⋯⋯

⋯⋯⋯⋯⋯⋯⋯⋯⋯

杨家坝水电站机组振动原因及处理⋯⋯⋯⋯⋯⋯⋯⋯⋯⋯

汤永明 )"!)⋯⋯⋯⋯⋯⋯⋯⋯⋯⋯⋯⋯⋯⋯⋯⋯⋯

正确处理水电站机组试运中出现的问题

常菊萍 董顺荣 董顺虎 )"!#

⋯⋯⋯⋯⋯⋯⋯⋯

⋯⋯⋯⋯⋯⋯⋯⋯⋯

界牌航电枢纽船闸停航封闭检修情况分析

程 强 徐卫君 )"!$

⋯⋯⋯⋯⋯⋯⋯

⋯⋯⋯⋯⋯⋯⋯⋯⋯⋯⋯⋯⋯

0/1&&&—&& 型转子接地保护装置误动原理分析

梁 彦 蒙碧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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