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水电》!"#$ 年度总目次

北方 !"省（市、区）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第 #$ 次联系网工作会专题讲座

我国水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郑合顺 !"!⋯⋯⋯⋯⋯⋯⋯

新型耐磨陶瓷技术在水轮机上的应用

曹庆皎 赵林明 杨树强 !"#

⋯⋯⋯⋯⋯⋯⋯⋯⋯

⋯⋯⋯⋯⋯⋯⋯⋯⋯⋯

邯郸院国内外水电项目业务发展回顾与展望

张永新 !"$

⋯⋯⋯⋯⋯⋯

⋯⋯⋯⋯⋯⋯⋯⋯⋯⋯⋯⋯⋯⋯⋯⋯⋯⋯

河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学术交流会

交流论文

小水电建设与发展

综合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使用相关政策探讨

李树槐 !"%

⋯⋯⋯⋯⋯⋯

⋯⋯⋯⋯⋯⋯⋯⋯⋯⋯⋯⋯⋯⋯⋯⋯⋯⋯

河北省农村水电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回士光 !"!&

⋯

⋯⋯⋯⋯⋯⋯⋯⋯⋯⋯⋯⋯⋯⋯⋯⋯⋯

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的提高

安卫东 高章杰 !"!’

⋯⋯⋯⋯⋯⋯⋯⋯

⋯⋯⋯⋯⋯⋯⋯⋯⋯⋯⋯⋯⋯

石家庄市农村水电现状及发展对策

张栋 李广晶 !"!(

⋯⋯⋯⋯⋯⋯⋯⋯⋯⋯

⋯⋯⋯⋯⋯⋯⋯⋯⋯⋯⋯⋯⋯⋯

邯郸市生态水网工程与小水电和谐发展

王玉平 李 明 范晓秋 等 !"!%

⋯⋯⋯⋯⋯⋯⋯⋯

⋯⋯⋯⋯⋯⋯⋯

加强安全监管 促进农村水电健康发展 王晓艳 !")!⋯⋯

浅谈农村水电统计工作 高素娟 高章杰 !")&⋯⋯⋯⋯⋯

工程建设

加强建设管理 扎实推进小水电代燃料项目建设

徐学章 !")#

⋯⋯⋯⋯

⋯⋯⋯⋯⋯⋯⋯⋯⋯⋯⋯⋯⋯⋯⋯⋯⋯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小水电项目的建设经验和成效

王 鹏 高章杰 高素娟 !")$⋯⋯⋯⋯⋯⋯⋯⋯⋯

邢台县增效扩容水电站试运行及建议 郝金贵 !"&*⋯⋯⋯

南观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建设管理实践 吴凤友 !"&&⋯⋯

田庄水电站增效扩容项目工程实施

张善斌 左燕霞 !"&#

⋯⋯⋯⋯⋯⋯⋯⋯⋯⋯

⋯⋯⋯⋯⋯⋯⋯⋯⋯⋯⋯⋯⋯

涉县小水电代燃料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王玉平 李 明 范晓秋 等 !"&$

⋯⋯⋯⋯⋯⋯⋯⋯⋯

⋯⋯⋯⋯⋯⋯⋯

石家庄市农村水电站项目建设的成效与做法

赵 娜 !"&%

⋯⋯⋯⋯⋯⋯

⋯⋯⋯⋯⋯⋯⋯⋯⋯⋯⋯⋯⋯⋯⋯⋯⋯

农村水电工程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 华 !"+!

⋯⋯⋯⋯⋯⋯⋯

⋯⋯⋯⋯⋯⋯⋯⋯⋯⋯⋯⋯⋯⋯⋯⋯⋯

霍扎水电站 ,-. 断路器跳闸回路监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郜晓辉 !"+)

⋯

⋯⋯⋯⋯⋯⋯⋯⋯⋯⋯⋯⋯⋯⋯⋯⋯⋯

运行管理

河北省绿色小水电试点评价工作实践 李 娜 !"++⋯⋯⋯

东武仕水电站争创绿色小水电模式总结

李昶恒 李祥锋 !"+$

⋯⋯⋯⋯⋯⋯⋯⋯

⋯⋯⋯⋯⋯⋯⋯⋯⋯⋯⋯⋯⋯

加强设备升级改造 消除隐患提高效益

史 辉 高正廉 徐 霞 等 !"+%

⋯⋯⋯⋯⋯⋯⋯⋯

⋯⋯⋯⋯⋯⋯⋯

石家庄市小水电站现状与技术改造浅析 白红然 !"#!⋯⋯

朱庄水电站卧式小型水轮机组的检修 邢国霞 !"#&⋯⋯⋯

技术创新与研究

自动并网技术在石家庄农村水电站的应用与推广

冯力锋 靳志广 !"#+

⋯⋯⋯⋯

⋯⋯⋯⋯⋯⋯⋯⋯⋯⋯⋯⋯⋯

桃林口水电厂调速器改造及应用

李振国 史 辉 张晓华 !"#’

⋯⋯⋯⋯⋯⋯⋯⋯⋯⋯⋯

⋯⋯⋯⋯⋯⋯⋯⋯⋯

青兰渡槽大体积混凝土温控技术研究

王立新 霍 燚 !"#(

⋯⋯⋯⋯⋯⋯⋯⋯⋯

⋯⋯⋯⋯⋯⋯⋯⋯⋯⋯⋯⋯⋯

新产品

可控硅励磁装置残压起励研究与实现

董彩宏 葛艳蕊 管 恩 !"’+

⋯⋯⋯⋯⋯⋯⋯⋯⋯

⋯⋯⋯⋯⋯⋯⋯⋯⋯

/01—&**. 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小型低压机组上的应用

刘永猛 魏中晋 瞿继武 等 !"’’

⋯⋯

⋯⋯⋯⋯⋯⋯⋯

#"!% 年农村水电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农村水电“十三五”发展

“十三五”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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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陈晓健 !"#⋯⋯⋯⋯⋯⋯⋯⋯⋯⋯⋯⋯⋯⋯⋯⋯⋯⋯

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实践与建议

舒 静 金华频 董大富 等 !"!

⋯⋯⋯⋯⋯⋯

⋯⋯⋯⋯⋯⋯⋯⋯

基于生态足迹的农村引水式电站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王振华 李青云 黄 茁 等 !"$

⋯⋯⋯

⋯⋯⋯⋯⋯⋯⋯⋯

农村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研究探讨

李小强 刘建新 !"#%

⋯⋯⋯⋯⋯⋯⋯⋯⋯⋯

⋯⋯⋯⋯⋯⋯⋯⋯⋯⋯⋯⋯⋯

赣州市农村水电安全管理浅析 谢春景 !"#$⋯⋯⋯⋯⋯⋯

吉安市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作的几点认识

廖健萍 !"&#

⋯⋯⋯⋯⋯

⋯⋯⋯⋯⋯⋯⋯⋯⋯⋯⋯⋯⋯⋯⋯⋯⋯

螺滩水电管理局绿色小水电建设 刘美萍 !"&’⋯⋯⋯⋯⋯

广西小水电代燃料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涂 刚 杨 静 !"&!⋯⋯⋯⋯⋯⋯⋯⋯⋯⋯⋯⋯⋯

贵州省小水电代燃料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建议

石 叡 !"’(

⋯⋯⋯⋯⋯

⋯⋯⋯⋯⋯⋯⋯⋯⋯⋯⋯⋯⋯⋯⋯⋯⋯

红旗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 龙晓红 !"’’⋯⋯⋯⋯⋯⋯⋯⋯

’( 个注意事项规范农电改造工作 欧逸敏 !"’)⋯⋯⋯⋯⋯

科学规划农村水电 助推农村经济社会更快发展

洪耀勋 路 奔 韩宇舟 !"’$

⋯⋯⋯⋯

⋯⋯⋯⋯⋯⋯⋯⋯⋯

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建设初见成效———以盐井口水库电

站为例 潘 莉 !"%#⋯⋯⋯⋯⋯⋯⋯⋯⋯⋯⋯⋯⋯⋯⋯⋯

增效扩容改造对农村小水电的重要作用 李成光 !"%’⋯⋯

柴河电站 & 号机组增效改造方案及效果分析

艾 亮 傅守权 !"%)

⋯⋯⋯⋯⋯⋯

⋯⋯⋯⋯⋯⋯⋯⋯⋯⋯⋯⋯⋯

绿色水轮机及低水头水轮机的绿化技术 郑程遥 !"%$⋯⋯

双转轮水轮发电机组在水电站中的应用 陈少武 !"!’⋯⋯

混流式水轮机组技术改造前后性能分析

唐 健 赖喜德 !"!!

⋯⋯⋯⋯⋯⋯⋯⋯

⋯⋯⋯⋯⋯⋯⋯⋯⋯⋯⋯⋯⋯

小型水电站调速器技术改造选型 周铭高 !")(⋯⋯⋯⋯⋯

冬季枯水期吉林台梯级水电调度优化方式的探讨

李国庆 丘 刚 常喜强 等 !")&

⋯⋯⋯⋯

⋯⋯⋯⋯⋯⋯⋯

低压机组一体化控制屏在农村水电中的应用

聂旭旺 杨 沐 !")!

⋯⋯⋯⋯⋯⋯

⋯⋯⋯⋯⋯⋯⋯⋯⋯⋯⋯⋯⋯

“互联网 * ”的农村水电智慧管理方向探讨

张 巍 胡长硕 !")$

⋯⋯⋯⋯⋯⋯

⋯⋯⋯⋯⋯⋯⋯⋯⋯⋯⋯⋯⋯

小水电站手机短信远程监控系统

陈 艇 周雨风 !"+(

⋯⋯⋯⋯⋯⋯⋯⋯⋯⋯⋯

⋯⋯⋯⋯⋯⋯⋯⋯⋯⋯⋯⋯⋯

金山水电站闸门自动化监控系统改造实践

徐立尉 丁立大 徐竞 !"+’

⋯⋯⋯⋯⋯⋯⋯

⋯⋯⋯⋯⋯⋯⋯⋯⋯

古巴玛雅里水电站水轮机选型分析

吴 韬 王学锋 干 超 !"+$

⋯⋯⋯⋯⋯⋯⋯⋯⋯⋯

⋯⋯⋯⋯⋯⋯⋯⋯⋯

古巴玛雅里水电站右岸厂房电气一次设计

袁文娟 张献忠 !"$(

⋯⋯⋯⋯⋯⋯⋯

⋯⋯⋯⋯⋯⋯⋯⋯⋯⋯⋯⋯⋯

横锦电站 ’ 号机组中性点电流问题分析和处理

俞恩惠 孙见波 !"$’

⋯⋯⋯⋯⋯

⋯⋯⋯⋯⋯⋯⋯⋯⋯⋯⋯⋯⋯

物联网大趋势下的上位机生存之道

徐竞 张 巍 !"$!

⋯⋯⋯⋯⋯⋯⋯⋯⋯⋯

⋯⋯⋯⋯⋯⋯⋯⋯⋯⋯⋯⋯⋯

技术创新推动增效扩容改造技术进步 尹 刚 !"$+⋯⋯⋯

中小型微机高油压调速器的结构解析 尹 刚 !",(⋯⋯⋯

一控 - 型水轮机调节系统

吕在生 赵 红 张 强 等 !",!

⋯⋯⋯⋯⋯⋯⋯⋯⋯⋯⋯⋯⋯

⋯⋯⋯⋯⋯⋯⋯

多功能型水轮机控制装置

王华军 丁 伟 史 倩 等 !",,

⋯⋯⋯⋯⋯⋯⋯⋯⋯⋯⋯⋯⋯⋯

⋯⋯⋯⋯⋯⋯⋯

本刊特稿

抓机遇 谋发展 努力实现农村水电新跨越

周学文 %"#

⋯⋯⋯⋯⋯⋯

⋯⋯⋯⋯⋯⋯⋯⋯⋯⋯⋯⋯⋯⋯⋯⋯⋯⋯

在 &(#! 年全国农村水电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田中兴 %")

⋯⋯⋯⋯

⋯⋯⋯⋯⋯⋯⋯⋯⋯⋯⋯⋯⋯⋯⋯⋯⋯⋯

方针政策

贵州省水能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实施方案指导意见 )"#⋯

国际交流

新法案促进美国小水电新发展

赵建达 康 鹏 崔振华 等 ’"#

⋯⋯⋯⋯⋯⋯⋯⋯⋯⋯⋯⋯

⋯⋯⋯⋯⋯⋯⋯⋯

农村水电及电气化

浙江省农村水电安全监察工作的若干思考 马 瑞 &"#⋯

温瑞塘河水环境问题分析及其治理 周佩佩 &"’⋯⋯⋯⋯

农村水电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对策

徐冉云 ’"%

⋯⋯⋯⋯⋯⋯

⋯⋯⋯⋯⋯⋯⋯⋯⋯⋯⋯⋯⋯⋯⋯⋯⋯⋯

真抓实干标准化达标 创建省级“五型”水电站

王建华 张旭东 ’"$

⋯⋯⋯⋯

⋯⋯⋯⋯⋯⋯⋯⋯⋯⋯⋯⋯⋯⋯

对水电开发三大补偿机制的再认识 曹方淼 ’"#&⋯⋯⋯⋯

对五峰水电事业发展的思考 高声玉 ’"#%⋯⋯⋯⋯⋯⋯⋯

农村水电站经济运行不可忽视的四个环节

吴加尧 ’"#+

⋯⋯⋯⋯⋯⋯⋯

⋯⋯⋯⋯⋯⋯⋯⋯⋯⋯⋯⋯⋯⋯⋯⋯⋯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参与式建管模式的思考

阮匡旺 阮东升 %",

⋯⋯⋯⋯⋯⋯⋯

⋯⋯⋯⋯⋯⋯⋯⋯⋯⋯⋯⋯⋯⋯

贵州中小水电清洁发展机制（./0）开发分析

张 华 葛 曦 赵先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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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电力企业农村电网和小水电站改造效益浅析

龙晓红 !"#

⋯⋯⋯⋯

⋯⋯⋯⋯⋯⋯⋯⋯⋯⋯⋯⋯⋯⋯⋯⋯⋯⋯

技术交流

反井钻机在索普拉多拉水电站超深电缆竖井开挖中的应用

周 兴 $"%⋯⋯⋯⋯⋯⋯⋯⋯⋯⋯⋯⋯⋯⋯⋯⋯⋯⋯

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调度运行方式研究

马苏文 吴 萌 $"&

⋯⋯⋯⋯⋯⋯⋯

⋯⋯⋯⋯⋯⋯⋯⋯⋯⋯⋯⋯⋯⋯

电力系统稳定器在 ’()*+, 水电站的应用

曾毕鹏 熊 杰 周 成 等 $"-.

⋯⋯⋯⋯⋯⋯

⋯⋯⋯⋯⋯⋯⋯

常水头注水试验不同水头对渗透系数的影响

盛 林 $"-/

⋯⋯⋯⋯⋯⋯

⋯⋯⋯⋯⋯⋯⋯⋯⋯⋯⋯⋯⋯⋯⋯⋯⋯

某水库下游用小流量配合工程措施进行生态淹灌的思考

董 武 $"-#

⋯

⋯⋯⋯⋯⋯⋯⋯⋯⋯⋯⋯⋯⋯⋯⋯⋯⋯

横塘村水文站测流方案变更与成效分析 唐 昕 $"$.⋯⋯

长河坝水电站上游过水围堰堰面防护方式试验研究

林陶枫 杨 庆 戴光清 0"-1

⋯⋯⋯

⋯⋯⋯⋯⋯⋯⋯⋯⋯

碗窑水库大坝渗流分析 唐素娟 周剑雄 0"$0⋯⋯⋯⋯⋯

折线型面板坝坝轴线转折处面板连接方式研究

张 勇 0"$!

⋯⋯⋯⋯⋯

⋯⋯⋯⋯⋯⋯⋯⋯⋯⋯⋯⋯⋯⋯⋯⋯⋯

小水电站与水闸呈“一”字型布置时侧向稳定解决方法

吝江峰 乔 婷 徐 鹏 0"0.

⋯

⋯⋯⋯⋯⋯⋯⋯⋯⋯

温黄平原洪涝灾害成因及对策研究

张晨辰 苏孝敏 方 盛 0"00

⋯⋯⋯⋯⋯⋯⋯⋯⋯⋯

⋯⋯⋯⋯⋯⋯⋯⋯⋯

曹娥江大闸上游河段淤积对萧绍平原排涝的影响

邵伟龙 来移年 韩越峰 0"0!

⋯⋯⋯⋯

⋯⋯⋯⋯⋯⋯⋯⋯⋯

峡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期渗流观测资料分析

周剑雄 周苏波 0"0&

⋯⋯⋯⋯

⋯⋯⋯⋯⋯⋯⋯⋯⋯⋯⋯⋯⋯

沿海路段桥涵工程施工方案研究 吴伟民 0"/0⋯⋯⋯⋯⋯

钱塘江河口地区台灾情况和防御强台风现状分析

谢 慧 0"/!

⋯⋯⋯⋯

⋯⋯⋯⋯⋯⋯⋯⋯⋯⋯⋯⋯⋯⋯⋯⋯⋯

覆盖层上面板堆石坝的应力变形特性研究

刘若星 霍家平 傅中志 等 /"-$

⋯⋯⋯⋯⋯⋯⋯

⋯⋯⋯⋯⋯⋯⋯

分相绝缘铜管母线在中小型水轮发电机出线回路的应用

陈丹燕 王 勇 邹晓春 /"-!

⋯

⋯⋯⋯⋯⋯⋯⋯⋯⋯

基于 23456 族模型的泵站工程参数化建模初探

徐 鹏 吝江峰 左威龙 /"$-

⋯⋯⋯⋯⋯

⋯⋯⋯⋯⋯⋯⋯⋯⋯

某水利枢纽发电引水洞混凝土质量检测评价分析

董 武 /"$/

⋯⋯⋯⋯

⋯⋯⋯⋯⋯⋯⋯⋯⋯⋯⋯⋯⋯⋯⋯⋯⋯

水电站虚拟实践教学系统的开发

刘建国 王世超 赵林明 !"1

⋯⋯⋯⋯⋯⋯⋯⋯⋯⋯⋯

⋯⋯⋯⋯⋯⋯⋯⋯⋯⋯

高水头小水电站钢岔管三维有限元分析研究

严 俊 刘维东 乔海娟 等 !"-0

⋯⋯⋯⋯⋯⋯

⋯⋯⋯⋯⋯⋯⋯

自动电压控制系统在温州电网的应用

江 涌 施正钗 臧怡宁 !"-1

⋯⋯⋯⋯⋯⋯⋯⋯⋯

⋯⋯⋯⋯⋯⋯⋯⋯⋯

浅析翻板闸坝在小水电站的运用

樊 勇 李婷婷 !"$0

⋯⋯⋯⋯⋯⋯⋯⋯⋯⋯⋯

⋯⋯⋯⋯⋯⋯⋯⋯⋯⋯⋯⋯⋯

一种基于尾水流量实现水电站自动发电控制的方法

肖 永 武晋辉 文贤馗 等 !"$!

⋯⋯⋯

⋯⋯⋯⋯⋯⋯⋯

抽水蓄能电站的冲沟处理方案研究 陈 凌 !"$1⋯⋯⋯⋯

规划设计

高桥湾水电站厂房设计 娄黎丽 $"$/⋯⋯⋯⋯⋯⋯⋯⋯⋯

奎屯河十级水电站压力前池设计 何江涛 $"$!⋯⋯⋯⋯⋯

鸟儿巢水电站增容改造引区引水工程优化设计

彭国良 $"$1

⋯⋯⋯⋯⋯

⋯⋯⋯⋯⋯⋯⋯⋯⋯⋯⋯⋯⋯⋯⋯⋯⋯

刁口水库坝址及坝型比选 任衍红 $"0$⋯⋯⋯⋯⋯⋯⋯⋯

尧柳水库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 陈 龙 $"0/⋯⋯⋯⋯⋯

小型双调式轴伸贯流水轮机的开发

徐大荣 程少群 $"0&

⋯⋯⋯⋯⋯⋯⋯⋯⋯⋯

⋯⋯⋯⋯⋯⋯⋯⋯⋯⋯⋯⋯⋯

天台水文站的设计 王希梅 董显伦 0"/&⋯⋯⋯⋯⋯⋯⋯

夏洛特水电站电气一次设计 宋均琪 林 顺 0"%-⋯⋯⋯

观音桥水电站主要电气设备防震抗震设计

陈丹燕 王 勇 刘 涛 0"%0

⋯⋯⋯⋯⋯⋯⋯

⋯⋯⋯⋯⋯⋯⋯⋯⋯

小型水工隧洞设计中的几个工程地质问题

余国庆 卢增梅 0"%%

⋯⋯⋯⋯⋯⋯⋯

⋯⋯⋯⋯⋯⋯⋯⋯⋯⋯⋯⋯⋯

水利勘测设计合同风险分析 黄凤岗 0"%&⋯⋯⋯⋯⋯⋯⋯

高车水库混凝土砌石拱坝基础优化设计 熊育祥 /"$#⋯⋯

白庙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杜昌杰 /"$1

⋯⋯⋯⋯⋯⋯⋯

⋯⋯⋯⋯⋯⋯⋯⋯⋯⋯⋯⋯⋯⋯⋯⋯⋯

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林 威 !"00⋯⋯⋯⋯

越南如桂 $ 级水电站水力机械辅助系统设计及其环保排放

处理系统 陈家春 !"0%⋯⋯⋯⋯⋯⋯⋯⋯⋯⋯⋯⋯⋯⋯⋯

小漩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选型设计 许建文 !"01⋯⋯⋯⋯

嶂下水电站增效扩容项目电气设计 张春君 !"/%⋯⋯⋯⋯

引水式电站金属结构设计分析 杨 薇 !"/&⋯⋯⋯⋯⋯⋯

水电站大直径引水明钢管的设计研究

陈 凌 孟江波 !"%-

⋯⋯⋯⋯⋯⋯⋯⋯⋯

⋯⋯⋯⋯⋯⋯⋯⋯⋯⋯⋯⋯⋯

经营管理

芎岱楼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实践

刘少波 杨贝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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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电站固定资产节能降耗评估

宗万波 李 南 !"##

⋯⋯⋯⋯⋯⋯⋯⋯⋯⋯

⋯⋯⋯⋯⋯⋯⋯⋯⋯⋯⋯⋯⋯

技术改造

双溪水电站水轮机抗磨蚀改造 解再益 !"#$⋯⋯⋯⋯⋯⋯

明槽轴流机组的增效扩容 章嘉庆 张 庆 !"%&⋯⋯⋯⋯

湖南镇电站环形接力器的改造 詹小宝 !"%’⋯⋯⋯⋯⋯⋯

新村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增容改造

李超峰 李忠平 !"%$

⋯⋯⋯⋯⋯⋯⋯⋯⋯⋯⋯

⋯⋯⋯⋯⋯⋯⋯⋯⋯⋯⋯⋯⋯

博州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的问题和解决

高保玲 ’"(&

⋯⋯⋯⋯⋯⋯⋯

⋯⋯⋯⋯⋯⋯⋯⋯⋯⋯⋯⋯⋯⋯⋯⋯⋯

金兰水库一级电站增效技改可行性分析 周尚伟 ’"(#⋯⋯

关山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 韦光林 #"’!⋯⋯⋯⋯⋯⋯⋯⋯

浪坑口水库灌区节水改造 陈 星 郭松华 #"’#⋯⋯⋯⋯

技术创新是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的有效途径

高雪山 郑程遥 劳鹏飞 ("%(

⋯⋯⋯⋯⋯

⋯⋯⋯⋯⋯⋯⋯⋯⋯

皂河闸水电站增容技术改造及效益分析

韩宏举 韩业明 周业龙 ("%)

⋯⋯⋯⋯⋯⋯⋯⋯

⋯⋯⋯⋯⋯⋯⋯⋯⋯

棠垭变电站自动化改造方案 田 波 ("(’⋯⋯⋯⋯⋯⋯⋯

计算机应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模拟平台开发及应用

王 琦 !"%)

⋯⋯⋯⋯⋯⋯

⋯⋯⋯⋯⋯⋯⋯⋯⋯⋯⋯⋯⋯⋯⋯⋯⋯

高转速手电动调速微机控制的实现

林志焕 刘宝松 施明方 !"(!

⋯⋯⋯⋯⋯⋯⋯⋯⋯⋯

⋯⋯⋯⋯⋯⋯⋯⋯⋯

’% *+ 变电站无人值守自动化系统设计初探

尹琪彬 !"(%

⋯⋯⋯⋯⋯⋯

⋯⋯⋯⋯⋯⋯⋯⋯⋯⋯⋯⋯⋯⋯⋯⋯⋯

自动化系统在水闸工程应用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申 林 徐 丹 ’"((

⋯⋯⋯⋯

⋯⋯⋯⋯⋯⋯⋯⋯⋯⋯⋯⋯⋯

,-- 在阿鲁河电站励磁技术改造中的应用

刘宝松 林志焕 徐国隆 ’"(.

⋯⋯⋯⋯⋯⋯⋯

⋯⋯⋯⋯⋯⋯⋯⋯⋯

疏勒河干流灌区水资源监测和调度管理信息系统构架方案

张重花 #"’(⋯⋯⋯⋯⋯⋯⋯⋯⋯⋯⋯⋯⋯⋯⋯⋯⋯

乌溪江水力发电厂监控系统改造 沈旭东 #"#/⋯⋯⋯⋯⋯

运行与维护

水轮发电机轴承防甩油设计和措施

张丽萍 张立明 !"(.

⋯⋯⋯⋯⋯⋯⋯⋯⋯⋯

⋯⋯⋯⋯⋯⋯⋯⋯⋯⋯⋯⋯⋯

党上三级水电站机组顶盖振动分析 虢 强 !"$/⋯⋯⋯⋯

水轮发电机组推力轴承瓦支柱失效分析

邹南城 李胜鑫 沈满林 !"$!

⋯⋯⋯⋯⋯⋯⋯⋯

⋯⋯⋯⋯⋯⋯⋯⋯⋯

某水电站烧瓦事故分析与处理

贺丽红 许庆进 刘 强 ’"$&

⋯⋯⋯⋯⋯⋯⋯⋯⋯⋯⋯⋯

⋯⋯⋯⋯⋯⋯⋯⋯⋯

湖南镇电站新厂房渗漏排水泵故障分析 李 鑫 ’"$%⋯⋯

玄庙观电站机组推力瓦长期高温运行的解决

刘祥兵 张 亮 #"#’

⋯⋯⋯⋯⋯⋯

⋯⋯⋯⋯⋯⋯⋯⋯⋯⋯⋯⋯⋯

九甸峡水电站发电机定子绕组泄漏电流不平衡故障查找及

处理 张 军 #"#(⋯⋯⋯⋯⋯⋯⋯⋯⋯⋯⋯⋯⋯⋯⋯⋯⋯

某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励磁系统故障的分析及处理

黄宜勤 #"#.

⋯⋯⋯⋯

⋯⋯⋯⋯⋯⋯⋯⋯⋯⋯⋯⋯⋯⋯⋯⋯⋯

党河上游水电站引水渠道质量缺陷及处理

吴建良 #"%/

⋯⋯⋯⋯⋯⋯⋯

⋯⋯⋯⋯⋯⋯⋯⋯⋯⋯⋯⋯⋯⋯⋯⋯⋯

动力刮瓦器在水轮机轴承维修中的应用

奚旭东 张振强 #"%’

⋯⋯⋯⋯⋯⋯⋯⋯

⋯⋯⋯⋯⋯⋯⋯⋯⋯⋯⋯⋯⋯

土耳其甘然水电站一次调频试验问题分析与改进

胡长硕 徐竞 姚国华 ("(%

⋯⋯⋯⋯

⋯⋯⋯⋯⋯⋯⋯⋯

巴基斯坦萨特帕诺水电项目的黑启动方案

曹文杰 刘晓鹰 程广蕾 ("()

⋯⋯⋯⋯⋯⋯⋯

⋯⋯⋯⋯⋯⋯⋯⋯

巴基斯坦萨特帕诺水电站现场问题及处理

曹文杰 陈 艳 史晓刚 ("$’

⋯⋯⋯⋯⋯⋯⋯

⋯⋯⋯⋯⋯⋯⋯⋯⋯

水轮机转轮采用振动时效消除焊接残余应力的效果研究

邹南城 李胜鑫 管涛涛 ("$(

⋯

⋯⋯⋯⋯⋯⋯⋯⋯⋯

工程施工

娘拥水电站引水隧洞塌方处理 罗 欢 !"$%⋯⋯⋯⋯⋯⋯

大沙坝水库工程不良地质条件大断面导流洞开挖支护施工

陈 肃 !"$$⋯⋯⋯⋯⋯⋯⋯⋯⋯⋯⋯⋯⋯⋯⋯⋯⋯

浅谈水利工程旋挖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 杨金红 !"./⋯⋯

水电站土坝输水涵洞（管）病险原因分析及加固

林益龙 #"%%

⋯⋯⋯⋯

⋯⋯⋯⋯⋯⋯⋯⋯⋯⋯⋯⋯⋯⋯⋯⋯⋯

钢板桩围堰在保丰 闸站工程中的应用

徐 浩 史荣庆 #"%)

⋯⋯⋯⋯⋯⋯⋯⋯

⋯⋯⋯⋯⋯⋯⋯⋯⋯⋯⋯⋯⋯

小断面长隧洞通风措施 何建春 #"(&⋯⋯⋯⋯⋯⋯⋯⋯⋯

太相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方案浅析

王 磊 刘 涛 #"(’

⋯⋯⋯⋯⋯⋯⋯⋯⋯⋯

⋯⋯⋯⋯⋯⋯⋯⋯⋯⋯⋯⋯⋯

河道清淤工程中的建筑物安全控制

陈小平 王 攀 ("$.

⋯⋯⋯⋯⋯⋯⋯⋯⋯⋯

⋯⋯⋯⋯⋯⋯⋯⋯⋯⋯⋯⋯⋯

红船豆枢纽工程泄洪闸闸墩浇筑设计与施工

赵余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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