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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船舶电气设备作为船舶动力控制的核心,决定了船舶航行的安全性,因此对工作环境和操作条
件具有极高要求,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充分重视对其的管理和维修保养,确保船舶航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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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of ship power control, ship electrical equipment determines the safety of ship navigation
and has extremely high requirements for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which requires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pay full attention to its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hip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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