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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水利事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水利工程项目建
设中,水工建筑物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洪、灌溉、发电、供水、航运等方面,确保水资源的充
分利用。通常情况下,滑坡危害会损坏水工建筑物的施工、运行,这就需要做好滑坡防治工作,合理地制
定施工方案,针对水工建筑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有效地预防滑坡事故,文章主要分析了水工建筑物施工
及运行中滑坡防治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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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截、排水沟
在滑坡防治过程中,正常、校核流量
下安全超高在0.2m到0.3m之间,滑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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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全貌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滑坡发展趋势
的分析结果如下：首先,滑坡Ⅰ区。前缘
会出现20m的大量临空面,滑体裂缝发育,
出现了鼓胀、马道拉裂、局部地段滑塌
问题,这一区域处于强变形阶段,受蓄
水、暴雨、地震等因素的影响,滑坡Ⅰ区
极易出现整体失稳问题。其次,滑坡Ⅱ
区。前缘会出现10m的大量临空面,裂缝
发育相对较弱,不会出现明显的马道、膨
胀问题,处于弱变形阶段,基本不会出现
整体滑移失稳问题,特殊情况下会沿次
级滑面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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