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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工闸门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联溢流坝、泄水孔和泄洪坝等部位,用于控制水位和调
节水流的作用,在水工建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水工闸门长期受到水侵蚀、浸泡影响,长期使用下
不可避免出现磨损、老化,埋下安全隐患,威胁到水工闸门正常运行。鉴于此,文章主要是分析当前水工
闸门安全运行的问题,提出有效改善措施予以控制,为水利工程安全稳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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