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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于基础建设的发展力度,经过不断努力,取得的成就使我国人们生活幸福指
数不断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应用不仅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良好的水利水电工程也对社会发展
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属于利国利民的一个建设项目,
不同的水利水电工程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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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Treatment Techniques of Leakage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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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rough
continuous efforts, the achievements have constantly improved Chinese people's life happiness index.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not only facilitates people's daily life, but also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belongs to a construction project that benefits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differ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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