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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项目中,水闸工程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主要功能就是水位调节、流量控制等,能够较
好满足水利发电、农业灌溉、城镇居民用水等各项活动的需求。但在水闸的运行过程中,影响水闸工作
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水位线差、暴雨天气等。这些情况都给水闸运行管理带来了挑战,需要相关人
员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这类工作。但结合我国大部分水利工程的水闸运行实际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水
闸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检查养护都还存在比较显著的欠缺与不足,需要在后续时间里加强控制。本文就水
利工程管理中的水闸安全运行及检查养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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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Operation and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luice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Li Chen
Emin County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bstract] Sluice projec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main function is water level
regulation, flow control, etc., which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urban residents water and other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sluic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working stability, such as poor water level and rainstorm weather, which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luice, and require relevant personnel to do a good job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sluice of mos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considerable deficiencies i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me sluice projects, which need to strengthen control in the subsequent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luic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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