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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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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人口大国。随着近年来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导致干旱和洪
涝灾害频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更加突显,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地威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对保障农业灌溉有着直接的作用,是农业生产抵御旱涝灾害的基础。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相关部门需
要注重高效、科学的长效管护和运行管理方案,加大水利工程管护、运行管理力度。基于此,本文简要阐
述了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和运行管理的相关内容,总结了相应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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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and population country. Global warming in recent years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weather lead to frequent drought and flood disasters, which mak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neve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more prominent,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lifeblood of agriculture with a direct role in ensuring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resist drought and waterlogging disaster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efficient
and scientific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plans,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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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拱坝上游坝面施工技术分析
热甫卡提·肖吾开提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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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曲拱坝工程项目中,上游坝面受到水推力和拉应力作用较为明显,在施工技术和防渗技术处
理不到位的情形下,将会出现明显的渗漏问题,造成坝体较为明显的渗漏现象,给坝体稳定性造成影响。
本文以新疆精河水利发展与调蓄二级枢纽工程为例,对双曲拱坝施工技术和上游坝面防渗施工技术要
点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双曲拱坝；上游坝面；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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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alysis of Upstream Dam Surface Construction of Hyperbolic Arch Dam
Revkati Shawwkiti
Xinjiang Yili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stract] In the hyperbolic arch dam project, the upstream dam surface is obviously affected by water thrust
and tensile stress. In the case of inadequa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anti-seepage technology treatment,
there will be obvious leakage problems, resulting in a relatively obvious leakage phenomenon of the dam body
and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dam body. Taking the secondary hub project of Xinjiang Jinghe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nd stor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yperbolic arch dam and the key points of seepage preven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upstream dam surfa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yperbolic arch dam; upstream dam surfac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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