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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也就带动了相应的水利
工程的良好发展。实际工程的不断发展,也就推动了水库大坝建设数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张。但是在当前的
水库大坝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影响着水库大坝的良好发展,因此就需要对水库大坝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检测,并进一步加强水库大坝运行与维护管理工作,提升水库大坝整体
建设水平,进一步加强水库大坝建设中的安全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地保证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促进水库大
坝的稳定建设。本文就水库大坝工程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检测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并就提出其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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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actual project has also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reservoir da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servoir dam construction process,
affecting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the reservoir dam,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tect various safety risks in the
reservoir dam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eservoir da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safety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reservoir dam,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nd promote the st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rvoir da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afety detec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dam project and
proposes its improve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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