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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国不少水库大坝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受到渗漏、大坝变形、坝体结构稳定性较差等
安全隐患的影响,不仅无法发挥出其实际应有的效果,而且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
此,加强水库大坝病险问题与除险加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围绕除险加固设计问题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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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Design of the Reservoir Dam Project
Lujie Yang
Ulluwati Water Conservancy Hub Management Bureau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reservoir dams in China are affected by leakage, deformation of the dam and
poor dam structure stability, which are not only unable to play their practical effect, but also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reservoir dam risk
problem and reinforcement, an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problem of reservoir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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