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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防渗加固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采用不科学、不合理的堤防
防渗加固技术,将威胁到水利工程堤防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人们的生命财产会因此受到威胁。为了有
效地避免渗漏问题,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合理运用防渗加固技术,从根本上提高大坝结构的整体渗透性,既
能延长大坝的使用寿命,又能避免出现各种问题。基于此,本文则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出相应的
防渗加固技术,以期为相关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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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Dam Anti-seepage Reinforce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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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anti-seepag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f the unscientific and unreasonable embankment anti-seepag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is adopted, it will threaten the safety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mbankment
and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and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will be threatened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leakage problems, the seepage prevention and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is reasonably
applied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overall permeability of the
dam structure, which can not only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dam, but also avoid various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finds out the corresponding seepag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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