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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很多水库工程来说,由于这些水库建设年代久远,很多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利
工程,多数是用于防洪、灌溉、发电等。随着这些水库的使用年限增加,其使用寿命达到了临界值,再加
上部分水利管理部门检测、维护工作不到位,从而增加了水库中的病险,甚至威胁到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就要做好这些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提高水库在实际运行中的安全性。推动当地的水电业、农
业发展进程,保证水库的运行质量、提升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本文就病险水库工程加固施工处理进行分
析,以期给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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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ong construction age, many reservoir projects in China are buil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ich are mostly used for flood control, irrigation, power generation, etc. With the service life has reached the
critical value, and the inadequate detec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 of some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he disease risk in the reservoir has increased, and even threatened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downstream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of strengthening these reservoirs,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reservoirs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cal hydropower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ensure the operation quality of reservoir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ngerous reservoir project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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