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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整治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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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的小型水库在农业灌溉、防洪抗汛和人蓄饮水供应中发挥的作用巨大。然而,农村小型水
库建设年代久远,运行时间长,病险问题严重,影响水库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文章分析山区小型水库的
“病状”,探索了山区小型水库加固除险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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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inforcement and Remediation Measures of Small and Dangerous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Jing Li
Small Reservoi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ation in Pingchang County
[Abstract]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play a great role i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flood control and
human storage and drinking water supply.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rural reservoirs has a long time,
long operation time and serious disease risk problems, affecting the normal play of reservoir functions.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ymptoms" of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 areas,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reinforce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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