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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渠道施工中科学运用防渗技术,是防范水资源浪费的重要举措,施工质量得到了可靠保
证,还能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供应充足的水资源,创造的效益十分可观。本文将探讨水利渠道施工中比较
常用的几种防渗技术,并针对渗漏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对策,旨在提供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够充分发
挥出现代化防渗技术的优势,提高水利渠道施工水平,减少工程运行阶段水资源的浪费,从而为水资源的
可持续性利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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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Seepage Preven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
Jianjiang Su
Tacheng Distri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Scientific use of anti-seepage preven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event water resources wast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has been reliably
guaranteed,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sufficient water resources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which creates
considerable benefit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several anti-seepage technologies common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main causes of leakage
problem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anti-seepage technolog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reduce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 construction; anti-seepage technology; concrete seepage; membrane
material se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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