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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堤坝工程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常会使得堤坝
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泄露现象,对堤坝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造成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本
文在阐述堤坝渗漏常见类型及处理原则的基础上,简要分析堤坝渗漏的常见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
的施工技术要点,以此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参考,为提升堤坝防渗施工质量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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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am engineering is the most critical part.
But due to various factors, different degrees of leakage often occur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dam,
which has an obv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dam. Based on the common
types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 of dam leakag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mmon causes of dam leak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nti-seep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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