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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库病害整治技术指导及质量监管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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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小型水库大多修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三无工程”,经过多年运行,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病害,都是带病运行,无法正常其应有作用,严重威胁着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益群众的生产
生活受到严重制约。因此,整治小型病险水库迫在眉睫,只有完成小型病险水库排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才能有效保证水库工程正常运行,才能改善、恢复水库的应有功能,发挥出山区小型水库蓄水灌溉、人蓄
饮水等重要作用。本文着力就小型水库病害整治技术指导及质量监管的策略,作如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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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chnical Guidance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Strategy of Small Reservoir Diseas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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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were buil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ich belong to
"three no projects". After years of operation, they all operate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iseases and can not function
normally,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downstream people, and restricted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benefited peopl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novate the small and dangerous reservoirs.
Only by completing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small and dangerous reservoirs and eliminating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ca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project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the due functions of the reservoirs
be improved and restored, and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small and dangerous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such as water storage and irrigation, and drinking water storage, be playe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mall
reservoir disease treatment technology guidance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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