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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
李瑜涛
临清市排灌工程服务中心
DOI:10.12238/hwr.v5i4.3746
[摘 要] 混凝土防渗墙技术起源于意大利、法国,我国是从苏联引入该技术,根据调查混凝土防渗墙施工
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环境中,其属于垂直防渗处理的最有效方
法。但是结合工程经验,混凝土防渗墙技术由于是在松散透水地基中造槽孔,因此墙体间的接缝问题是施
工的关键,也是最容易出现质量隐患的位置,因此需要在使用该技术时做好施工质量要求。
[关键词] 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
中图分类号：TV211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oncrete Seepage Prevention Wall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Yutao Li
Linqing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Project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Concrete seepage wall technology originated in Italy and France. And China introduced this
technology from the Soviet Union.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concrete seepage wal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especially in complex terrain, and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vertical anti-seepage treatment. However,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experience, the
concrete anti-seepage wall technology is built in the loose permeable foundation, so the joint problem between
the walls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position most prone to quality risk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requirements when using this technology.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crete seepage prevention wal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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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围堤护岸治理工程的探讨
刘兵
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水库管理中心
DOI:10.12238/hwr.v5i4.3772
[摘 要] 水库堤防护岸工程是防洪的重要屏障,堤防的安全与保护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直
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堤线较长,容易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水库围堤护岸的建
设和管理特别重要。堤防管理不但包含水利工程技术管理,还涉及社会管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充
分发挥堤防护岸的最大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 围堤护岸；治理工程；主要技术特征指标
中图分类号：S157.6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Project of Reservoir Embankment
Bing Liu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ngshan Reservoir Management Center
[Abstract] Reservoir embankment protection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barrier for flood control. The safety of
embank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protection area,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Because the embankment line is long and vulnerable to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eservoir embankment revetmen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Levee management not only includes water management engineering technical management, but
also involves social management. These two aspect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function and role of
embankment bank protection.
[Key words] embankment revetment; management engineering;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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