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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的飞速发展及投入应用,水利行业也在进行管理及应用创新,水库的
安全问题一直是水利管理单位关心的问题,为了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管理,提高水库智能化管理水
平,完善运行管理模式。水库管理智能化、多元化的课题就摆在了水库管理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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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undergoing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reservoir safety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uni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eservoir operation and safety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reservoir intelligent 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the topic of intelligent and diversified reservoir management is placed in front of
the reservoir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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