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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水利水电领域进步迅速,但是在工程项目迅速开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
渗漏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会直接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实际使用性能,同时也使水利水电工程安全性能随
之下降。为尽可能避免水利水电工程出现渗漏问题,本文围绕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防水堵漏技术的施工
工艺开展具体研究。为水利水电建设工作提供更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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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field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mong them, the leakage problem is
serious,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tual performance, and reduce the safety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avoid
leakage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proofing and plugging in th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a better reference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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