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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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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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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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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