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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小型水库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运用年代久远,目
前这些小型水库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为此,文中立足山区小型水库病害现状,探索提出了山区小型水库
整治加固的有关途径及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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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mon Diseases and Renovation and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of Small Reservoir
Project in Mountainous Area -- Taking Pingch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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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hong City Friendship Reservoir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stract] Most of the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were built in the 1970s and 1980s. Due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and the long age of use, these small reservoirs have suffer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t pres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isease situation of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the relevant ways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renov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small reservoirs in mountainous area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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