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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水利工程的发展,现代化的水利工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水利工程防渗施
工过程中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就很容易对水利工程周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我国水利设施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水利工程防渗施工中立足于各个地区的差异,落实防渗技术,取得
水利防渗的成功,不仅关系到我国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也关系到农民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对我国居民的
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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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f the anti-seepag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ails to meet the standards, it is easy to have a bad influence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ave entered a very important stag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various reg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seepage technology and the suc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ti-seepage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China, but also to the harvest of farmers' crop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our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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