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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堰技术作为现阶段水利工程项目中经常应用的技术类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其无论是对于水利行业还是整个工程项目均有着极大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多数企业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已经有选择的融入了部分围堰技术,但由于施工流程不细致与水利施工原则被忽视
的原因,使得围堰技术无法充分发挥其应用优势。因此,明确围堰技术应用原则,并从多角度对主要应用
的围堰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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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fferdam technology, as a technology type frequently used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t present,
ha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ing rol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both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and the whole project.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though most enterprises have
selectively incorporated some cofferdam technologies i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fferdam technology cannot give full play to its application advantages due to the careless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negl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to make clear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cofferdam technology and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inly
applied cofferdam technology from multiple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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