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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作用在于可以通过控制水流来防止洪涝灾害,同时还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以调控水资源为目的的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我国的民生建设和未来发展。当前水利工程经常出现渗水现象,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影响了水利工
程的工作效率,因此有关部门一定要结合当前的防渗技术做好水利工程防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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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o prevent floods by controlling water flow, and at the same
time realiz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hina'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or the purpose of regulating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termine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a
certain extent. At present, water seepage often occur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causes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ffects the work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must
combine the current anti-seepage technology to do well the anti-seepage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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