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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水利工程的发展过程中,水库和水电站的运用越来越频繁,在发电、泄洪、抗旱、灌溉方
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工程设施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越发的先进,水闸是用来调节水库和发
电站等水利工程水位的重要装置,在水利工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水利工程的水位控制和管理效
率和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本文从水闸技术的运用入手,浅谈水闸施工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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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servoirs and hydropower
stations are us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ower generation, flood discharge,
drought relief and irrigatio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facilities are also more advanc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luice is an important device used to regulate the water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uch as reservoirs and power stations, and plays a huge rol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recent year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water level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luice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luic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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