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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我国有关水利方面的工程与建设技术正在飞速更新迭代,这也就意味着对河坝等必须
的功能性建筑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由于其建筑特性,除了考虑防洪等基本功能,河坝的设计与建设同
时还要兼具外观的观赏性。本文主要就橡胶坝在拦河工程中的应用和管理进行讨论,根据其实际应用情
况和问题寻找相应的管理措施。
[关键词] 橡胶坝；拦河工程；应用；管理
中图分类号：TV64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rubber dam in river block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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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rapidly updated
and iterated, which means that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necessary functional buildings
such as river dams. Due to its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flood control and other
basic function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iver dams should also have the ornamental appeara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bber dam in river blocking project, and finds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its actual application 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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