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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水工闸门既具有灌溉调水、防洪挡潮功能,又具
有除涝降渍、稳定农业产量的作用。确保水工闸门安全、稳定运行是水工闸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多数水工闸门受运行时间较长、维修经费及技术管理等方面因素限制,在运行及安全管理工作方面面临
诸多问题。为确保水工闸门安全运行,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防止其发生安全事故,对全面发挥水工闸门效
益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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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hydraulic gate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s
of irrigation, water diversion and flood control, but also has the role of eliminating waterlogging and stabil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Ensuring the safety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hydraulic gat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ydraulic gate management.Most hydraulic gates are limited by the long operation time, maintenance funds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factors, and they face many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and safety management work.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hydraulic gate, certain management measures to prevent its safety
accide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lly play the benefits and role of the hydraulic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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