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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水利行业发展迅速,正因为如此,本文也将以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切入点,从堤防防渗施
工出发,分析我国水利工程堤防的重要价值,并探讨防渗施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列举出相应的技术要点,
探讨优化的措施和方案,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进一步提高我国水利工程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增进民生福祉,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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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Because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also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t
valu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ikes in China from the seepage control construction of dik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seepage control construction, lists the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points,
and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nd schemes,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relevant practitioner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hanc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nd create greater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which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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