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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堤坝工程中经常会出现滑坡渗漏等险情,并且一旦堤坝出现险情,就会危害到整个堤坝防洪防
汛的安全性,因此必须要根据堤坝不同的险情采用相对应的抢险原则,例如发生渗漏则应该采用临水截
渗或者反滤导渗沟,当然,如果发生裂缝滑坡等重大险情,则应该采用裂缝险情以及滑坡险情等不同的防
渗抢救措施。在具体的抢险过程中,必须要具体分析不同的大坝发生渗漏的情况,在保证大坝能够正常安
全运行的前提下,对大坝进行修复以及采用不同的防渗处理的措施,从而防止堤坝发生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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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gerous situations such as landslide and leakage often occur in dam engineering. And once these
dangerous situations occur in the dam, it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flood control of the whole dam. Therefore,
corresponding rescue principles must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angerous situations of the dam. For
example, in case of leakage, water interception or reverse filtration seepage ditch should be adopted. Of course,
if major dangerous situations such as crack and landslide occur, different anti-seepage rescue measures such as
crack danger and landslide danger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specific rescue process, we must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leakage of different dams, repair the dam and adopt different anti-seepage measures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normal and safe operation of the dam, so as to reduce the leakage of the dam and solve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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