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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防洪坝体是项目建设的主体部分,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防洪坝体在运行
中常会出现不同的病害现象。本文在概述防洪坝主要病害类型基础上,分析病害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防治对策,以期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参考,为确保项目运行安全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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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flood control dams are the main
part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Due to many factors, flood control dams often have different diseases during
operation.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main types of diseases of flood control dam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eas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projec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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