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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水利建设领域,为适应水利水电工程特殊的施工条件,开发了较多高效的施工工艺。在工
程施工全过程中,采用了导流、围堰等技术,使工程建设的质量、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围堰是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它能很好地解决施工中的导流问题。在水利枢纽工程中,采用围堰和临时
护岸等措施,保证了水利枢纽工程的工期和施工质量。本文旨在探讨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如何运用施
工导流与围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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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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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fiel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special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more efficient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diversion and cofferdam have
been adopted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benefit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Cofferda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t can well solve the
diversion problem in construction.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easures such as cofferdam and temporary
bank protection are adopted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how to use construction diversion and cofferdam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diversion; cofferdam technology;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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