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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混凝土材料,部分小型的水闸系统也需要使用钢筋混凝土作
为支撑。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混凝土结构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裂
缝,进一步威胁到水利工程建设的总体质量。裂缝问题会使整个水工结构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
到工程项目的使用寿命。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加大裂缝问题的关注力度,根据施工的具体
状况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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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needs to consume a lot of concrete materials, and some
small sluice systems also need to use reinforced concrete as support. However,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crete structure is often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cracks, which further
threaten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crack problem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whole hydraulic structure, and even affect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rack problem and t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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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较广,无论是小裂缝,还是较大的裂

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水利工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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