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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应用于防汛、农业灌溉等方面重要的工程项目,不仅极大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
同时水利工程在水力发电、水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国民经济
基础建设的重要工程。水利工程中防渗漏技术十分关键,在防渗漏处理中灌浆施工技术关系着防渗漏处
理的质量,因此,加强水利工程防渗漏处理中灌浆施工技术分析对于提高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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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applied to flood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 China. It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s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ydropower genera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nti leakage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anti leakage treatment,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anti leakage treat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analysis of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anti leakage
treat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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