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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水库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其集防洪、工农业供水、水产养殖、
发电等功能于一身,因此必须推进水库大坝工程建设,并保证其质量。而合理开展大坝护坡施工是保证水
库大坝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并且水库大坝护坡施工必须依据相关规范要求,有效开展护坡施工,同时要
求对其进行严格检查。因此为了保证水库大坝的正常运行,以下就水库大坝工程的常用护坡施工方法进
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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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rvoir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which integrates the functions of flood contro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water supply, aquaculture, and power
gene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 dam projects and ensure their
quality.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dam slope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reservoir dam engineering, and the slope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 dams must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rict inspections are requir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dam,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mmonly used slope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reservoir dam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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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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