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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确保水利工程堤坝不决口,掌握防汛抢险技术对相关工作人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实际
工作中,一些工程的抢险技术选用不当的话,极有可能会导致水利工程失事,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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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lood Control Measures and Emergency 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Xin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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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dam does not break,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e relevant staff to master the
flood prevention and rescue technology. In practical work, if the rescue technology of some projects is not
properly selected, it is very likely to lead to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ccidents, causing serious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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