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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之一的水库,它能够很好地进行防洪减灾、并能够蓄水对农田进
行灌溉,保障农村的饮水。同时,水库运行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
着极大影响。而且如果水库运行时间过长,将会出现老化、损坏的问题,这不利于水库的正常运行甚至还
会发生危险。如果水库无法正常运转,那就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泄洪,这会对人民的生活和财产产生危害。
故而要定期按时对水库进行检修,采取除险加固的方法来保证人民安全、保障经济效益得到有效增长和
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本文对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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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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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s in China, the reservoir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floods and reduce disasters, and can store water to irrigate farmland, thus ensuring rural drinking wa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afety of reservoir oper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 if the reservoir runs too long, there
will be problems of aging and damag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and even
dangerous. If the reservoir can't operate normally, it can't discharge flood effectively, which will do harm to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verhaul the reservoir regularly and on time, and take the
measures of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to ensure people's safety, effective growth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full play of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ed contents of reservoir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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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家小组的结果进行分析确认,并设

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对施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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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式开始之前,需要成立相关的施工组织

项目资金的使用主要在施工阶段,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建设不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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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也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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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是按工程进度分月付款。每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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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施工单位做出上月工程量及价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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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所分配的各项工

算表,由建设单位主管和监理师签字后,

加固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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