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建设与管理* +'$* 年总目次

+'$* 年第 $ 期

本期特稿

"!新年寄语! 同心合力谱写治水兴水新篇章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

J!筑强平台共创新发展!服务水利再谱新篇章---在中

国水利工程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

$!在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 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黄!茹

F!中国碾压混凝土坝统计分析 刘六宴!温丽萍

工程施工

"J!淤泥地质条件下模袋砂围堰水闸施工技术的优化

赖佑贤!陈!健

"$!河道中无原状土作后背墙的穿路顶管施工技术

张!建

JJ!特长深埋OPQ施工隧洞反坡排水施工技术

蒋于波!阳前坤

科研设计

JK!气动盾形闸门结构的优化设计

赵鹏飞!刘鹏鹏!牛文龙

MJ!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取水首部工程设计研究 刘艳芬

MF!OPQ组装洞室锚杆长度优化研究 祁海燕

L#!隧洞预应力混凝土衬砌中单层与双层钢绞线衬砌受

力性能分析 曾!强

LL!基于cQ""#"$理论的穿黄工程价差预测

姚悦铃!涂玉虹

建设管理

LH!水利建设投资统计口径浅析 单方庆!鲍!军

$J!严桥支线输水管道爆裂事故的应急处理与原因分析

王!伟

$$!代建制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张文举!吉!村!许智宏

$H!复杂地质条件下中小型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工作若干

问题思考 刘!锐

FM!南江东滩促淤工程软体排铺设质量控制 江!涛

运行管理

FF!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溢流堰设置应用分析 徐佳易

K#!大口径法兰注胶法带压堵漏技术的应用 王留超

KL!模糊PW网络优选模型在水利工程绩效管理评估中的

应用 刘岭山

质量管理N>小组活动专题

KI!提高搅拌桩强度标准值合格率 侯东风!王少斌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IM!诚信赢天下#以信用建设打造)金字招牌*

---陕西省三和工程公司

IL!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山东乾元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M$!河北省保定易水湖水利风景区

KM!河北省邢台紫金山水利风景区

KK!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海湖水利风景区

简讯

FH!水利部发布 J#"F 年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结果

+'$* 年第 + 期

本期特稿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河湖管理模式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

L!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

F!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创协会工作新局面---在中

国水利工程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总结讲

话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会长!孙继昌

工程施工

""!钻抓法混凝土防渗墙技术在新兴苴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中的应用 鲁继红

"$!引黄闸除险加固施工技术研究 李明金

"I!大连市西中岛起步区 M 号排洪渠地基处理分析

王广森

JJ!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在水库大坝基础防渗加固处理中

的应用 马!坤!倪志刚!徐!利

JF!全库盘土工膜防渗技术在稍门平原水库中的应用

朱天民!张!涛
科研设计

JH!混凝土徐变对坝体温度应力场的影响 李钦智

M$!云河灌区泵房稳定校核及水泵梁结构设计 李!岩

L#!橡胶坝在山区水库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赵丽华!陈丽刚!冯向珍

L$!下泊水库工程坝址和坝型比选方案设计 孙文龙

$#!基于Q/iBjUbbV模型的漫溢洪水演进研究 张!利

$$!一种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研发

赖佑贤!闫晓满

$I!辽西山区水土保持数据库构建分析 付彦鹏

建设管理

FJ!钢坝闸门在团结水闸中的应用 陈志刚

F$!平原地区排涝泵站布置关键技术探讨

张凡希!陆银军!夏红卫

'"*!'



FI!浅谈水电工程移民综合监理管理机制

李光华!骆继文

运行管理

KJ!江尖水利枢纽机电传动装置的技术运用

成晔波!李!娟

KL!沙庄引江闸工程改建原因与效果分析

孙!猛!孙洪滨!郑慧慧

KK!浅谈长距离输水管道工程中调流阀的应用 王晓东

I#!橡胶坝泥沙淤积及工程运行模拟分析 国志鹏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

IL!辽宁省喀左龙源湖水利风景区

IL!辽宁省铁岭凡河水利风景区

+'$* 年第 C 期

本期特稿

"!河长制的法制基础和实践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

工程施工

M!碳纤维布在三道河水库低输水隧洞加固工程中的应用

张建华!周!波!杨立涛

K!洪河倒虹吸施工流程与质量措施探析 顾青林

""!混合配筋预应力管桩在水工建筑物深基坑支护中的

应用 贾!涛

"F!隧洞围岩蠕动变形侵限处理施工技术 赵玉辉

"H!坝基帷幕灌浆施工探讨 姚建勋

科研设计

JJ!混凝土大坝施工期环境气温影响下的温度应力

李!彤!韩绪博

JK!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高原地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中的应用 李中校

M"!浅析长距离输水管道停泵水锤的简易算法及防护

王保庆!李青坤!邹建伟

L#!淤泥高效脱水与固化工艺流程研究 赖佑贤!闫晓满

LL!基于方差检验法的长距离输水管线运行状态评价

李凤滨

建设管理

LH!隧洞工程常见索赔种类及处理浅析 王世海

$J!混凝土搅拌机改造在长汀县荣丰水库工程中的节能

应用 赖火秀!吴毅鑫

$$!枣庄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探析

宋洪武!孙晋洲!史仁朋

$I!浅谈水利企业绩效评价要点 杨!松

FJ!澜沧江上游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方式的研究与实践

余!洋

FF!促淤工程中透空式六面体吊装质量控制探讨 高炳卢

运行管理

K#!宁夏同心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模式浅析 纪少德

KL!地质雷达在堤坝隐患"裂缝$探测中的应用

曹恒亮!杨!潇!陆晓春

KI!碧流河水库预报调度方式研究

于万涛!伏世红!陈传洋

I"!长距离输水管线压力监测数据处理研究 黄伟军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K!吉林省白城嫩江湾水利风景区

IL!吉林省大安牛心套保水利风景区

+'$* 年第 ) 期

本期特稿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写

在二一七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之际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

工程施工

M!简谈抗冲磨混凝土的缺陷处理 王洪超

I!大跨度特殊地质条件下洞室群快速开挖技术研究与运

用 金怀锋

"M!浅析砂卵石地基帷幕灌浆施工 孙!超

"F!简析莒南东部供水管道定向穿越工程施工常见问题

及解决措施 刘德健

"H!老挝南欧江六级水电站工程截流方案设计 李!鹏

J$!东河滩防洪堤设计与施工浅析 方海霞

科研设计

JH!基于 %aV模型的农田水利设计质量控制研究 于春红

MJ!白龟山水库旱限水位的确定与应用 徐章耀

MK!基于二维三维c/%一体化技术的大连市防汛信息服务

系统设计与实现 曲家峰

L#!深基坑桩锚支护结构数值设计方法研究 匡!德

L$!基于糙率参数不确定性的河道防洪能力风险分析

殷!丹!石凤君!王!凯

建设管理

LH!WWW模式在水利公共服务项目中的应用研究

李!彤!袁!杰

$M!)互联网Z*在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杨!玲

$I!民乐县农村供水管理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赵发华

FJ!强夯置换在高水位淤泥地层地基处理中的应用

常玉军!孔锁财!张吉庆

F$!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改造武穴市)三湖*地区排涝系统

的思考 李龙绪!查!敏

FI!辽宁省河道采砂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 刘志伟

K"!浅谈OPQ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王世海

运行管理

KL!辽宁省农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及

对策 梁立章!张岳峰

KI!南水北调工程运行阶段日常维护项目采购管理

刘亚丽

I"!方城县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探讨 朱跃龙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

IL!江苏省扬州广陵区古运河水利风景区

'#*!'



+'$* 年第 # 期

工程施工

"!简析输水管道定向穿越的质量控制 姜西忠

L!中型水库项目挤压边墙施工的技术应用

季文荣!陈良宏!郭跃峰

I!无额外支洞布置条件下大断面洞室开挖施工方案

叶雷震!房敦敏

"J!敞开式OPQ对软弱围岩的掘进方法 孔祥政

科研设计

"F!高陡溢流面混凝土成型设备研制及应用

成毅峰!丁!琼

"H!支线调流阀水压力波动因素探究 金!鑫

JL!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关键技术综述

任恒钦!晏!欣

JI!分段求和法计算天然河道水面曲线 鞠福勇

MJ!守口堡水库胶凝砂砾石之砂率试验研究

李记明!史小波

MF!任家窝堡水库施工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探析 费卓越

建设管理

MH!阿海水电站大坝混凝土质量控制综述

李福年!张继全

LM!关于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白蚁防治项目监理工作的

探讨 潘运方!刘!毅

LK!冻融作用下防渗渠道混凝土力学特性探讨 杜!秀

$#!遵义市中小型水利工程移民实物调查细则编制探析

韩!曦!李!伟

$L!流域机构水利稽察对策研究

雷俊荣!王志英!张卓然

运行管理

$I!水质监测系统在长距离输配水工程中的应用 孙本胜

FL!桑墟水电站发电效率影响因素及控制分析

林其军!曹!杰

FI!泽城水电站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开发研究 许王峰

KJ!平原县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及管护探讨

何金霞!张海锋

K$!差分cW%技术在大连市小水库库区淤积测量中的应

用 刘!骥

水利水电工法展示

KI!小断面%长隧洞悬臂式纵轴掘进机开挖工法

鞠林林!黑旭豪!廖兆勇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IM!守法!诚信!公正!科学

---福建省江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IL!海南省保亭毛真水库"神玉岛$水利风景区

IL!重庆市荣昌荣峰河水利风景区

+'$* 年第 E 期

工程施工

"!隼式防渗墙设备在垂直防渗墙施工中的应用 姜西忠

$!贵州黔中大坝左岸帷幕充砂溶洞段处理技术 雷顺荣

"#!沙壤土层隧洞特大透水事故处理施工技术研究

潘文峰

"$!大型弧形钢闸门更换施工技术探讨 刘媛媛!万!泉

"H!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检测工作开展情况分

析及思考 臧晶繦

科研设计

JM!高速公路跨河桥梁防洪影响分析 张!鹏

JF!新民市秀水河河道综合整治设计 王颖秋

MJ!复杂地质结构上坝基防渗处理设计研究 杨!峰

M$!新绛浍河河道治理工程方案设计 李!莹

MI!漳泽泵站管理房基础设计分析 王瑞平

LJ!海港工程混凝土电通量和e>Q扩散系数相关性研究

杨清泉!王!颖

LI!浅议泰安市岱岳区小安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设计

赵!伟

建设管理

$M!浅析标准养护条件下普通混凝土强度与龄期的关系

李!鹏

$F!高渗透改性环氧树脂及 bW&类聚氨脂在隧洞衬砌裂

缝修补中的应用 孙志明

F#!莒县实施)河长制*的思考 解学相!李!峰!王德明

F$!关于混凝土工厂规划及骨料冷却的浅述 张永久

FH!关于水利扶贫考核机制的探讨 李!曦

KF!山区河道采砂对河床演变影响分析 刘!朋

I#!水利枢纽大坝安全监测方式探讨 孙!伟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IM!战略促发展!诚信筑品牌

---北京通成达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FL!四川省南部红岩子湖水利风景区

IL!四川省西昌邛海水利风景区

IL!四川省泸州张坝水利风景区

+'$* 年第 * 期

工程施工

"!深埋小断面输水隧洞OPQ施工通风技术研究与应用

郭树生

$!暗涵内压力钢管安装 赵!振

I!供水管道防腐层保护和焊接环节的施工注意事项

李!娟

""!汉江兴隆水利枢纽泄水闸底板裂缝成因分析及防范

措施探讨 管芙蓉!王力军

科研设计

"L!木夫露水库初步设计浅析 杨娟娟

'$*!'



"I!基于 %7@)<N73=6和a'%Y% N73=D1-*+的平面钢闸门三

维有限元分析 马洪山!徐志林!艾存峰

JM!滨海防洪堤海相软土地基固结特性研究 张小泉

JK!麻栗坝水库拦河坝沉降变形的研究与对策

李晓平!张宝琼!樊!勇

MM!渡槽基础不整合地层岩溶地质缺陷处理方案与决策

孙思施!张晓卿!张!涛

MI!基于工程模糊集理论的水利工程施工导流探索

成爱军

L"!韩庄运河治理工程设计探讨 黄!彬

建设管理

LL!东港市罗圈背水库混凝土裂缝分析与处理 郭!强

LK!基于工作底图的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法探讨

赵巨伟!李!静

运行管理

$"!弧形闸门小开度运行分析 朴维军

$$!浅谈户主水库渗流监测设施自动化升级改造

位海洪!张!涛!李祥银

F#!长距离输配水工程检修调度方案研究 宋!放

FM!土石坝混凝土面板脱空检测方法分析

彭雪松!姚国专

FI!武汉市江夏区小型水库常见病险的加固和管养措施

万!彪!刘富峰!吴明明

KJ!实例分析原位试验在水库古河道渗漏中的应用

郭雅丽

水利水电工法展示

K$!双孔圆形隧洞针梁式钢模台车联合衬砌工法

彭志海!余!庆!鞠林林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KH!坚持诚信为本!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清远市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I"!履行社会责任!坚持诚信经营!积极推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IM!四川省壤塘则曲河水利风景区

IM!四川省广安华蓥山天池湖水利风景区

IL!贵州省开阳青龙河水利风景区

IL!贵州省威宁草海水利风景区

+'$* 年第 W 期

工程施工

"!水利水电工程灌浆施工技术控制过程的探讨 谢!盛

L!泉州市八峰水库大坝左岸施工缝处理方案浅析 李高明

I!简述高压摆喷防渗墙的施工工艺 孙!晖

""!大口径W>>W管道在水利供水工程中的应用 李庆坤

"F!水库固结灌浆施工工艺实践与探索

陈丽萍!赵华东!赵华军

"H!浅谈大体积混凝土主要施工工艺及温控措施 张国平

JM!低温条件下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

罗小刚!田四海!纪德林

科研设计

JF!基于多层次多目标模糊综合评估法的水闸安全评价

研究 余定金!彭幼林

M#!中低型混凝土重力坝抗滑稳定计算探讨

张小川!胡艳卉!殷一敏

ML!高寒地区大型渠道抗冻胀护坡保温板阻冻特性研究

马栋和!李艳萍!张洪龙

MI!岩基约束橡胶混凝土溢洪道的温度应力试验

胡廷正!刘!玲!王可良

建设管理

LJ!彰武县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小结

宋丽萍

LK!水利水电工程帷幕灌浆施工质量管控技术探讨

雷顺荣!袁宗洪

$J!关于河北省农田水利管理引入)政府买服务*的思考

顾宝群!贾荣刚!邢晨曦

$F!全方位深度改革!大力度激发活力

---武城县农田水利改革创新工作经验总结

董大鹏!董风齐

运行管理

$H!三泉水库库区渗漏模式及渗漏强度问题研究 李扭串

FL!泄洪闸闸墩抗振加固措施研究 陈!丹!夏建勇

FK!无损声波测试">O$技术对防渗墙结合部位质量检测

的应用分析 崔德浩

KJ!淮安抽水一站更新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董兆华!孙超君!郑慧慧

KK!)互联网Z移动安监智能管理系统*在水利水电建设

工程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姚宝永!王海东

I#!彰武县水库建设%调度及管理规划探讨 张永久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IL!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拉萨河水利风景区

IL!陕西省岚皋千层河水利风景区

+'$* 年第 L 期

工程施工

"!南水北调潮河段渠基不良地质特点及处理技术

张会香!姚蓬飞

F!高压旋喷技术在红旗水库闸基加固中的应用 王春娟

H!隧洞竖井开挖施工工艺的选择及运用 杨在华!尹自萍

"M!南水北调潮河段膨胀岩土及处理技术

孟小瑞!孟凡仓

科研设计

"F!金堤河大寺泵站)四合一*集成排灌改造方案研究

王!蕾!舒婷婷!翟!菡

"H!庙林电站首部枢纽拦河坝冲沙研究和结构布置

李晓平!田!辉!李现飞

JL!甘井子村-龙头堡段河道治理工程布置初探 刘振宇

'%*!'



JI!基于Q/iB"" 模型的盐城堤东地区防洪除涝体系研究

杨桂书!周进华!王超磊

MM!长距离输水隧洞混凝土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宫治军

MK!反调节水库土工膜防渗工程稳定性分析 易!鹏

建设管理

LJ!大口径顶管焊接质量控制对策研究 杨!钊!吴树香

LF!安徽省山洪灾害防御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展望

刘!超!方!婧!叶成林

$"!关于评标中)竞争性*判定方法分析 刘!哲!刘红宾

$$!浅论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苑淑颖

$I!水电工程钻爆法石方开挖人材机耗量测定方法探讨

魏徐良!徐仲平

运行管理

FJ!铁岭市南城子水库汛期分期抬高汛限水位时间的确定

李长龙!周大鹏

F$!水库调度运行方式对水库泥沙淤积的影响 李!巍

FI!浅谈方城县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曹道魁

K"!莒南县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制约性因素及成因分析

姜西忠!李明平!慕乾科

KL!汾河二库水电站机组应对蓄水位抬高后的改造方案

张敏杰

质量管理N>小组活动专题

KI!p>小组在石港泵站检修闸门堵漏施工中的应用

李振华!陆美凝!郭士超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IJ!以信誉铸造品牌!用实力彰显成就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IL!陕西省米脂高西沟水利风景区

IL!陕西省眉县霸渭关中文化水利风景区

+'$* 年第 $' 期

工程施工

"!顶管穿越砂夹石公路的施工方法探析

孙兆鹏!孙!晖!石通秀

$!不均一土料在南水北调渠堤填筑中的应用

张会香!姚蓬飞

"#!宿松县黄大口水库除险加固施工浅析 吴雁林

"L!坝基土石方开挖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王二红

"I!秦岭隧洞"黄三段$M 号洞施工通风方案比选 陈红如

JM!异形钢模板在密云水库调蓄工程泵站群施工中的应用

吴!钢!李!皓!刘!磊

科研设计

JI!非对称消力池水力特性的试验研究 尹杨松

MJ!海防堤工程沉降量及挡墙稳定计算方法探析 陈!诗

M$!王庆坨水库工程库区水井封堵效果试验研究

杨!钊!吴树香

MH!水库防洪与兴利双目的两阶段优化模型应用研究

李!博

LM!无锡市张巷浜节制闸改造工程结构计算浅析

吕晓威!何建栋!周建东

LI!基于锦凌水库泄水建筑物的方案比选研究 王福振

$J!引水隧洞充排水实验渗压计实测数据分析

刘毓福!李数林!张!杰

建设管理

$K!山东省水管单位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刘!琳

FJ!临沂市水利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对策探讨

许士欣!林!娜!李文华

FF!+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解读

汪自力!周!杨!李长征

FH!关于)十三五*期间金昌市水利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陈有华!南建章

KL!新疆开都河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建设与管理模式浅析

赵晓溪

KK!水利工程WWW建设模式浅析

翟伟锋!董红元!肖!峰

运行管理

I"!钢化玻璃廊道在关门山水库除险加固中的应用

王业红

IF!冬季输水渠道防冻胀破坏研究 王文生

H#!浅谈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

杨德同!解学相!王德明

HJ!河床式水电站厂房机组大件特殊进厂方式讨论

吴!凯

水利水电工法展示

H$!竖井开挖支护及混凝土衬砌施工工法技术

刘!伟!熊富有

质量管理N>小组活动专题

"#"!减少复杂地质隧洞超挖研究 李!岗!董玉飞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F!诚信赢天下!质量树丰碑

---湖南省水电"闸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K!甘肃省肃南隆畅河风情线水利风景区

"#K!甘肃省庆阳市庆阳湖水利风景区

"#I!江西省弋阳龙门湖水利风景区

+'$* 年第 $$ 期

科研设计

"!子坝加高工程灰坝坝面布置运灰道路的稳定性分析

冯永欣!蔡!红!张哲源

K!关于地基/-%ae新技术及水利工程变形监测应用的研

究 孙建勋!郑会歌

""!隧道工程连续带式输送机节能设计及应用

李明霞!陈!霖

"K!排水边界条件影响下闸室基坑开挖支护算例分析

李文奇!陈法兴

'&*!'



JM!浅析阳极材料对W>>W管道阴极保护效果的影响研究

韩!成

JK!大型三角闸门空间桁架结构杆件选择对比分析

时殿亮!刘建龙!朱文彪

MM!溢流坝结构应力计算及其数值模拟分析 刘!荚

MK!马圈沟河天然河道水面线推求方法探讨 赵俊卿

L#!水利工程沥青混凝土沥青含量测试方法分析探讨

杨桂权!贺!歆!王怀义

工程施工

LL!台儿庄节制闸混凝土防碳化处理 李志荣!荣海北

LK!临洪东站自排闸沉井下沉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措施

张海虹!王继光!刘占明

$"!市政排水工程顶管施工技术的应用与展望 沈向荣

$$!洞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液压抓斗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探讨

姚建勋

建设管理

$I!浅议罗闸河一级水电站建设要点 赵晓溪

F"!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吴东海

F$!向家坝水电站航空摄影测量项目测绘成果生产质量

控制 司三平

K#!无锡市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及管理研究

陈!婕!周建东!王!健

KL!无锡市闾江大堤挡藻工程措施浅析

陈科巨!吕晓威!何建栋

KK!黄河下游河道整治现状与面临的新问题

张旭东!朱莉莉!张治昊

I#!济南邢家渡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

与管理 陈晓燕

运行管理

IM!联合加固技术在青山水库大坝左岸边坡加固中的应用

韩东海

IK!泽城水库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研究 许王峰

H"!关于水轮发电机组主轴摆度过大及推力轴承瓦温偏

高的分析及处理 何斌生

HF!浅谈当前中国水库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

策建议 吴!钢!刘!磊!李!皓

HH!水管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系统浅析

顾!翔!拾景胜!杨!俊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打造新型企业!树立诚信模范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K!重合同守信用!铸就精品工程

---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公司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

"#L!山东省莒南鸡龙河水利风景区

"#I!青海省玉树通天河水利风景区

"#I!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阳洼流域水利风景区

+'$* 年第 $+ 期

本期特稿

"!中国水利工程安全与管理 孙继昌

工程施工

F!OPQ穿越浅埋泥石流不良地质洞段施工技术措施研究

卢传亮

H!千斤顶反拉法在
!

河入渭口堤防交通桥挂篮施工中的

应用 李!辉

"J!闫潭灌区节水改造施工创新浅析 刘伟华

"$!格宾网的施工工艺及应用 曹丽娟!纪!媛!孟怡凯

科研设计

J#!库区淤积物对大坝渗流安全的影响评价分析 王凯博

J$!基于WUam/%的灌注桩加固堤防边坡深度优化设计研

究 李!锋!李莎莎

JH!矿山建设项目对潦河河道防洪影响评价研究 彭幼林

ML!新疆天然河道旁渠人工砂渗流取水方式的应用

经敏川

MH!福建万安溪水电站底环优化设计 潘晓豪

L"!大型泵站设备三维检修仿真培训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张仁田!李龙华

LK!预应力锚索加固对石门坎水电站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房敬年!耿轶君!万!岳

$#!关于水利工程中',

Z和i

Z与水泥基材料早期收缩性

能的关系探究 贾世锋

$L!水位下降对平山水库黏土心墙坝渗流场和稳定性影

响分析 胡淑娟

建设管理

F#!电磁测深技术在卡邦波水电项目上的应用 赵新泽

FF!峡江水利枢纽监理团队的经验交流 周奇才

K"!浅析建筑企业货物采购招标中的技巧与应用 徐!丰

K$!浙江省排涝泵站深基坑工程现状与发展探讨 朱明星

I#!抚州市临川区山塘整治工程的做法及成效 张虎保

运行管理

IM!浅析水库预警及抢险过程中的主要技术 孙彬彬

IK!数字化技术在丰满水电站重建工程中的应用

姚宝永!田!政

经验交流

H#!+中国水利史典,编纂文献概览 王!艺

水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

HM!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黑龙江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HL!诚信为本!实力奠基!铸造精品工程

---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HF!鸿业远图谱新篇

---上饶市远大水建工程有限公司

HI!不忘初心!诚信共赢

---湖北郢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



简讯

HH!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公布 J#"K 年 "#I$ 家单位会员信用

评价等级结果

"#J!+水利建设与管理, J#"K 年总目次

+'$* 年增刊

工程综述

"!龙背湾水电站工程建设与管理 张汉青

$!龙背湾水电站枢纽总体布置浅议

吴红光!李文峰!涂江静

""!龙背湾水电站建设期工程质量控制概述

崔培玉!郭伟震!陈志宏

"L!龙背湾水电站边坡设计综述

涂江静!王梦雅!吴红光

建设管理

J#!龙背湾水电站项目筹资分析 刘云杰!张忠祥

JM!中小水电项目并购中收购方风险防控探讨

刘云杰!任松涛

JF!龙背湾水电站建设期工程保险索赔问题探讨

朱卫东!崔培玉

JH!影响龙背湾水电站工程项目投资成本因素分析

张忠祥!李!涛!宗文君

MM!龙背湾电站面板堆石坝坝体填筑施工质量控制

段购粮!陈!洲!赵!蓉

工程施工

MK!浅谈龙背湾水电站电缆敷设施工工艺

施!蕾!陈洪伟

MH!龙背湾水电站溢洪道预留上坝料开挖施工技术

王梦露!赵建中!蒋永亮

LM!贝雷架在溢洪道工程闸室桥梁施工中的设计及应用

肖国峰!陈志宏!蒋永亮

LK!浅谈埋石混凝土在龙背湾水电站工程中的应用

王江涛!蒋清芳!李国超

$M!锚筋桩在高边坡支护施工中的重要性

张东辉!李国超

$K!承载式浮桥在龙背湾水电站工程中的应用

陈志宏!洪亚飞!郭伟震

F#!固定式测斜仪在龙背湾水电站工程中的应用

常!亮!张鹏飞

科研设计

F$!面板堆石坝渗流控制效应分析 李德水!李!涛

K#!溢洪道开挖料上坝路线比选 赵建中!蒋永亮

KM!龙背湾水电站大坝反渗排水设计

吴红光!赵建中!王梦雅

KF!龙背湾水电站料场硐室爆破设计 吕利民

KH!龙背湾水电站水力机械设计

胡新益!牛!彬!马新红

IJ!龙背湾水电站厂用电系统结构及优化

马新红!周!宁!李海龙

IF!基于U,D4)19的水泥灌浆实时监测系统设计

李国超!王江涛!陈志宏

H#!龙背湾水电站工程施工期防洪度汛方案研究

郭伟震!潘淑改!高凯阳

HM!龙背湾水电站排水系统设计

黑金博!王!燕!张鹏飞

HF!龙背湾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设计 黑金博!王!燕

HH!龙背湾水电站厂房设计 胡汛训!代!炜

"#J!龙背湾水电站电气设计 陈!磊!郭铁桥

"#I!龙背湾水电站发电引水隧洞设计 涂江静!吴红光

""J!龙背湾水电站金属结构设计 丛景春!罗!华

""$!龙背湾水电站变坡式溢洪道设计

余!晖!王!越!代!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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