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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道堤防工程具有优良的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要想保障河道堤防工程的长治久安,还需要
在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其结构的稳定性和平整性。引进现代化技术对其进行信息化管理,能够有效保障河
道堤防工程的安全可靠运行。同时对于工程后期的维护工作更不能松懈,特别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前
后,更应加强预防和治理工作,以保障河道堤坡和顶面等部位结构牢固、位置平整,管理人员应定期排查
工程安全隐患,并及时通知专业人员维护和抢修,以降低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和工程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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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to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iver embankment engineering
Jianfeng Di
Changxing County Taihu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River embankment projects have excellent flood control, drainage, irrig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river embankment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flatnes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troducing moder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river embankment projects.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tenance work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project should not be slack, especially before and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and earthquak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sure that
the river bank slopes and top surfaces are structurally firm and smooth.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regularly check the hidden dangers of engineering safety, and timely notify professionals to maintain and repair,
so as to reduce the damage degree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economic losses of the project.
[Key words] modern technology; river embankment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easures; maintenanc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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