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文与水资源管理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李敬文 胡志广
黄河河口管理局利津黄河河务局
DOI:10.32629/hwr.v4i7.3131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环保力度在持续增加,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等各项工作,并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相关人员需要注重
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融合,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
行提供支持,文章主要针对水文与水资源管理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为水利行业的持续、稳定
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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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orts in the continued
increase, the communi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other work, and put forward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 relevant staff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vide support for water management work orderl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e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sustaine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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