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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管被高度重视起来,毕竟通过发挥水利
工程作用能很好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管中,水文监测工作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内容,同时也是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工程建设及运管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我们要重视水文监测
的工作。目前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中,水文监测工作还存在一定问题的,需要根据这些问题改进水文监测方
法,以便能更好的发挥出水利工程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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