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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施工进度控制,对项目整体建设和运行水平
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常会使得水库施工进度控制与设计方案要求出现偏差,甚至对
施工质量控制造成影响。本文在简要分析水库施工进度控制重要性基础上,明确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
制,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管理措施,以期为相关工程建设和项目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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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rvoi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control,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level of the project. However, due to many factors,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progress control
and design scheme requirements often deviate, and even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reservoir construction progress control,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measure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relevant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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