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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伴随着基础建设的不断扩张,水利工程建设的
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水利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建设,施工的技术繁琐,为水利工程的管
理带来重重困难。传统的水利工程无法保障工程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的水利管理需
求。信息化技术能确保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准确有效,并且能够大幅度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效用。基于
此,本文就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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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with tediou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ringing many
difficulties to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not
guarante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project, and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nsure th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overall ut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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