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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蓄水、发电、防洪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水库
建设期间受施工工艺、现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容易产生严重的质量问题与安全事故,影响水库工程运行安
全。因此,施工建设期间,必须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从细节入手,完善安全及质量管理机制,保障水库
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切实满足工程管理需求。本文重点探讨水库建设工程中的施工
管理措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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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projec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ater storage, power generation, flood control and other aspects. During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period,
it is easy to produce serious quality problems and safety accidents,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safety of the
reservoir proj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improv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start from the details, ensur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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