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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的水利工程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且在实际工作开展的时候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因
此在社会发展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水利工程的安装质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要想提升安
装质量,就需要工作人员能够严格的按照相关技术进行操作,并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及时的发现存在
的问题,科学合理的进行解决,使水利工程当中的机电设备安装质量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水利工程的建
设安装规模越来越大,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应该对其使用过程进行探索分析,清楚的掌握相关问题,然后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解决方案,使得该工程的工作效率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进而更好的满足当下社会
发展当中对于水利工程的需求,水利工程的高效工作是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生活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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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evelop very fast, 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actual work. It has an indispensable position in social development, so the installa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stallation quality, the
staff need to strictly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echnology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s in time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and and solve them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so that the installation quality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be well improv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scale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we should explore the use process, clearly
grasp the relevant problems, and then formulate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mak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project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basic guarantee for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civi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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