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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利水电工程事业的开展,我国在水利行业获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
相继研发出许多水利水电工程的专利。但是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基于
此,本文根据当前水利水电工程存在的问题,展开对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控制方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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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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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hina has achieved a
relatively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and has also developed many pat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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