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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重要工程,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可靠性对于减少环
境污染、提高水利工程效果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水利工程导流施工的施工质量,相关施工人员应
当全面掌握导流施工的技术要点,采用科学的作业方法,提高施工水平和规范化施工意识,发挥导流施
工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以下对水利工程施工中导流施工技术进行了探讨,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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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n important project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eople's
lif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hould fully master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adopt scientific operation method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and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awareness, and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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