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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小河流河道治理工程已经成为我国防洪体系建设中较为重要的研究项目,并随着研究
和投入力度的加大,取得了显著效果。本文通过对工程案例的具体分析,开展中小河流河道治理工程的探
究,并对其质量控制方法加以研究,以保证工程质量,促进其功效的良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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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Pe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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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lood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engineering
cases, we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nd study its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so as to ensure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promote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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