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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运营过程中,工程检测是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工程检测以及检测管理对于提升
工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受内外因素制约,水利工程检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工程检测
管理水平,本文运用调查法、文献法、归纳总结法对水利工程检测中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
各项问题提几点针对性建议,希望能为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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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esting
Chunyan Wang
Zhian Engineering Testing Co., Ltd., Henan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roject testing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ject testing and testing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project quality. However, restric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esting.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engineering
testing,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literature method and summary method to analyze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esting, and makes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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