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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难点及施工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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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数量与规模都在
不断扩大,这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不仅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同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
种情况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应用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情况研究来看,现阶段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仍然存在不少施工难点,从而影响着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对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难点
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对相关技术措施进行了有效探讨,希望能够为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供有
益参考。
[关键词]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难点；施工技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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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Runshou Wang
Xihe WaterConservancyManagement Office, Yongchang County Water Bureau, Jinchang City, Gansu
ProvinceCounty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elatively rapidly, and
the construction number and scale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not only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is case, imore and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is thu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detail, and then effectively discusses the relevant technical 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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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和建设管理方法
姚加伟
盐边县水利局
DOI:10.12238/hwr.v5i5.3807
[摘 要] 中小河流治理工作中,建设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管理人员需充分了解工程建设中的不足,采取
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完善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现场管理工作,保障参建单位的切身利益。本文主要分
析了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和建设管理方法,以供参考。
[关键词] 中小河流治理；问题；建设管理
中图分类号：TV212.5+2 文献标识码：A
Problems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Jiawei Yao
Yanbian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Managers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dopt a practical
management model, improve the sit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s, and
protect the vital interests of participating uni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management; Problem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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