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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同时给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也带来空前的发
展,水利水电的发展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利。绿色环保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发展
方向,水利水电工程已成为当前电力能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向,其在充分满足社会供给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绿色环保的目的。本文通过对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和施工各个阶段中的质量管理控制问题进行分
析,总结出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和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完善水利水
电工程在建设和施工中的质量管理控制措施,以此来推动水利水电工程事业能够稳步快速地发展。
[关键词] 水利水电；施工阶段；质量管理；管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Jingguo Zhou
Heshan District Water Resources Bureau, Yiyang City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makes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higher and high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vides many conveniences for people's daily lif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main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energy. On the basis of fully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supply, they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analyz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roblem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various stages of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quality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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