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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行业,社会发展也与之产生了密
切的联系。在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利用互联网相关的技术与设备等,可以让施工管理工作取得更好的
成效。在技术支持下,水利相关的信息可以获得共享,进而提高水利工作的管理实效性。作为水利相关负
责人,需要正视互联网+的作用,并且提高施工管理工作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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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era,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in
socie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lso had close ties with i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use of Internet-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can mak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work
better. With technical support, water conservancy-related information can be shared, thereby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work. A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water conservancy, we need to
face the role of Internet+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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