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浅谈水利工程河道堤防施工质量管理
狄建锋
长兴县太湖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DOI:10.12238/hwr.v5i7.3919
[摘 要]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受到了高度重视,河堤建设在防洪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抵御洪水的屏障。
为确保我国防洪工程的顺利发展,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本文从河道堤防施工质量出发,提出了相应的质
量管理措施并加以阐述,以使后续堤防工程更具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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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discussion on quality management of river embankment constr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Jianfeng Di
Taihu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Service Center in Changxing County
[Abstract]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highly valued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river
embankm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lood control and is a barrier against floo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our flood defense projects and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benefit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quality of river embankment construction, proposes and elaborates corresponding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so as to make subsequent dam projects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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