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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工程,关系着国计民生,如发电、灌溉等。现代化水利水
电工程在建设时存在较多的施工难点,如管理、技术和施工人员管理等。施工技术决定着建筑的质量与
性能,强化技术管理,完善管理制度,是提升工程质量的关键。本文主要对现代化的水利水电建筑施工中
存在的技术难点和处理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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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onstruction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idong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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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such as power generation, irrigation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uch as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building.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r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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