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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施工要确保高效性、安全性与效益性,过程中有许多干扰因素影响施工质量与进度,
监理工作的作用就是排除干扰因素或降低其影响力。只有基于水利项目建设与施工的具体方案、环境
和环节,一一对应设计监理内容,解决监理工作常见问题,才能促进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基
于此,文章就水利工程监理工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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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n the Work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Yacheng Kang
Xinjiang Jinye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must ensure high efficiency, safety and benefit. There are
many interferenc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that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progress. The role of supervision
is to eliminate interference factors or reduce its influence. Only based on the specific plan, environment and
links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build and construction, carrying on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to the design
supervision content, and solving common problems in supervision work, can we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our country's water project construction level.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upervision
work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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