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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数量逐步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水利项目的建设越来越重
视。由于水利工程项目必须要达到质量标准后才可以投入使用,因此在建设前就要制定完备的质量管理
体系,并在后期施工时落实好质量管理工作,如此才可以使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得到保障。在水利工程建设
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混凝土的施工,混凝土的浇筑工序是否完善决定了水利工程是否能投入使用。本文
就水利工程中对混凝土的施工管理以及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方面的相应举措进行探讨和研究,提出了
一些可行的技术方案和管理经验,希望可以对以后类似的施工项目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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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the number of wat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the coun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since hydraulic engineering must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s before they can be put into us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complet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befor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well in the late construc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project
be guaranteed.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most critical step is concrete construction, whether
the concrete pouring process is perfect determines i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an be put into use.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concret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technical scheme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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