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利工程现场质量发挥监理作用的有效策略研究
鲁浦吐拉·木提里浦
新疆海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8.3982
[摘 要] 水利工程现场施工形势较为复杂,对施工质量控制具有较高要求。现场监理是实现质量控制不
可或缺的环节,是提升工程建设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在简要概述水利工程现场质量监理工作价值
基础上,分析实际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监理作用发挥的有效策略,以此为相关工作开
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整体质量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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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Field supervision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to achieve quality
control and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value of field quality supervis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ctual 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supervision role pla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work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at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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