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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闸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对于保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非常重要,其直接关系到整个水利工程
质量,对于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非常关键。但是水闸工程的施工容易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在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保障水闸工程可靠运行,必须严格控制水闸工程的施工质量。基于此,本文阐
述了水闸工程的重要性及其施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水闸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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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slui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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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chuan Town Water Affairs Station, Donghai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the sluice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luice project is easily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sluice proje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sluice project must be strictly controll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luice
project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construction,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slui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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