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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为了保证其安全可靠运行,必须合理
开展监理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有些施工企业为了利益,没有依据有关规范标准以及
结合实际开展作业,导致施工作业不规范,使得水利工程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问题。作为监理工作的重要形
式之一,旁站监理的有效开展对水利项目中的隐蔽工程质量发挥着关键作用,其能够有针对性的控制水
利工程质量,并且提升监理工作效率。而且旁站监理工作的合理开展,要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结合水
利工程实际进行实施。此外旁站监理工作可以适应具体的水利工程施工要求,尤其在特殊的水利项目工
程中,能够使其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了提升施工质量以及发挥监理工作价
值,需要结合项目工程实际情况合理开展旁站监理工作,同时加强其管理。因此保障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以
及确保水利工程的安全可靠运营,本文概述了旁站监理,阐述了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旁站监理要求,对水利
工程建设中的旁站监理管理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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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its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supervision must be carried out
reasonably. However,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som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do not carry out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for the sake of interests, resulting in non-standard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and potential quality and safety problem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supervision,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on-site supervis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quality of concealed work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can control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Moreover,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on-site supervision is required to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addition, the on-site supervision can meet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specially in speci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ts role can be fully reflected.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super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asonably carry out on-site supervis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strengthen its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n-site supervision, expounds the on-site 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on-site supervision
management strate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on-site supervisi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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