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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水利设施不断完善,水利工程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水闸是水利工
程中常见的水利设备。因此,水闸工程的施工质量直接影响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需要对水闸的施工
进行管理,在水闸施工前、中、后进行全过程的施工质量管理。提高水闸建设质量,确保水利工程建设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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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my country's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lso increasing. Sluices are common water
conservancy equip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sluice project
directly affect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man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luice, and carry 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luice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uice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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