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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长,水利水电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需求,为人类提供电力。其中,水闸工程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水闸建设是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保证。 作为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水闸工程的质量对整个工程影响巨大。加强水
闸施工过程管理,确保水闸工程质量,为整体工程建设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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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global resour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as
a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can meet the needs of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human beings. Among them, the slui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a good sluice
construc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power engineering, the quality of sluice works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whole projec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luice construction process,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sluice project,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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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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