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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闸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水量,水闸施工质量的好坏对水利工程产生直接的
影响。所以,在整个水利工程建设中,企业单位要提高对水闸施工管理的重视程度,制定严格的水闸施工
标准,保证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水闸施工安全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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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trol measures of sluic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farml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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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 of sluice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o control water volume. The
quality of sluice construction has a direct impact 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refore, in the whol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sluice, formulate strict sluic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sluic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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