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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具备工程量较大、以及周期较长等方面的特征,导致水利工程建设期间易于
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则常常难以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进度,而在水利工程建设之中,若能够
良好运用导流施工技术对于河流水道进行引导,那么则利于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良好性进行,由此可见,
导流施工技术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基于此,本文就水利工程建设的导流施工技
术的应用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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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engineering
volume and long period, which makes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asy to be
restricted and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f the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guide rivers and waterways, it will help ensure the sou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can be seen that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ccupi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my country. Lo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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