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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对于水利工程各种基本的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大,促进基础设施
的完善。引水渠道在输送水源、农业灌溉和引水发电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提升了水资源开发利用
效率。水利工程网络的铺展离不开施工建筑各种各样的引水渠道,其施工质量直接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安
全运行及其寿命。本文分析了引水渠道混凝土衬砌工程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何提高工程施工质
量的措施,以期为相关人员和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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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Lining Engineering of Water Diversion
Channel
Rui Ren
Xinjiang Yili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various
basic construc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The diversion channel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onveying water sourc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divers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sprea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network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various diversion channels of
construction buildings, and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safe operation and lif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rete lining works and propose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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