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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质量管理是整体管理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确保工程建设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实现的重要保障。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环节的复杂性,使得质量管理工作开展面临诸多方面
问题,对质量控制带来严峻挑战。本文在概述施工质量管理相关理论基础上,分析具体工作开展中存在的
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提升路径,以此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高效运行奠定良好基础,为推动我国水
利水电事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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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quality management is a basic
part of the overall management work, which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which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path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undertak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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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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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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