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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仅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质量和性能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也给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水利工
程建设范围通常非常大、施工现场也较为复杂和混乱,这也给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带来了困难。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有着其独有的特点,并且很容易受到周边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施工质量出现问题。鉴于此,本
文主要分析和讨论了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特点,并提出了水利工程施工的影响因素和现状,最后还提出
了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措施,希望能够更好的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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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made good
achievements.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scale is getting larger and larger, but als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cale, it also brings
greater difficul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sco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mmonly is very large, a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is also complex and chaotic, which
also bring difficul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easily affected by surrounding
factors, resulting in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uts forwar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oping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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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首先,施工单位要对管理人员提

离不开专业的监理队伍,因此要建立一

供定期的培训,通过培训活动来学习更

个良好的监理队伍来进行施工监管,并

的提高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因此,要加

加先进的管理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方向的

且还要不断的提高监理队伍的综合素

强对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视,在管理

知识,这样能够帮助施工管理人员提高

质。同时,在监理队伍内部也要建立相应

过程中对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进行综合

基本素质的同时,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

的评价系统,通过评价来规范监理人员

考虑,确保各类因素不会对施工管理造

其次,对于施工管理人员在管理工作中

的行为准则,从而使监理工作变得更加

成严重的影响。同时,还要结合水利工程

的一些行为也要适当的进行约束,这样

规范化和严谨化。

施工管理的现状,积极采取相应的质量

才能够避免施工管理过程中留下质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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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严格控制材料质量,合理规划施
工进度
施工材料的质量对于水利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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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使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更加高
效,为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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