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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提升,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有效发展,安全的水利工程建设离不开
混凝土的各项检测和质量控制,而加强混凝土的试验检测和生产质量控制,不仅能有效提升水利工程建
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水利工程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文章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对
水利工程中混凝土检测试验及生产质量控制提出了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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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has been effectively developed. The saf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tes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tection test and 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can not only help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but als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view of this,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many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ncrete detection test and 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which a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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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也有利于促进水利
工程建设总体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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