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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水利工程项目规模不断扩大,项目数量日益增加,受到人
们的广泛关注。水利工程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须予以高度重视。为保障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延长水利工程使用年限,充分发挥其功能性,应重视水利工程中的混凝土施工,对其进行严
格管理。不断创新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建立健全的混凝土施工技术应用体系,以提高混凝土施工技
术水平,实现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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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and are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hich must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alit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ncrete
constr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strict management of it should be carried out.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establish a sound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and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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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确保振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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