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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水利水电施工技术的管理,技术管理的优劣直接影
响到水利工程的良好建设,因此,需要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各个建设环节对其加强管理力度。从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的技术方面对其进行加强,提高施工的技术水平,保障每个建设环节的施工都是在良好施工技
术的保障下进行的。本文主要针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促进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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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technical
manage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each construction link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From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will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construction, and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ach construction link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arantee of goo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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