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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对全球水资源需求的增加,使得全球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发严重,导致水资
源危机愈发显著。通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充分开发与利用水资源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项目。水利工程建
设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开展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落实水利工程高效管理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缓解全球水资源危机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优化水利工程管理的角度出发。从水利工程管理的特
点、管理现存的问题以及现代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等方面探索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新路径。尤其
为中小工程以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提供优化水利工程管理的路径,为水利工程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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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global water resources by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ter shorta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resulting in a more significant water
resources crisis. It has become a worldwide research project to fully develop and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tively carry out the informat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alleviate the global water resources cris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manag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explores the new path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it provides a path for optimiz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ojects and 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and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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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各级财政
补贴,导致其他项目缺乏稳定的资金渠
道。比如水利工程管理中系统设备的维
护和运营。预算分配与项目的实际需要
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财政困难的地区。
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使用的性质不
明确,不能有效使用。专项资金也被冻
结、浪费和挪用。资金不足导致项目运
营、维护和维护缺乏保障。最后,该项目
逐步退出维护、老化或“异常”运行,
给水利工程的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未
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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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利工程需求图

断实践和分析,增加先进的管理监测设

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对各

传输水利数据。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

备为今后水利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深入

方需求进行明确,通过相应的需求监理

应用中,加强水利图像和三维实时水利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应的管理方法,例如：资源需求、环境

模型的分类和组织,加强存储和存储,同

[参考文献]

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技术需求

时,还应注重周边大型水利工程的信息

[1]张凯.探究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信息

等,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建设不同的平台

共享,以达到水利信息综合分析和水资

化的支撑技术[J].缔客世界,2020,6(2):203.

系统,以方便各个环节的管理与监测。如

源配置协调的效果。其次,利用地理信息

[2]赵 霞 .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信

图1所示：

技术,通过模型分析,为水利工程建设和

息 化 的 支 撑 技 术 [J].农 村 经 济 与 科

3.3高效应用高新技术

管理提供准确的三维图形和实时地理数

技,2019,30(18):31,64.

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建设需要依托

据。从数据序列分析和空间信息分析技

[3]付长生.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

高新技术。首先,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

术入手,为管理者提供清晰的管理和建

与安全管理问题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

实现对采集数据的智能分析、存储和应

设参考。同时,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对流域

用,2019,(10).195-196.

用,为各种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帮助。分

内的河流、湖泊及相应地形进行建模和

[4]殷匀春.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存

为数据采集与存储系统、数据处理与分

制图。收集准确的水利数据,促进水利工

在 的 问 题 及 应 对 策 略 [J]. 建 材 与 装

析系统、管理决策部门应用系统和公共

程管理的信息化发展。

饰,2019,(18).284-285.

查询系统。在水利工程信息管理中要特

3.4增加资金投入

别重视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不断引进

水利工程管理企业资金短缺是水利

先进的互联网及相关通信技术,获取和

工程管理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由于水

66

[5]杨璐瑶.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
和管理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实现[J].数字
技术与应用,2017,(6).158,16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