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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项目建设中,混凝土施工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质量控制的有效性是整个工程基础稳
定、质量完好的保证,由于涉及的工序较多且复杂,在进行施工管理时务必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实现全
过程的动态性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做好质量控制,确保整个项目施工有序、稳定进行。本文就
水利项目建设中的混凝土施工管理及其质量控制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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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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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ncrete construc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quality control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stability and quality of the whole project foundation.
Due to the many and complex procedures inv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
to realize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eliminat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time, and do a
good job in quality control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st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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