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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进步,很多行业随之发展起来,这其中保障能源供应的水利工程也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水利工程在发展当中也对水文水资源管理有了新的要求。在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
之中,水文分析计算结果显得十分关键。在开展水利工程的建设时应该对存在的水文问题加以总结,
并对建设之中水文水资源管理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确保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平
能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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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many industries have developed along with it. Among
the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nsure energy supply have also been greatly developed,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also developed new requirements for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hydrolog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When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hydrological problems,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manage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during construc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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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落实好施工管理的统一及安排,对
总体的效果,让工程建设最终的质量得
到保证。
3.4强化管理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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