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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土木工程建筑施工技术,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缺少创新和完善,一些技术
还较为落后,不仅虚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资源,还使得施工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我国的建筑
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城市建设速度也越来越快,大众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更加严格,此种前提下,优化创
新土木工程建筑施工技术,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与施工企业的经济收益密切相关,也对大众的
人身安全,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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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Innovative Measure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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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China's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som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t is lack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some technologie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which not only wastes a lo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resources, but also mak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difficult to be guaranteed.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speed of urban construction is also faster and faster, and the public has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Under this premise, optimizing and innovating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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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水利水电工程的规模不断扩大,关于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筑要求也越来越复杂
多样。想要进一步的提升水利工程的质量与效率,势必要做好水利工程监督与管理工作。基于此,本文对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管理的重要意义、水利水电施工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加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管理
的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技术管理；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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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blem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Fanrong Ni
Sichuan Ruihong Industrial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t is bound to
do a good job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ommon problem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echnical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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