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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能源也提出了较大的需求,电能需求也不例
外。电能需求的变化使企业建设了大量的发电机构,而在诸多发电机构中,水利工程的规模较大,数量较
多。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基础施工技术尤为关键,直接影响了工程施工的整体效果。本文就将重点论述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基础施工技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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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 also put forward greater demand
for energy in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demand for electric energy is no exception. The change of power
demand makes enterprises build a large number of power generation institutions. Among many generator
structure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a large scale and numb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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