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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很多电气设备都在不断进行更新换代,电力能源的消耗量在不断
攀升,但是依靠传统的火力发电等方式,会导致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同时避免不了会破坏生态环境。为
了减少能源的消耗,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保证工程施工质量,需要加强对土石
坝施工技术的深入分析和有效利用,促进水利工程建设的稳定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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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many electrical equipment is constantly
upgrading, and the consumption of power energy is rising. However, relying on traditional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will lead to a larg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cannot avoid damag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To further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soil and stone d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the steady
growth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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