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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我国各项产业及领域
的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这其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就是我国基础建设的不断发展。在
当前,我国在基础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享誉世界”的成就,而基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作为我国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的好坏与施工的工艺,将直接影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因此,基层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的发展,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本文聚焦于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方施工技术的工艺
问题,通过全方面、多角度、分层次的剖析当下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中土方石施工技术的应用问题,坚持以
事实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力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供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人员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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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Earth and Ston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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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and the mostly known to the public i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world famous" achievements, and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oblems worth thinking abou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earthwork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insists on the fact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workers.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oil and ston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iscussion and thinking; application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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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石方施工技术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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