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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水利水电项目流动性较大、涉及面广且工程极为复杂,在材料选用及施工技术等方面的要
求极为严格,所以水利水电工程基础处理环节非常重要,受结构类型、质量要求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因素
的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基础施工的难度极大,专业技术人员应充分分析基础处理的各种影响因素及施工
要点,找到有效的处理方法,解决工程中的各种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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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arge mobility, wide range, complex engineering and strict requirements, the basic
treatment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is very importa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type,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is difficult, thus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should fully analyz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fi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s, and solv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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