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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边坡工程作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施工内容。边坡工程对施工技
术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施工开挖具有较大的难度,若是未能科学合理进行管理控制,将会非常容易出现安全
隐患或者是质量问题。
由此一来,水利水电工程边坡工程施工中,工作人员要及时明确边坡开挖支护的重要
价值,合理运用边坡开挖施工技术,加强边坡开挖支护工程的效果,确保能够高效建设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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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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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slope projec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t puts forward very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excavation is difficult. If it fail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t will be very prone to safety risks or quality problems.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lope
engineer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staff should timely clarify the important value,
reasonably use the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ide slop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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