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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进行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时,相应的施工技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可以确保工程的顺
利运行,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使用时限,所以,需全面掌握各项施工技术的细节,让
项目施工能够顺利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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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time limit for the us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details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so that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proceed
smoothly.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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