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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具体开展施工作业时,科学处
理软土地基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确保能够有效弥补软土地基的不足,
本文首先论述软土地基特征,然后综合探究处理软土地基的具体策略,希望能够对软土地基进行更为有
效的处理,为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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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oft land found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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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soft soil found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carrying out concrete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and relevant staff need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to ensure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soft soil foundation.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soil foundation and then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strategiesfor
treating soft soil foundationhoping to treat it more effectively and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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