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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交通规划、水利工程等多领域的全面发展,进一步
要求我国各个建设领域能够进一步提高设计的精准度以及降低工程设计的劳动强度,因此利用Civil 3D
技术也就成为我国多个建设相关领域设计部门所青睐的重要设计工具。本文首先对Civil 3D技术进行内
容的介绍,对civil3d软件技术运用在水利工程的应用优势进行说明,最后对Civil 3D技术运用在我国水利
工程的实际应用流程进行详细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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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market economy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it is further required that
various construction fields in my country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esign and reduce the labor
intensity of engineering design. Therefore, the use of Civil 3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sign tool
favored by design departments in many construction-related fields in my country.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Civil 3D technology,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civil3d software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finally giv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actual application process of Civil 3D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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