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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是当前我国市政工程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为各个领域的生产经营
提供充足的水利资源。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由于城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于水资源的
使用也不断增长。为了有效地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问题,就需要通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加强对水资源的科
学分配。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需要根据工程地质特点,重点关注软基处理技术的应用,选择科学的施工
工艺,有效地降低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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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can provide sufficient water resources fo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t can be found that due to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cities, th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s also increas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geology,
select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some quality problems and safety accidents that
may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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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工程的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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