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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社会的基础工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平也在不
断的提高。水利工程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坝址的选择至关重要,这就相关的地质勘察人员做好工程地质
勘察工作,以此来保证坝址选择的有效性。基于此,文章就水利工程坝址选择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进行了
分析,希望对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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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for dam site sele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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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he basic project of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lso improving.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 selection of dam site is very important, so the relevant
geological survey personnel do a good job 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am site sele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dam
site sele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role for the actu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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