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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水电工程建设给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对建设区域的气
候环境、水域环境、地质条件和土壤、植被、农田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协调好小水电工程的建
设效益与生态效益是至关重要的,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小型水电工程建设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具体危害,结合具体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改善环境问题,提升小水电工程建设
的综合效益,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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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a 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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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rings convenience to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aused certain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limate environment, water environment, geological
conditions, soil, vegetation, farmland, etc. It is crucial that how to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benefit and
ecological benefit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 and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Firs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harm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tak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spons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the small hydropower projects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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