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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检测中,探地雷达是一种有效的检测技术,该项技术理论先进、方式灵活且检测精度
高,科学运用探地雷达检测技术对改善水利工程质量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运用文献法、调查法对探地雷
达技术的检测原理进行分析,并就探地雷达技术在水利工程检测中的具体应用展开探究,希望能为相关
工作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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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ofground penetrating radar（GPR）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tection
Zhijie Chen
Henan Zhian Engineering Testing Co., Ltd
[Abstract]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tection,ground penetrating radaris an effective detection
technology,which is advanced in theory, flexible in method and high in detection accuracy.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GPR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Therefo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tection principle of GPR technology by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GPR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tection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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