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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惠及当地民生的重要工程,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同时在经济建设
中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对地区、社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价值。正因如此才会予以高度重视。
水利项目投入前护坡工程是需要高度关注的,这与该环节很容易出现状况有直接联系。建设单位要做好
布局工作,选用合适的施工技术,保障工程可靠与稳定。生态护坡这种技术是目前合理性最高、科学性最
好的护坡手段,能够有效改善水利项目质量,达成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因如此,国家才会对其提
出高度的关注,希望其能够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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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river ecological slope protection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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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oject benefiting the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but also play a great rol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society and country. That is why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Before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put into operation, the slope protection project needs high atten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asy occurrence of this link. The construction unit shall do a good job in layout and
select 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project. Ecological slope
protection technology is the most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slope protection means at present.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ecause of this, the state will pay high attention to it and hope it can benefit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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