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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地质调查中,水利工程和环境地质调查研究工作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
地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准确无误地分析处理水利工程、环境地质工作,及时总结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确保勘察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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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eological survey,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survey research
work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economy, and its main contents include environmental geology,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 Accurately analyze and deal with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work,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 work in time, formulat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ensure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surve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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