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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电水利设计中应用生态理念具有多种积极的影响,不仅能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还能促使
生态环境的缺点转为优点,有效地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在水电水利设计过程中灵活地应用生态理念。基于此,文章就生态理念在水电
水利设计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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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s in th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has a
variety of positive effects, which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t also mak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urn into advantag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atural resourc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so as to flexibly apply the ecological concept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hydropower and water conservanc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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