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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迈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市场经济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现阶段国内水利资源已经无法满足
现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我国能够修建水利水电工程的位置基本上已经处于饱和,这就直接导致国内水
利水电工程发展受到限制,想要继续发展就只有在不良地质上开展工作。但是不良的地质条件对处理技
术要求较高,如果处理不好,其水利水电工程修建过程中乃至是修建好之后都会面临各种问题。面对此种
情况,在修建过程中,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开展修建工作,以此保证其安全性。文章主要针对在不良地
质条件下,水利水电工程的处理方式,以期对今后的水利水电工程修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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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domestic market economy has achieved further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domestic water resourc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but the
lo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at can be built in China has become saturated This has
directly led to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to
develop, you can only work on poor geology. However, the poor geological conditions require very high
treatment technology. If they are not handled well, they will face various problems during and even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the face of this situ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work to ensure its safety.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imed at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under adverse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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