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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高,工程附近的居民用水用电就比
较方便,当水利水电工程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停水停电,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因此,要重视水利水电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对施工工程环境进行地质勘察。在勘察中,探测技术要科学合
理,保证勘察的准确性。本文对地质勘察工作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分析,还对当前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提出了基于地质勘察的水利施工方法。本文分析地质勘察作用,阐述水利水电工
程地质勘察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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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the more convenient it is for residents near the project
to use water and electric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water and
power will be cut off, which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lives of nearby residents.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In
the survey,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geological survey,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geological surve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geologic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expounds the geological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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