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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地质勘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唯有实现对水利工程建设周边环境
的深入调查、研究、记录,以及在对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制定与设计出最优的施工方案,
实现对岩体治理问题的有效处理,才能确保较高的施工质量,有效规避安全事故。基于此,文章对水利工
程建设中的地质勘察与岩土治理问题进行了有效分析与探索,希望能够为相关工程施工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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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geotechnical trea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Yu Li
Survey,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Geological survey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Only by realizing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record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premise of in-depth analysis of relevant data,
the optimal construction plan is formula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rock mass governance
problems, can we ensure high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effectively avoid safety accidents.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ffectively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geotechnical treatment problems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p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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