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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稳定提升背景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发展速度明显提升,其施工
质量更是直接影响了工程后期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技术人员也要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关注,本文
将进一步阐述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问题,并针对目前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现状提出合理的应用对
策,希望对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科学帮助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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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peed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stage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technicians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elaborate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op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help and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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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民生工程建设中,水利水电工程的影响越发深远,

作为探测依据,并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主要工作目

其不仅直接关系着群众生活,同时其工程质量还直接关系着社

标。在宏观角度而言,地质勘察技术与地质工作含义相近,在具

会发展。通常工程附近居民的用水用电比较方便,如果水利水电

体工作中,其主要作用就是按照国家经济要求和科学发展方向,

工程发生问题,很可能引发大面积停水停电,不利于周围群众的

对固定区域的岩石地貌、矿产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等地质相关内

正常生活。因此更需要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关注度。要想保

容进行数据研究和调查。与此同时,施工人员要及时查看施工区

证水利水电工程的顺利开展,就要切实加强对工程环境的地质

域的地质灾害问题发生率,避免信息采集期间出现随意性问题。

勘察。在实际勘察期间,应该合理加强对探测技术的应用,确保

当信息采集工作完成后,施工人员还要及时进行信息汇总,将其

勘察工作准确性得到保障。为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水利水电工

上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审查,在多部门联合探讨后确定该区域是

程地质勘察相关问题,并分析具体施工技术。

否能开展水利水电项目。此外,还要加强对当地地质环境的改

1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要求

造。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要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地,如果施工区域的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涉及的环节较多,因此工程中涉及的

水利水电工程存在较大地质灾害风险,就要及时进行地质环境

工作人员和生产要素也更为复杂,在正式开展工作前,更需要加

改造和优化,从而降低该区域地质灾害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强对施工项目的提前准备。地质勘察主要是指按照自然学科或

2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的问题

地球学科为基础,将土地质量研究、物质矿产资料收集和地质历

2.1缺乏对地质勘察的关注

史遗留问题作为主要勘察对象。在勘察工作推进期间,技术人员

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期间,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工

需要应用物理学科、化学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地质学科等技术

作意识相对薄弱,在数据勘测和管理期间,无法针对性开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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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探查,致使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运转存在数据不完整情

需要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配合应用,所以在多种技术手段帮助

况。此外,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并不能有效实现对地质勘察技

下,遥感技术才能够发挥出更显著的技术优势,避免了工作人员

术提升,存在勘察技术落后问题,此种情况的出现也将对水利水

盲目开展野外调查的情况,是对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效率予

电工程地质勘探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以提升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遥感技术作为先进的地质勘测手段,

2.2水位变化影响较大

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中的应用有效实现了工程地质调查和

在地质地势勘察过程中,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水文信息

制图要求,发挥了长距离、跨区域等功能的优势特点,帮助相关

资源也存在明显差异,所以,要想有效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部门节约了大量的地质勘测费用。

人员就要准确、全面的分析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利变化趋势和具

3.3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体数据。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完成后,往往会因为水利地质变化

地理信息系统也被称之为GIS技术,是一项以信息系统为基

出现对建筑物的破坏影响,并且后期工程维护同样会发生较多

础,应用工程图片如平面图、等值线图等数据展开研究的技术性

工程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将对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体结构造

手段。目前该技术主要应用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中。当前,

成负面影响。

国内应用最多,且技术相对成熟的软件是地质大学开发研究的

2.3勘察管理落实效果不佳
在地质勘察期间很容易发生勘察流程不合理或是责任不明

MAPGIS,是当前专业性最为突出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4 地质勘察和施工具体应用对策

确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可能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开展,

4.1加强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

影响了地质勘察整体质量的提升。并且,在地质勘探文件和报告

要想对目前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理,

中,很多数据的表述方式并不合理,致使设计人员很难对施工流

在开展水利水电项目建设期间,技术人员就要加强对先进地质

程进行明确。同时,很多建设单位在地质勘探环节中,并没有提

地势勘察技术的引进和挖掘。当前应用范围比较广泛的重要技

出准确的数据信息,此种情况很可能出现结构不合理或是技术

术是物理探测技术,比如钻孔式技术和彩色电视技术系统等等,

手段不合理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后续项目的有效推进。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物理地层面分析成像技术的应用,在多项技

3 水利水电工程常用的地质勘察技术
要想对施工现场环境进行地质勘查,首先要对地质勘查区
域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明确。下文主要提出了相对常见的勘测手
段,需要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地质环境予以针对性应用或调整。

术联合使用中,地质探勘技术也将得到更为显著的发展。
4.2加强对水文勘察信息的完善
在对地质水文勘察系统结构进行应用的环节中,水文地质
勘察技术属于核心技术手段,其不仅涵盖了水资源抽取、灌注和

3.1物探技术的应用

水位恢复等众多技术试验,同时技术人员还要按照每个区域的

所谓物探技术主要是指借助观察设备装置对区域范围内的

不同地质情况进行地下水深度测验,获取不同位置的水资源数

地球物理场进行勘察,在测得实际数据后,对建设区域内可能存

据,对该区域地下水的主要成分进行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

在的地质体或构造方法进行判断分析。此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具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更为全面和精准的数据证明[5]。

备显著的优势特点,比如数据采集具备较强精准性和野外勘察

4.3特殊地质条件的施工处理

便利性等等。其中,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也是比较常见的物探

首先,加强对地基的处理。在进行地基防渗施工前,工作人

技术之一。该技术借助现有钻孔位置,利用专业操作或反射产生

员应该加强对施工技术手段的学习,严格按照结构要求和设计

的透射波采集能够进一步实现对数据的采集管理,并且在对岩

图纸要求开展施工,配合施工设备和机械进行工程地基挖掘,确

体波速值模拟的过程中能够精准掌握数据变化趋势,有助于工

保地基涂层的内部结构水分始终保持自然环境的风干状态,保

作人员精准掌握岩体结构特点。在目前电子技术迅猛发展的全

证图纸内部地基的强度和质量。其次,加强对混凝土混合的关

新时代背景下,地质勘察中还涵盖了水平钻孔观测技术,这一技

注。在工程建设期间,混凝土混合配比和翻拌技术都应该满足工

术主要原理就是借助钻孔彩色电视系统完成技术操作。其实现

程建设要求。所以在对混凝土比例进行配合期间,要确保材料混

了钻孔电视与光电耦合器装置的融合,在实际观测中能实现数

合的密实性,只有这样才能和钢材质结构零件进行有效配合,并

据精准性和勘测质量的全面提升,同时,由于该技术具备较强的

为后续项目的施工奠定良好基础。

精确度优势和使用周期长优势,所以在近年来水利水电工程中
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提升。

4.4滑体坡处理
4.4.1削坡处理技术。削坡处置技艺是缓解滑体滑坡的常用

3.2遥感技术

手段,主要表现在面对低地层岩体承载能力、地质裂隙等处,这

遥感技术根据遥感平台高度值差异,通常分为航天遥感、地

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引起山体坍塌和石块脱落,甚至导致山体边

面遥感和航空遥感三个类别。由于遥感技术具备信息丰富、立

坡局部损坏。此时可采用将危险性岩体剥离的手段,或利用削缓

体感强且卫星影像周期性重现等特征显著,因此在水利水电工

边坡上方的岩体部分,对整个土质滑坡体加以各种技术处置,以

程中相关地质问题中的应用更为常见。但目前,我国在水利水电

尽量缩小滑落主体的整个层厚范围,以最后减少岩体的滑移力。

工程地质勘察中对于遥感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可行性研究初期,

当斜坡的总体高度变动较大时,也可在结构分层留出合适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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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增加斜坡的总体高度稳定与安全。

得到保障的重要基础。

4.4.2防滑挡墙结构。在水利水电项目施工过程中,防护挡
墙结构指是目前在水利水电项目施工过程中,防护挡墙结构则
是指目前利用保护挡墙的结构重量,作为保护挡墙结构中的防
滑主体的残余滑动能力。包括：抗滑片垛、抗滑片石笼、钢筋
浆砌体抗滑保护挡墙和钢筋砼抗滑保护挡墙等。在水利水电工
程建筑工程进行施工前,建筑施工人员必须重视施工的每一工
程细节,并严格地依照工程施工图纸和工程控制设计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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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别是要加强对地质勘察工作的推进,这也是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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