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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生态理念的科学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
析,确保能够更为科学的设计水利工程,推进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综合探究在规划
和设计水利工程中应用生态理念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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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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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to ensure the more
scientific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strategy of
applying ecological concept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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