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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在防洪、发电以及航运等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实现对水资源利用
率的提升,有效的防止干旱和洪涝灾害,并且还能够对生态环境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尽管水利工程建设
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但是其建设过程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为了能
够使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处,就需要加强对两者间关系的研究,在有序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时,
还需要降低其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程度。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希望能够为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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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lood control, power
generation and shipp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effectively
prevent drought and flood disasters, and regula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will also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ke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exist harmonious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en promoting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an orderly mann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duce its harm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tudie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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