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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城镇化与工业化也在快速推进。因此,人类活动对周边的自然环
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几年来,地质灾害频发,为了有效针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控,就需要充分采用
水工环技术,以此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同时,也缓解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保持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本文主要针对水工环地质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是如何应用的展开分析,以此做好对地质灾害
的防治工作,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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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also
advancing rapidly.Therefore, human activities have an increasing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In recent years,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geological disaster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se of hydrolog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survey
technology, so a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t the same time, als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log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survey technolog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so a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Hydrolog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survey technology; geological disaster;
applic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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