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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水土流失状况越来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不但加大了生态保护的难度,还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治理水土流失问题时,需要参考小流域综合治
理措施,也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结合具体需要,对农田、水利、牧业以及林业等进行综合的规划和治理。
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时,要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区域水资源,保持区域生态平衡,在水土流失问题的解
决上,使用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能对周围环境进行改善,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此,
对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进行探究,具较强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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