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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环境被人类索取的自然资源愈来愈多,从而造成了严重
的水土流失问题,给自然界与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水土资源是人类能够生存的基础资源,
所以为乐能够有效地保证人类在未来的生存环境,需要对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掌握。基于此,
文章就水土保持对水资源与水环境的主要影响及其相关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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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more and more natural resources
are demanded by mankind, causing serious soil loss problems and bringing great damage to the nature and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are the basic resources for human beings to survive,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influence of water
conservation on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related soil conserv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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