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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方面,水电站地建立多依附于水库,利用水库的蓄水和排水功能,实现水力发
电。但在水库的建立过程中,却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水库在建造过程中需要挖掘
地基,两岸植被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本文就从水库对水土造成
的危害入手,阐述水库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和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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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reservoi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work 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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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the establish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s mostly
attached to reservoirsusing the reservoir water storage and drainage function, to realize the hydro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reservoir, it has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Because the reservoir needs to dig the found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vegetation on
both sides has been heavily cut down, and the soil loss is very serious,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local
ecology.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reservoirs and its control measure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harm of reservoirs to water an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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