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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而且重视生活环境。在我国,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地
区建立了生态河道规划,体现了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生态水利规划不仅是指对一项较新技术
的规划和应用,更是指制定符合不同地区和河流特点需要的生态水利规划。并且生态河流建设直接影响到河流
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因此,生态水利的应用需要科学严谨,确保其实际存在价值。本文就水利工程河
道治理存在的问题管理和生态水利的应用进行研究,从而保障水利工程河道治理效果能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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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river regul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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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not only pursue material lif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some areas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established ecological
river planning, which reflects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is
process,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lanning not only refers to the planning and application of a relatively
new technology, but also refers to the formul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lan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rivers. More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rivers directly affec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rivers and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needs to be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to ensure its actual existence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
manag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are studied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river control can reach the expected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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