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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土高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水土流失,在长期防治水土流失的斗争中,当地政府表示,淤地坝可
以有效地阻止沉降物,并将控制区用于保护水土流失的农业区建设,本文主要总结了淤地坝的作用和建
设现状,探讨了淤地坝建设中水毁的原因,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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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ecological problem of Loess Plateau is soil erosion. In the long-term fight against soil
ero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tes that the silt dam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sediment and use the control
area to protect the soil ero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areas.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role
and construction status of the silt dam,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water damage in the silt dam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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