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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非常大,而水利在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
土地产生损害,而这种的环境影响也根本无法回避。近年来,伴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生态意识的有
效提升,水利建设事业与其他经济建设一样,出现的问题备受人们关注。因此开展水利枢纽施工干扰区水
土保持与生态恢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以期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恢复
中图分类号：TV5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Interference Areas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Dinglong Gao
[Abstract]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on the people is very great,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whole process will produce damage to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nd,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is simply cannot be avoided.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he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ecological awareness,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business and other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ame problems tha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disturbance area of water
conservancy hubs, with a view to helping in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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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还体现成为了人们对河流心态的均一化、非连续化,及其对生态

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关注,是现阶段中国民生建设的一个重

系统服务功能的负面影响。

要关注对象。但同时也是由于人类逐渐意识到了工程所带来的

1.2水利施工干扰区对水土的影响

生态问题和环保问题。如果一项工程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产生

水利工程在建造的整个流程当中,所有操作都会影响土壤

的危害,特别是在工程建设干扰区域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危害时,

的品质。如废土废渣,在遭受雨水冲刷力以及径流冲击力的共同

有可能在工程产生效益的同时对自然环境也形成了危害。针对

影响下,土壤冲刷就会显得尤为的突出,对下游地区环境的影响

这些基本状况,一定要实现针对水利工程施工所影响的区内水

也特别大。这样的水利工程影响,直接导致地表的植被也受到了

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工作,对水利工程施工影响区内及其对环境

损害。由于工程中需要大量采石取土,其过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

污染形成的影响,作出正确认识与分析。

上对地表植物生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对原始地貌土壤

1 水利施工干扰区的影响

功能加以保持。由于易风化作用岩石产生的风化壳,表层结构土

1.1水利施工干扰区对生态的影响

壤失去了植物根部的固定功能,在雨水季节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水利工程的出现会对河道形态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形成一些

的情况。

影响,而这样的变化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也会直接导致水体生物

2 水利施工干扰区的水土保持

群落多样性的受损,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形成了负面影响。具体

2.1做好边坡防治

表现成为,水利工程影响到了河道形状和流域蛇行式的形态,河

针对边坡,现阶段可采取的边坡措施主要包括了减载跟压

道原有的格局遭到了破坏,生态的异质性明显下降,水体生态系

坡、排水工程等。针对施工干扰区的原材料厂、废渣场等的生

统的结构与工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了河

态环境保持问题,可考虑通过建设土墙工程甚至是排水沟的形

流植被品种及其面积的下降。以及鱼类物种数量下降。另外,

式。考虑到废弃土石堆放在里面,一旦遭遇到了雨水的洗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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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情况发生,为避免固体石屑堆积和覆

程度已经相当的严重,因此单纯让植物对其进行改造的成效并

土的冲蚀等等,可以通过建设挡土强对其加以防护,也可以种植

不是很显著。为此最佳的方式便是生态建设跟经济有效融合。

植物增加水体保持强度。其中有关于树种植的种类必须要重点

在植物修复工程这一方面,由于施工干扰的区表土壤和植物都

考虑分析,所选择树种必须要枝叶茂盛,耐干旱易繁殖。与此同

会被工程施工所损伤,且自然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自我修复时间

时也要对异龄林、混交林的营造引起关注。还需要确保水分上

都相当长,因此想要减少工程施工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

的平衡,防止造林的密度太大。比如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是

响,就一定要对工程建设合理加以安排。

开发利用和整治长江流域的关键工程,其综合效益明显。三峡工

3.2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程开工时间是1994年12月份,完工时间是2009年。其生态保护工

生物多样性涵盖了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中的重点是生物

程规模大,累计进行了生态保护浆砌块砖工程36.16万m³,大排

体的修复,其中由于乡土生物对本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更强,其

水沟工程八点零五万米,农田综合整治工程198.64亩。长江三峡

所表现出的生长力以及生物传播能力也十分的突出,因此比较

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建设的目标非常明显,举措恰当,制度健

有利于与本地环境现阶段中剩余的自然种群融合组成更大的新

全且完善。三峡工程方面对水土保持工作特别的关注,一直致力

种群,并针对实现各种生物的协调性发挥较有积极性的影响。因

于构建三峡工程坝区“三轴并行,五级叠翠”的生态建设布局,

此,在增强生态修复的整体流程当中,发展乡土生物就变成了其

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以此确保水土保持举措能够有效实现。

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整个工程修建的过程之中,使用了高边坡生态恢复等技术,让

在进行生态修复的过程之中,着重考察温度适应型、水土适

地表所产生的扰动大大降低,植被恢复的速度也得以提升,带动

应型的种类。在生物层面上对之加以考虑和分析,必须要结合退

了国内社会经济以及建设的健康发展,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态

化程度选择物种的种类进行搭配。与此同时,必须要对物种与自

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然环境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加以考虑分析。例如：乡城县玛依河

2.2实现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的深入结合

水利工程,这一个工程由取水枢纽、总干渠等组成,取水枢纽是

在施工的整个过程之中,可以运用蜂巢式网格的方式开展

闸坝式,取水枢纽主要功能就是日调节,正常储备水位是3309.0

工作,通过对边坡的坡面进行有效修整,在坡面上进行相关作业,

米,总干渠引入流量6.8m³/s。这一项目跟随主体施工的同时,

最后形成一个蜂巢的网格形状,在格子里面填入土壤用于种植

开展了治理环境跟水土保持的举措,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水

用。这样的保护形式能够对雨水径流起到分散作用,降低水流流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之内的各类开挖面,废渣废土等在第一时

速,进而达到保护草皮生长的良好效果。通过种植植物进行护坡

间进行了处理,并且采取了绿化或者是复耕的操作。发电站设备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施工效率相对较高,其防护

检测和维护废油则由供应商回收并处置,而工程建设和经营过

效果也较为良好,尤其是在立足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边坡而言,

程中的生活废弃物则经过化便器等处置后,应用于农作物灌溉。

其效果明显。喷混植生植物护坡在具体的应用中常见,这样的方

电厂的建设阶段,甚至是初期环保项目都要由乡城县玛依河水

式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也能够恢复植被。

利电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管理,设置有专人对环境保护设备工

3 水利施工干扰区的生态恢复

作进行管理。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严格按照规定制度开展工

生态系统由于遭遇到了水利工程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建设工程及其生

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衰退,要单纯依靠生态系统的自身修复就

态保护设施已经于二零一二年十月通过了由四川省水利局主持

必须经历很长甚至很长的时期。即使是通过采取人工措施进行

的竣工验收。而根据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报告和此次的

修复工程的困难度也相当大。这不仅要求在水利工程施工的整

调研结果也表明,这一建设工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并未出现稀

个流程当中形成高度的生态环保意识,同时也要求在整个流程

有植被品种的分布,也没有较大的野生动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

当中实施必要的生态防护手段。

生动物的分布区,建设工程对地方生物产生的各方面环境影响

3.1实现基质的改良与恢复

都较小。

通过选用适宜的品种对介质加以改良,保证植物生长不受
影响。一般会选择耐干旱,贫瘠的植物。这一类植物具有非常顽

4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
生态修复一般应用于治理生态环境的工程,通过生态系统

强的生命力,可以快速的生长。固氮植被也可以改变土地的营养

自身的调节能力对相应的区域进行调整,确保其发展趋向绿色、

状况,甚至是通过物理或是化学方式直接改善土壤介质,以进行

生态的方向,一般不需要通过人工的方式,但特殊情况下,可以

生态修复。这些方法特别适合于土壤基质的构造与功能已经完

借助人工模式作为辅助修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
4.1生态退化修复技术

全丧失的地区。
对于施工干扰地区,土壤会因为多方面的因素,使得表土流

在周边区域覆盖一定量的生物,能够避免水利工程的施工

失,土壤营养也发生了损伤,这样的损伤能力和危害都是非常明

过程出现水土流失问题。尽可能降低植被的损失率,对于水资源

显的,立足于从经济角度综合考虑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对土

较为丰富的地区,一般采取水利工程建设以有效治理和修复水

质进行修复,其难度更加明显。再加上在部分地方由于施工损伤

土流失问题,早期的水利工程建设会导致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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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而且水利部门很容易忽视生态修复工作,缺乏针对性的解

5 结束语

决方案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治理,导致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生

水利工程建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必然的。针对这些基本

态破坏。对于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一旦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

状况,一定要在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基础上来积极进行有关管

破坏,需要即刻停止施工,并找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提

理工作,充分发挥水利施工影响区现有资源,如此才能够达到环

出有效的、适应性强的防治措施。

保与效益的双重保证。

4.2针对频繁开垦土地的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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