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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理念的深入推行,生态环境逐步延伸至工程建设方面,以期改善生态环境问题,降低工
程建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结合现阶段水利工程的设计情况,目前在生态理念的融合设计上,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需要设计人员积极调整设计理念及方法,结合水利相关资料信息及生态设计标准,依据工程实际
设计符合生态发展的水利工程,以满足现阶段工程建设要求,推动生态环境的有效构建与发展。本文基于
生态理念视角,就其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现状及特征展开分析,提出具体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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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oncep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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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extended to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n the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integration design of ecological concepts. It is
necessary for designers to actively adjust design concepts and methods, combine water conservancy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design standards, and desig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at conform to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roject, so as to mee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cep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ngineering design; application
引言

度,建构生态社会环境,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

工程设计在整个工程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后期

态理念设计文化、经济、农业等多个方面,可将之应用于各个领

建设的各环节。在生态理念的应用下,水利工程设计应需融入生

域,有利于推动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及可持续发展[1]。

态理念,将水利工程建设价值作用充分发挥,使之在改造自然时,

同时,在水利工程设计的应用上,亦能够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环

能够进一步实现对水土、自然的保护,提高水利工程设计的合理

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提高工程建设的绿色开展力度。

性,增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度。具体在生态理念的应用期间,需对

从生态理念应用的重要作用上分析,将其应用于水利工程

现阶段生态理念的设计应用充分分析,立足其设计特点,进一步

设计,能够切实将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进行有效协调,使两者间

对时下水利工程设计工作进行优化,将生态理念充分、有效的应

能够和谐共处,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涉及自然

用其中,增强生态环保的有效落实,促使社会及经济整体效益得

灾害防护问题、水力发电效率、农业灌溉等多个方面,其建设水

以逐步提升。

平高低与之影响具有直接关系,在生态理念的应用过程当中,则

1 生态理念的定义及重要作用

能够将工程建设期间存在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有效缓解,

生态理念的提出,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健康、绿色的工

特别是自然自净系统、原生态等的破坏等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因

程建设。在水利工程设计的应用当中,其能够对人类活动及社会

水资源问题造成的生态问题,使得水利工程能够与生态环境协

环境的建设提供生态指导,使人类能够立足保护生态环境的角

调统一,和谐发展,有利于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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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现状及特征

水利工程设计期间亦需充分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并以此为原则,

2.1现状分析

在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对各类因素及发展需求充分考虑,包括如

生态理念的提出已有部分时日,且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已

经济发展去求、社会生产生活需求、未来发展需求等等,以保障

逐步落实。结合现阶段水利工程设计现状分析,目前仍有诸多问
题还需予以落实,具体如下：

水利工程建设的永久性利益,使工程建设的价值作用充分发挥。
其四,满足社会的需求性特点。作为基础建设的一种,水利

首先,在工程设计标准上,还需进一步完善落实。相较于一

工程建设的目的旨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而其实用性是设计

般工程而言,水利工程与之具有一定的差别,其设计上存在一定

初期应需保障的基本要素。诸如人们的生活所需、农业发展所

的特殊性,需要结合工程项目所处地域的周边生态环境相结合

需。同时,水利工程建设还具备防洪防灾、抗旱蓄水等功能。因

进行设计,如此,才能够基本保障设计质量。但就现阶段设计情

而在设计前期,应当对工程项目做明确、合理的定位,保障实用

况而言,生态理念的融入强度仍有待提高,在设计标准上也并未

性,使之能够基本满足社会需要,更好的发挥建设优势,落实建

达到有效完善,导致设计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难以保障设计

设目的。

[2]
的质量 。

其次,在工程设计期间,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现象。在生态理

3 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3.1转变设计理念,提高设计标准

念背景下,水利工程的设计应与之形成充分融合,但目前在设计

思想理念时行为行动的先导,只有及时更新设计理念,才能

应用上,对生态理念的认识并不全面,导致在设计期间存在一定

够更好的实现生态理念的有效应用,将其影响意义切实发挥。因

的随意性,难以将生态理念切实有效的贯彻落实。具体在设计期

而在设计前期,应首先对设计人员的思想理念进行转变与个性,

间,应需立足生态理念,与工程项目周边环境相结合,设计英语

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生态理念,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生

周边环境形成协调发展,同时还需保障工程施工的可操作性,以

态理念与水利工程设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

提升工程的整体设计质量。但在实际设计期间,对这方面考虑并

式进行工程设计,将二者存在的矛盾问题有效解决,提高设计的

不全面,存在较大随意性,难以提高水利工程设计的科学性及有

[4]
质量,使生态理念切实融入水利工程设计当中 。在此过程当中,

效性。

一方面,可构建对应设计平台,为设计人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设

最后,设计协作能力相对较低。设计协作能力强化落实,能

计元素及资源。同时,针对设计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及生态理念

够有效保障水利工程设计的整体质量。但在实际设计期间,部分

等内容进行全方位培训,使之能够有效提升对生态理念及生态

设计人员并未注重对水域特征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不充分了解

设计的认识,实现生态设计水平的有效提高,能够将生态理念设

蓄水规律,如此一来,在设计过程当中则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如

计的价值充分发挥,增强水利工程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

若再缺乏与相应部门的沟通,亦是会影响设计质量。

通过研讨学术会议的组织开展,提升设计人员综合素养,促使其

2.2具体特征

能够在交流中相互合作,在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不断实现自我

将生态理念应用于水利工程设计当中,存在几个显著特点,

提升,使之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生态设计理念,将水利工程设计

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自然性特点。自然性理念是水利工程设计期间应首先
明确的内容,是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在工程建设前

与生态问题间的关系协调处理,提高设计的整体质量,以更好的
提升生态及经济效益。
3.2提高水文工作重视

期,应需对当地自然环境充分调研,一共工程建设期间能够有效

对水利工程设计而言,水文资料是实施设计的基础前提,能

保障自然环境不受损害,提高工程建设与生态自然间的和谐关

够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以便更好的指导工程施工,将水

系。因而在水利工程设计期间,应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对当地自

资源合理利用,切实实现生态理念的融合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

然环境仔细观察,设计科学、可持续实施的方案,尽可能降低工

意义。因而在水利工程设计期间,设计人员应需对水文部分的工

程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保障工程建设的自然性。

作提高重视,为设计做充足的资料准备。通过水文资料的有效搜

其二,经济性特点。工程建设的核心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因

集整理,能够更好的为水利工程的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使各

而对水利工程设计而言,其亦需要注重经济性的特点,在设计期

环节的落实有据可依,更好的服务水文工作,及时做好防汛减灾

间保障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性。这是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既要满

工作,使水文信息资料价值充分发挥。同时,通过水文工作的落

足生活需要,亦承载着对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因而在具体设

实,还能够实现更加全面的水资源管理,为当地水资源利用、环

计期间,则需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建设工程

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支持。结合当前水文资料工作落实现状,

项目,将生态理念贯彻其中,尽可能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合理规

在提高重视的视域下,设计人员可依据多种渠道对工程项目所

划工程项目,保障工程建设能够有效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减

在地水文情况进行资料采集,包括现有资料、与当地居民交谈等,

少资源、能源浪费现象,保障自然环境的同时,尽可能提高经济

借助互联网、图书等资料进行全方位搜集,进而将之科学合理的

[3]

应用于设计过程当中。另外,水利部门亦可将自身作用充分发挥,

其三,可持续发展性特点。作为我国长期的发展战略内容,

全力支持工程建设,从多个方面协助设计人员完成资料搜集,为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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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更多可靠的水文资源,促使设计人员能够在更加全面的

注意避免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应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重视。在

资料支持下,更好的进行工程设计。同时,针对设计人员设计中

堤岸建设期间,应需对其周围环境先行调查,全面把握环境情况,

存在的问题,亦需及时之处,将生态理念切实贯彻其中,提高工

对堤岸建设的安全系数充分了解与掌握,进而在此基础上再落

程设计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实堤岸建设工作。

3.3积极应用新材料与新工艺

3.6提升水利工程设计人员综合素养

生态理念的深入推行,亦是促进了生态技术与生态材料的

设计人员自身的素养及专业水平是影响水利工程设计的直

产生,为生态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支持与保障。现阶段已有多

接且关键因素,因而在生态理念视角下,水利工程设计上还需注

种材料及生态技术已产生并应用于市场,比如,护岸方面有石

重提升设计人员的综合素养,使之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更好的

笼、膜袋、植草专用转等材料；技术上实现了水闸技术的创新,

将生态理念应用于工程设计当中。具体而言,需要对设计人员的

诸如钢坝闸、翻板闸等等,其不仅结构上相对较为简单,操作亦

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进行重点培养。只有设计人员具备较为丰

是简便有效,具有显著的优势作用,并逐步得到了相应的推广与

富的专业知识,掌握专业的技术能力,才能够更好的设计高质量

[5]
应用 。在生态理念下落实水利工程设计,虽能够通过材料与技

水利工程设计方案。因而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上,应需注重对设

术的运用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就目前而言,生态材料及技术的应

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有效培养,定期组织其展开培训工作,对设计

用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在应用期间需对其特点、适用对象充分

人员的知识与技能、整体素质等各方面进行培养,促使其能够逐

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总结,积累经验,为后续工作提

步提升设计水平,设计更加科学、可行的方案,以更好的将生态

供有效指导,从而为材料及工艺的创新改进提供有利条件。

理念与之融合,推动水利工程的有效建设与发展。

3.4加强河道改造工作

4 结语

在整个水利工程施工期间,河道改造部分是其中重要的工

工程建设在近年来呈高速发展趋势,其中,水利工程建设更

程部分,对工程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因而在河道改造工作落

是影响着生态环境问题。作为重要的环节,水利工程设计对工程

实期间,需提高河道改造工作重视,对期间存在或可能产生的影

建设具有直接影响,需要加强重视。在生态理念背景下,为更好

响因素全面分析。基于生态理念视角,设计人员应需提高这一理

的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改善当下严峻的自然环境问题,在水利工

念认识,依据相关指标要求,进一步制定对应的改造方案,提高

程设计期间则需将生态理念充分融入其中,就当下存在的设计

其设计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以保障河道的安全性、稳定性,提高

问题,根据其设计特点,进一步落实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

水利工程的整体生态效益。具体而言,在河道改造期间还需对河

的应用,将生态理念的核心意义全方位渗透其中,提高设计方案

道两岸各类因素综合考量与分析,结合生态平衡理念,从多个层

的科学性、生态性,促使水利工程的功能价值得以更好实现,推

面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造。这样,在生态理念的

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应用下,自然环境与之则能够有效形成和谐关系,既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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