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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助力民生工程的广泛建设。水利工程作为发展区域农业生产、河
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重要建设项目,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的规模化和一体化发展,还可以对绿色
农业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工程建设阶段需要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基于此,
本文首先介绍了水土保持工程中水土保持的主要应用措施,然后分析了水土保持工程中水土保持措施
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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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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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helped the extensive
construction of livelihood projects. A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developing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iver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scal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dustries, but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However,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main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water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ffect
引言

中国是一个黄土分布广泛的国家,地形陡峭,面积非常大。比如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

黄土高原,原本是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但是由于气候的持续变

增强。现水土保持工程也开始在项目建设阶段重视项目周边的

化和持续降雨,砍伐森林终于成了问题。自然因素包括相关地形,

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程是一项具有较高经济和社会价值

如陡峭的山谷,这是最常见的滑坡。一般来说,坡度较陡,地表排

的工程建设项目,但由于场地的特殊性,容易破坏周围生态环境

水较高,存在滑坡、塌方的可能。此外,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山体

或造成水土流失。

滑坡的可能性,如果持续下去,将变得更加严重。

1 分析水土流失的原因

1.2人为因素的影响

水土流失主要与特定原因或地形特征造成的土壤疏松有关,

从水土流失的现状来看,在一些地区,人为因素是造成这一

是由外部和内部持续影响造成的,如水力侵蚀或风蚀。对这一问

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水利工程的实际建设过程中,通常情况下,

题的详细分析表明,它们大多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具体

人类活动会对水土资源产生严重影响。对于水利工程来说,建立

分析如下。

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优化水资源配置,利国利民。但在项目开发阶

112

1.1自然因素的影响

段,由于一些方法和技术的滥用,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我国部分地区发生滑坡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相对特殊。

同时水土保持工程需要大规模建设。此外,它阻碍了河流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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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流,最终导致原有的水土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地表草地退化,

更好地利用水和土地资源来保持项目工作的效率。此外,还应鼓

从而增加了水土流失的概率。

励和加快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发展,通过恢复当地自然

1.3监管和治理不到位

环境提高水土保持工作的效率,保证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率和经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了《水土保护法》,为水资源和

济效益。

土壤保护的适当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然而,在水土保持项目本

2.4严格控制水土保持工程的验收

身的建设阶段,水土保持的推广并没有扩大,相关项目部门也没

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有关单位应当实施竣工验收,及时与

有对“水土保持”进行恰当的界定,只关注项目的利益,而忽视

施工单位沟通建设中遇到的水经济问题,为后续实施控制工程

了环境保护对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日常作业没有监

奠定基础,在运行利用阶段,最大限度地提高水利管理工程的运

管,相关文件的适用也非常严格,最终导致下级部门在施工作业

行效率和质量,减少局部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在水利工程的水土

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在施工阶段,有些任

活动管理及监察阶段,监管人员须监察水土资源管理的执行情

务无法采取水土保护。此外,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对生态环境影

况,并将植被恢复纳入监察标准内,以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整体

响很大。但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相关行业往往面临工作深

质量。

度不够或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

3 水土保持措施在水利工程中的效果

2 水利工程实施水土保持的主要措施

3.1减少项目周边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2.1生物防治与节水工程建设相结合

水土保持措施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保持水利

在水利工程施工阶段,施工人员必须根据工程周围的实际

工程周边的生态环境平衡,可有效减少改造工程中植物的破坏,

环境条件,制定施工组织方案,保护水利工程周围的生态环境平

因此,水土保持措施是确保水利工程在实践中不受水利工程建

衡。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一是在工程建

设阶段土壤侵蚀及后续利用等问题影响的重要措施。此外,水土

设阶段,要物尽其用,避免建筑材料资源的浪费,这样,在材料运

保持措施可有效控制水利工程邻近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进一步

输和储存阶段,水利工程项目周围植被的破坏就减少了。水利工

减低工程区发生自然灾害的机会。

程完工后,将对水利工程周边生态环境实水土保持措施,以达到

3.2合理的填埋条件和开挖措施

恢复工程周边环境的目的。例如,植和重新造林。在水利工程的

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小扰动范围,缩短管线间距,优化管线走

设计和施工阶段,设计人员和施工管理人员应注意水利工程造

向。此外,为了减少跨越大河大桥时的土石方开挖,可供选择的

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制定相应的防治管理措施,并注意生态环境

优化设计方法有沉管法、顶管法、盾构法等。用有效的钢板桩

问题的重要性。此外,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技术指导,采取科学

支护开挖法代替边坡开挖,可显著减少土石方开挖量；土石方挖

的水土保持预防和生物防治措施,提高水土保持工程。同时,建

填时,采取巡查、抽查、待命等措施,合理控制挖填数量。

设单位将组织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现场

3.3重视土壤侵蚀的预测

检查,让专业技术人员制定水土保持目标。

一般情况下,水利水电工程开工前,有关部门应认真调查当

2.2水土保持指标监测体系的建立

地水土情况,做好水土流失预测。目标是将水土保持纳入水利水

在水利工程施工阶段,必须根据水土保持的要求,制定科学

电工程设计的各个方面。水利工程设计任务很重,建设内容很复

合理的施工组织方案,要达到水土保持标准,根据完整的试验结

杂,建设配套设施多。显然,这些阶段会增加土壤侵蚀的可能性,

果,对水利工程现场进行综合分析。结合水土保持要求和标准,

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在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过程中了解施工破坏

作为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的中心方向,制定满足水利工程预期水

的严重程度,根据具体的工程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最

土保持要求的施工方案。在水土保持项目的预防和检测阶段,

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各相关部

调查人员必须总结近年来周边水土保持项目的自然气候特征、

门都希望将其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或者在其上种植适宜的植物,

土壤特征和植被覆盖度等基本因素。在可能造成生态破坏或水

为科学防治水土流失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流失的水利工程建设阶段,必须将其作为水土保持数据收集

3.4项目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要点

的核心。在水利工程中,这一数据有很多指标,如水利工程开挖

(1)枢纽工程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包括植物防治措施和临

量、水利工程水土流失方向、水利工程对当地植被的破坏等。

时防治措施。在植物控制措施的应用中,我们选择在大坝周围种

2.3使用先进水土保持技术和设备

植保护树,如香脂树、喜树和绿篱。通过防护林的合理建设,可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水土保持方

以解决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问题,提高水利工程的防护

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水土保持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和改进。由

能力。(2)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合理控制灌区,通过灌区水土流

于科技的进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亦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以及

失的防治,提高整个工程区的防治效率。主要包括土地翻耕和植

改善对本地自然环境的保护,从而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此外,

被恢复。在土壤翻耕过程中,选择使用人工机械装置对土壤进行

为了更好地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管理人员必须根据水利设施实

深耕,以保证该区域土壤疏松,可以进行水土流失的后续治理。

际建设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运用有效的管理办法,

土壤翻耕后,应选择植被进行恢复,植被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3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6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措施,在工程建设中,可以选择狗牙根作为水土流失治理的植被,

的效率。

以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的效果。(3)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弃土场存

4 结语

在水土流失,有必要对弃土场进行水土工程防治,有效处理弃土

鉴于水利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植被破坏、地

场的水土流失,提高水利工程的整体安全性。在工程水土流失防

质结构变化、水位变化等,因地制宜采取水土保持策略,科学防

护治理中,选择了拦渣墙工程进行治理。通过挡渣墙的合理施工,

范生态失衡风险,不仅是确保水利工程高效、安全、稳定建设和

保证了施工的有效处理,合理控制了水土流失问题,在弃土场水

运行维护的重要基础,也是确保工程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平衡生

土流失防治过程中,设置329米长的截洪沟装置,截洪沟底宽设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在实际工程施工中,工程队应掌

计为0.4米,高0.5米以上,通过截洪沟的设计解决施工中的水土

握水土保持相关技术的应用优势和原理,结合河南水土环境的

流失问题,对工程建设起到整体保护作用。

特点,确定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积极应用现代工程技术,做好

3.5提高水土保持意识

施工监理工作,遵守“三同时”施工管理要求,全面贯彻绿色、

为了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提高职工的思

科学施工原则。总之,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国家也更加重视。

想认识,使他们意识到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要依

要针对不同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提

据政府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有关工作,提高认识,加

高水利工程生态建设水平,减少工程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等问

大水土保持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水土保持意识

题。随着水土保持工程规模和数量的增加,水土流失防治力度也

3.6制定水土保持科学工作计划

在不断加大。为了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建立一个全面

水利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性工作,需

的水土管理和控制系统,并根据水体的特点进行智能化改造,作

要科学规划,一旦形成有效的水土保持体系,就应该提高从事

为提高水利工程性能的基础。通过对水利工程采取适当的水土

水土保持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推广科学的水土保持先进技

保持措施,可以全面加强水利工程的生态保护,促进水利工程的

术,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工作,普及水土保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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