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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
水利工程发挥了防洪和防涝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文章分析了水利工
程规划时候的防洪和防涝的设计，
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对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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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袁水利工程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袁保证

物淹没袁导致农作物的产量减少袁有时候甚至一点收成也

着民生遥 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居民免受洪水带来的伤害遥

没有袁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遥 洪涝灾害还会破坏建筑物袁

有些水利工程还有很大的经济效益遥 所以袁水利工程起到

尤其是平房和道路袁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袁给生活带来不

很重要的作用遥

便遥 在洪涝灾害发生的时候袁还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袁有时候

在农作物生长的时候袁最害怕遇到洪涝灾害遥 洪涝灾
害能够减少农作物收成袁有时候甚至颗粒无收遥 影响到人

会引起二次的破坏行为遥 所以袁我们国家在抵抗洪水的有
关水利设施建设方面一直在努力袁保证把损失降到最低遥

们正常的生活遥 对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遥 所以袁要求相关的
工作人员增强对水利工程的建设袁在规划的时候袁严格按

上述文章阐述了水利工程的必要性遥 水利工程在设计

照相关标准进行遥 实现安全制造袁保护人们大生命财产遥 水

之前袁一定要做好详细的规划遥 在一个具体的水利工程里

利有关工作人员要对自己的专业知识非常熟悉遥

面袁要对能不能建造水利工程进行可行性报告的研究遥 做
好详细的规划遥

我们国家有些地区由于地质的原因袁发生洪涝灾害的

为了把水利工程的具体任务还有要求量化袁布置好水

情况较大遥 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一系列

利工程的总体设计参数等袁 一定要进行水利工程的规划遥

决定袁进行规划和设计遥

把项目的总体投资进行规划袁尤其是那些经常发生洪涝灾

一般情况下袁包括对河段的规划袁还区域的规划袁流域

害的地方袁更要进行水利工程的具体规划遥

的规划设计遥 这样做袁规划的设计就能够达到防洪防涝的

水利工程的规划有很多种袁通常情况下袁水利工程的

要求遥 另外袁我们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目标对于当地经

规划包括流域的规划袁还有区域的规划袁河段里面的规划遥

济的持续性发现也有很大的好处袁从而增强人们的生命财

特殊时候袁也有对跨河域的规划遥 水利工程的规划非常重

产遥 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有很强的规划能力袁把控洪水和河

要袁能够研究工程是不是可以实施袁另外还可以方便以后

流的情况袁增强河道的泄洪能力遥 洪水到来的时候袁能够根

的查找袁包括地质条件袁技术参数等袁给工程的建设提供着

据情况做出反应遥

重要的支撑遥
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前都要做好规划袁这样能达到事半

我们国家有丰富的水资源袁 但是我们享受了丰富的水

功倍的效果遥 尤其是一些大的工程建设袁正确的规划能够

资源袁也承受了很多洪涝灾害遥 洪水灾害主要是因为冰雪

有助于减少洪水带来的危害袁保证在干旱的时候给大家正

的融化遥 还有强大的降雨袁大的风暴袁堤坝发生决堤等一系

常提供水资源袁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遥

列的原因引的水量增加袁包括江河湖海里面的水遥 水位上
涨以后袁会直接导致山洪的爆发袁引发严重的水质灾害遥 另

任何大的工程进行规划的时候袁 都要遵循一定的规

外一种就是雨涝的灾害袁 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下大暴雨袁造

则袁只有按照规则办事袁才能够有条不紊遥 防洪防涝工程是

成了水量升高袁积累很多水袁发生了径流的现象遥 水量太

系统性比较强的工程袁所以规划的时候袁既要顾全大局袁又

大袁不能及时排出去袁就把土地还有房屋等淹没了袁形成了

要考虑到小的部分袁既要考虑到当今袁也要目光长远袁为以

灾害遥

后做打算遥 既要能够应付一般的洪水袁不至于浪费资源袁又

洪水的灾害有很多种袁包括洪水暴雨袁还有冰凌的洪

能够抵抗强烈的洪水袁不至于发生大的事故遥

水袁风暴引起的洪水等遥 雨涝的灾害也有很多种袁不同季节

有关防洪防涝的规划袁需要认真对待遥 工作人员要知

都有不同的雨涝遥 洪涝的灾害破坏力特别强袁能够把农作

道设计方面的知识遥 进行设计的时候袁要进行统筹规划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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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情况下袁也要能够进行指导遥 所以袁工作人员不仅要做

据不同的地质条件袁 还有精力的情况来进行细致的划分袁

好局部的规划和设计袁还要做好整体的布局遥 具体进行规

充分制定出标准遥 进行划分以后袁工作人员要能够充分分

划的时候袁工作人员要根据防洪防涝的基本规则袁保证在

析出洪涝发生的程度袁 另外也要对形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遥

上游和下游都能够抵抗洪水遥 也要有泄洪的能力袁对土地

这样袁才能够进行整体的把握袁做出比较完善的方案遥 根据

也要做好详细的规划和设计遥

当地的情况进行合理的防治遥

4.1 近期和远期

中国人民在和洪水抗争的过程中袁也总结了丰富的经

我们知道袁洪水无情袁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袁

验遥 防洪防涝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袁造福后代的工程遥 防洪

带来巨大的损失遥 洪涝情况不同袁损失不同遥 所以袁要能够

防涝工程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洪水带来的危害袁保障人们

对不同程度的洪涝选择不同的保护措施遥 所以袁根据近期

的生活遥

的要求和远期的发展来制定不同的规划遥 另外袁要充分结

防洪防涝的工程是保证民生的工作袁能够把洪水发生

合政府的财政情况进行袁看看财政支出是多少遥 根据具体

的概率降低袁增强人们的生活质量遥 所以袁防洪防涝的工程

的资金进行预算袁确定一下方案袁花费能够和财政预算相

功在当代袁利在千秋遥 但是袁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遥 站在辩

平衡遥

证法的观点上进行分析袁防洪防涝工程建设的时候袁也会

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设计袁不考虑政府的拨款多
少袁就浪费时间和精力袁制定出不切实际的方案遥

有一些弊端遥 比如袁在防洪防涝工程进行的时候袁会制造一
些垃圾袁这些垃圾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袁污染环境遥 所

4.2 整体和局部

以袁要及时处理这些工程里面的垃圾遥 另外袁还有在工程建

自古以来袁人们就和洪水不断抗争袁在抗争的过程中

设的时候袁会产生移民的问题遥

也不断总结出了一些办法遥 在进行防洪防涝的时候袁从整

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袁必须要认真考虑遥 毕竟让

体的情况出发袁进行全局的布置袁对两岸采取合理的抗洪

大家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确实不容易遥 所以袁在防洪

措施遥 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部署袁有懂得顾全大局袁不得

防涝工程里面袁移民问题一直是一个工作的难点遥 第三点袁

已的时候袁要能够舍小取大袁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遥 重要的

水利工程进行的时候袁 都会把以前的河流河道改变一些袁

城市做重点保护袁还有名胜古迹袁面积比较大的农田袁要做

这样就影响了在水里的生物的正常生活遥 这样袁那些水生

重点保护遥

生物就会寻找新的地点去产卵和觅食袁形成了迁移遥 在迁

4.3 水资源的利用

移的过程中袁有些水生生物就容易死亡遥 从而影响到生态

进行水利工程设计的时候袁肯定要考虑对水资源的利

系统的平衡遥 这种现象是我们十分不愿意看到的遥 所以袁以

用遥 所以袁进行规划的时候袁冲动考虑到水资源在防治洪涝

上这些工作都要做好详细的规划和部署遥

灾害中的作用遥 水流量很低的地方袁要增加对水资源的利
用袁充分防治洪涝灾害遥 水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袁就要重点做
好洪涝的处理工作遥
设计水利工程的时候袁通常是把水资源的利用和防洪
防涝分开了考虑遥 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进行把握袁统筹兼顾遥

文章总结了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袁对防洪防涝的设计做
了详细的阐述遥 所以袁工作人员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袁一定要
站在一定的高度进行把握袁做出合理的设计遥 保护人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遥

首先袁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工程袁减少支出袁二是要做好水库
的设计袁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护袁在防治的同时还能充
分利用水资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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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进行规划的时候袁要先对周围的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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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的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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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做好了调查以后袁开始制定相关的标准遥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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