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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水利工程学中,人们大多都是侧重于自身需求,对生态环境方面有所忽视,导致造成更大
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各界在对生态环境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后,旨在进一步促进我国生态水
利工程发展。生态水利就是以持续发展作为理念,通过多种多样的技术形式,适当转变过往的粗放式建筑
形式,将实际水利工程和生态工程有机融合,以此实现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本文总结水利工程对
生态环境的各种影响,探讨如何建设生态水利工程,从而为未来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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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eople mostly focus on their own needs and igno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ulting in a wider rang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fter reflecting on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im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my country.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 variety of technical forms, 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st extensive architectural form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ctu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cological
project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various impa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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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工程的开展过程中,水利工程是重要的工作内

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建设生态水利工程来实现对生态环

容,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是我国农业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和发

境的保护。其次,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在工业化程度

电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实现生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这对人类发展

态平衡的发展目标。近些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生存环

本身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原有的水利工程建设没有充分考虑

境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

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破坏了

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在我国很多地区,都大力开展生

人类的长期利益,对土地、生物多样性、气候等产生了很大的影

态水利工程建设,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作

响。在面对严峻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水利部门也意识到了加强

经验,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研究工

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利工程建设是同步进行的,为此提出了生态

作当中,为实现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平衡发展关

水利工程建设的方案。此外,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为了满足生

系贡献重要的力量。

态城市建设的需要,人们为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对城市环境质

1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设生态水利工程本身就是基础设施

首先,修建生态水利工程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建设的一部分,是城市发展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做好生态水利工

不管是为人们生活生产提供水源,还是为了起到防洪的作用,为

程的建设就是在适应生态城市的建设发展。

了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以人为中心,体现的是人本主义思想,是

2 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为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满足人们更高的追求,即实现

2.1经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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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建设期间,需遵循经济性原则,降低成本支出,确保

地种植业和畜牧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土壤沼泽化转变,使

各方效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施工材料的要求较高,但是为

土壤中的水分含量过高,导致生长的植物根系腐烂,透气性变差,

确保经济效益,一般要就地取材,且需要对取材地的距离进行分

所以沼泽土地很难实现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析,这样才能控制材料价格。同时,在工程开展期间,需要对人力

3.3水质污染

成本进行有效控制,避免增加人力成本。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周围的河流河水的流速造成了一定

2.2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原则

的影响,导致河流与空气的交换效应降低,当工程建设中出现了

相关学者对于生态系统的自我功能讨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

大量的污染物时,整个污染物扩散速度减缓,降低了生态环境的

代,随后有更多的专业学者涉及了这方面的研究。未来需要使用

自净能力。一些废气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金属物质对附近的

不同的形式来构成自组织工程,而这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水源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特征。站在河流生态的角度上来说,生态系统的自我功能表现为

3.4气候影响

生态系统拥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传统水利工程设计的过程中,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也会对区域内的气候造成一定的

主要的方向就是对自然河流来进行控制和管理,而在河道建设

影响和变化,比如在建设水库过程中,增加了水汽的蒸发效应,

过程中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要求工程师能够放弃对自然界的

通过大气环流作用,出现降雨量增加的现象,通常还会伴有阴霾

控制意愿,使用更加新颖的工程理念进行管理。人们在设计生态

天气出现,使整个区域内的气候变得极端化。

水利工程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生态系统的自我功能,让人与自然

3.5空气污染

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协调。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球

工程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通过风的作用,

上每一条的河流都各不相同,需要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

吹散到空气当中,对空气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比如在工程材料

中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尊重每一条河流拥有

运输过程中,所运输的石料和建筑材料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和气

的自然属性,寻找最适合的生态工程建设方案。

体,并扩散到空气当中,造成了空气的粉尘污染,在物料的堆放

2.3实用性原则

和装卸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灰尘,对周围居民的生存环境造

在水利工程项目设计中体现生态保护理念,实用性是非常

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周围农作物的生长,导致当地空

重要的一个原则。首先应确保工程主要功能正常发挥效益,如防

气质量下降,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一定的威胁。

洪、治涝、灌溉、发电、供水等,在充分保证水利工程主要功能

4 水利工程中的生态保护工程措施分析

的前提下,注重水利工程的生态效益,从而实现水利工程的实用

4.1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功能和生态功能相结合。其次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经济成本因素,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和健全完善的生态

选择经济成本最小、最实用的水利生态工程设计方案。

补偿机制,可以有效的缓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破坏问

3 水利工程中的生态问题分析

题,只有依靠环境的自身自净能力,才能实现更好的生态环境保

3.1植被破坏

护效果,在具体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近些年来,水利工程项目逐渐增多,这就会导致一些严重的

应该确定补偿的范围和补偿的主体对象,在工程开展之前,对环

环境问题,首先工程建设会对周围的植物造成破坏,整个破坏程

境治理的专项资金进行筹集,目的是大力推行生态环境改善工

度和规模与水利工程的大小紧密相关,导致区域范围内的森林

作,同时也促进生态环境生态价值的还原,工程建设的目标是带

资源或者草地被清除,造成土地裸露,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

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利工程的开展,对带动

统,同时,很多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差,无节制地胡乱砍伐自

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整个工程的进行,不要

然林木,导致水利工程附近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和伤害,

盲目,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因素,预估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并建

使总体植被面积减少,为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埋下了隐患,

立相关的补偿机制,采取有效的方法开展环境保护工程,尽量减

由于植被覆盖率逐渐减少,生态系统也遭到了破坏。

少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3.2土壤问题

4.2水利工程建设的不同环节需要融入环保理念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开发土地,使土层被掀起,当

要将环保理念融入到水利工程建设的不同工作环节,在工

遇到大雨和大风天气,没有植被的保护作用,很容易造成水土流

程的设计阶段,要遵循和谐发展的理念,注重生态环境因素的自

失,对土壤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土壤中的营养成分流失

然循环,比如为植物的生长和鸟的栖息地创造条件,加强森林资

对以后的植物生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源的保护,使森林资源成为鸟类和其他水陆生物栖息地和避难

由于水库的蓄水功能作用,使地下水的成分和含量发生变化,导

场所,同时注重先进的环保技术的应用,工程建设尽量运用环保

致水库周围的地下水位上升,从而对周围的土地和土壤结构产

材料,建立健全完善的环境跟踪和评价机制,对环境破坏问题进

生不利的影响,使土地向沼泽土地转变。同时还伴有淹没土地现

行及时的改进,将整个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象的发生,导致土地的透气性变差,使很多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

4.3保护原有生态,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

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壤的肥力和营养物质的发展,对当

生态水利工程在规划设计时,要求尽量不在原有河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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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设,需要考虑的是长期的水流规模和流域范围,从整体生态

发展,水资源保护问题不仅是我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已经成

系统功能与结构角度出发,掌握生态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制定

为世界各国都重视的资源问题。根据我国目前水资源利用的

积极的适合当地水域发展的方案,并且提出能修复生态系统的

情况,相关部门需要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管理的力度,

完整的措施,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和水利工程之间的矛盾,

从而为后续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起到反馈作用,实现水资源全

既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又能从长远的角度维护自然生

面可持续发展。

态系统,确保原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4.7提高我国水利工程设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4.4充分运用先进的生态技术和新材料设施

水利设计人员综合技术水平的高低往往会对整个水利工程

近年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与自然科技都已经得到了显著

质量、施工环境、使用效果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在我国水

的发展进步,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积极引入先进的自然科学生

利工程设计中科学地应用工程生态保护理念,就要不断提高工

态技术、新工艺材料与新技术设备,水利工程领域也不例外,如

程设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定期对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

一体化泵闸、生态护岸等。一体化泵闸操作简单方便,施工工期

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加强工程设计人员对于生态环

短,对环境影响较传统工艺小；生态护岸运用了新材料,加强了

境保护的基本认识,使工程设计人员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理念

水体交换,预留了生物通道。因此工程设计应结合实际需求和生

在设计工作中的重要意义,不断促进水利工程设计中生态理念

态功能的实现,充分发挥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作用,将生态理念更

的应用。

5 结语

好地运用到水利工程设计中。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原已形成的生态环境

4.5工程运行的科学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对运行管理工作进行不断地创新

带来一定的干扰,甚至是破坏。因此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与优化。比如在工程材料运输和调度工作中,要制定合理的调度

过程中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科学施工,将水利工程

方案,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追求生

建设给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放大,并尽量控制

态效益最大化,合理开展运输材料的调度工作,同时要注重生态

和规避工程建设给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河流的水量保护,满足当地的农业灌溉和发电用水需求,结合具

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最

体的环境影响报告,对整个环境保护工程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

大化。

计,建立完善的实时监测体系,确保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的进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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