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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阶段水土保持施工技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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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人们所了解到有关环保的知识也越来

越丰富。近几年来，据调查显示我国有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

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我国加强了今后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也展现了治理工作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施工治

理时风力、水力及重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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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环保理

念，与此同时，人们也加强了对环保知识的学习，如

今人们所掌握的环保知识越来丰富，这也让人们对自

然灾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人们

克服了恐惧，并且找到了相应的自救方法。据调查显示，

我国在水土保持工作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由于

我国技术水平的限制，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异。为了取得更大成就，我国需要在引进先进技术的

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1 现如今我国水土保持工程的现实状况

现如今，人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这种做法

推动了我国水土保持工程的正常开展，不仅如此，我

国在水土保持工程中利用的技术也在进行不断地创新

和改善，这些改变使得我国水土保持工程在发展中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 [1]。但是，这些只是影响水土保持工程

正常开展的一部分因素，它与其他相关因素一起，导

致我国现如今在相关工作上所获得的成果与预期仍存

在较大差异。目前，我国发现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既

复杂又困难的任务，它不仅仅会受各种各样的自然因

素限制，还会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而且这些因素是不

定向且未知的。因此，在正式的工作开展中会遇到各

式各样的问题，并且在每一个问题出现时，都会存在较

大差异。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了施工人员

要具有一定的施工技术水平，不仅如此，还需要相应的

监督人员进行严格监督，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今后，我国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不仅要加强各方面

的管理工作，还要加强监督工作，监督工作对于每一

项工程来说都至关重要。监督工作正常开展，不仅可

以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水土保持工作达到预期效果。除此之外，我国还

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施工技术，并且我国的施工人员

还可以与发达国家水土保持工作中的施工人员进行技

术上的交流和借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可以让

我国水土保持工程获得进一步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 [2]。

2 在开展水土保持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施工技术水平较低

现如今，我国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程的招标工作，

不仅如此，我国的水土保持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单独招

标，由此可见水土保持工程对于我国的未来发展来说

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我国现有的施工技术水平仍然

较低，因此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

水平 [3]。首先应提高施工人员的职业素养，还要对此

制定相关制度和法规，为施工人员在施工工作中提供

保障，并起到监督作用。这种做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施工人员对工作的认真态度，而且我国的水土

保持工程从总体上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谋求未

来更好的发展，一定要打好基础，做好起步阶段中的

每一项工作。在起步阶段中需要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

施工人员，但是据调查显示，水土保持工程中的施工

人员大多只是进行过短期的培训，这种短期的培训在

施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甚小，施工人员对水土保持工

程的了解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不利于施工工作的正常

开展 [4]。如果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

果，甚至会威胁自己以及其他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由于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施工人员，我国施工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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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才如此低下。除此以外，还存在水土保持工程中的

监督人员以及检查人员在工作时工作态度不认真，没

有履行监督人员和检查人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情况，

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施工工程的质量，

导致其施工结果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2.2 施工设施老旧

最初，水土保持工程规模较大，对施工条件提出

了各方面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施工设施扮演着重要

角色。为谋求更大程度的发展，水土保持工程首先要

引进大型机械设备，尤其是质量检测方面对机械设备

的要求更高，此项工程不允许检测结果出现任何误差，

因为一旦出现误差，会对整个施工工程造成严重影响，

并且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我国现如今在机械设备方面的投资较少，导致我国机

械设备比较老旧，进而在工作时经常会出现各式各样

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机械设备没有得

到定期的维修检查，并且在水土保持工程中用到的机

械设备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由于机械设备落后，检

测出的结果也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5]。

2.3 工程投资力度较小

虽然我国为水土保持工程设立了专项资金，但是

由于水土保持工程开展越来越困难，因此在资金方面

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需要我国对此项工程加大投资力

度。在实际过程中，只有资金投入到位，在解决水土

方面问题时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如果资金不足，就会

导致施工过程中的许多施工技术受限。虽然施工技术

受限，影响力较小，但是有时整个施工措施都会受到

严重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会加大施工难度，也说明

了法人评价环节做得不到位，而且在评价过程中没有

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甚至有些资金直接被其他项目挪

用或者非法占为己有，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水

土保持工程的正常开展，也不利于我国水土保持工程

达到预期效果。

3 对水土保持工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解决

措施

3.1 侵蚀沟综合治理方法

一般来说，水土流失多发生在山区，当出现恶劣

天气时，山区很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安全。在山区，

由于山坡较多，容易形成侵蚀现象，为避免山区水土

流失严重，需要密切关注侵蚀的有效处理。侵蚀综合

治理是水土保持的有效措施，主要目标是治理和控制

侵蚀沟中经常发生的沟头前倾等现象，合理调整山洪

洪峰流量，同时缩短窄板纵坡长度，控制沟渠冲击锥

的风险和山洪安全排放。目前，侵蚀沟综合治理施工

方法在泥沙堵塞工程和基本农田建设工程中应用广泛，

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网上石笼网

仔细选择镀锌铁丝材料，并注意施工方法，如钢

丝圈数、网孔准备等。仔细选择和填充符合设计要求

的石材，并注意施工计划，按照施工面坡度和石材尺

寸的顺序，根据设计图纸施工，使成品面及两端保持

平整。网孔尺寸应按设计规范制作，同时要选择合适

的石头，粒度不能太大或太小。

3.3 设置小水库

设置小型水库也是控制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径。在

我国的小型水库中，小塘坝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小型

水库不仅可以有效截流边坡径流，还可以保护和控制

潜在的地下水流，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造成的损

失，小型水库还可以在灌溉农田和增加作物产量方面

发挥特定作用。坡面地表是泥沙和径流的主要来源，

边坡的处理技术是一种非常基础的水土保持工程的建

设方法。

3.4 斜坡固定工程

第一，挡墙。挡墙有时也被叫做挡土墙，其功能

主要是给土体结构提供侧向支撑，能有效避免塌方和

地质灾害的产生；第二，抗滑桩。许多防滑桩深入滑

动底座下部，并由同一组桩支承以稳定滑动体。建筑

抗滑性桩技术使用方便，而且施工时间较短，适用范

围很广，常用的打桩材料主要有钢筋混凝土、水泥、

树桩等；第三，削坡和逆向压填建筑物。其中削坡指

的是裁掉建筑主滑部分，而逆向压填土则用来填充建

筑抗滑性部分中的切断部分；第四，排水工程。在生

态环境保护施工中，通过采用给排水的施工技术，不

但可以有效去除地表水，还包括屋顶漏水施工、水沟

工程等，同时，长期还可以去除地下水，主要包括暗

槽、拦洪墙、渗槽等；第五，护坡工程。护坡施工的

种类比较多，主要包含混凝土护坡、块石护坡、锚固

法护坡等，通过在边坡表面设置护坡的方式加强结构，

可以有效防止边坡上出现坍塌事故；第六，滑动带补

强措施。在防滑胶布的生产中，可以通过机械或物理

化学的方式来提高抗滑性体的硬度，以避免薄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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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恶化。滑带的补强工程主要采取三类施工方式，

即传统的机械灌注法、化学注入法和石灰加固法。其

中，常规灌浆方法主要采用水泥、黏土等材料配制砂

浆，再采用灌注力学设计方法；化学注入法涉及使用

各种聚合化学材料制备浆液，然后将混合物倒入坡中；

石灰法是指利用阳离子扩散效应将土壤中的阴离子与

溶液中的阳离子进行交换，以增加土壤结构的稳定性。

3.5 提高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以及个人素养

我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对水土方面问题的关注

较晚，导致我国现有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较低并且个

人素质较差。为了更好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一定要

从各个方面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及个人素养。

为了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质量一定要重视团队建设，

在组建团队时，一定要对人员的技术水平进行测试，

而且组建团队时一定要注意每个人员所具备的技术。

团队中需要包括技术人员、施工人员、监管人员以及

检查人员 [6]。而且在组建团队完成后，一定要对团队中

的所有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并且在培训的最后阶段

进行综合测评。当人员所掌握的技术不达标时，可以

继续进行学习，但如果出现一直不达标现象，则需要

考虑换人。除此之外，培训次数不可以过少，因为时

代在不断变化，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需要保

持定期培训。

3.6 加强监督工作

对于水土保持工作来说监督工作至关重要。监督

工作的正常开展，有利于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质量，

监督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工作内容：监管施工设备

的安全性、施工人员技术水平的使用方法以及在某方

面出现问题时施工人员的解决措施。监管工作如果做

得不到位会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还会对其质量

造成严重的威胁。监督人员在开展监督工作时，首先

检查工程设计师是否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设计，在

正式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时要对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了

解现实状况以及出现问题的原因，这样就可以做到对

症下药，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除此之外，监督人员

还需要明确每项工程的先后顺序，不可以打乱顺序，

更不可以漏掉任何一个程序。而且要根据以往的经验

分析整个工作中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从根本

上提出预防措施。

由上述看来，监督工作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重要

性非常高 [7]。

3.7 合理利用资金

每项工程的正常开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水土

保持工程对资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在水土保持

工程中的资金有限，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地分配。

为了在后续工作中避免出现资金不足等问题，首先要

在施工前对工程中的每个程序进行预算，并对资金分

配做出合理计划，虽然外界因素会影响计划的正常进

行，但是在开展工作前也需要做出合理计划，这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工程的正常开展提供保障。如果有

突发因素，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变，因此为了

更好的安排资金一定要做好提前准备工作，防止在水

土工程正常开展后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工程进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越来越重视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

本文分析了水土保持工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并且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我国非常看好水土保持工程的

发展前景，水土保持工程与我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更进一步

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国新 .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措施分析 [J].珠江水
运 ,2020(13):91-92.
[2] 张超 .基于水土保持理念的城市道路路基施工技术
[J].国防交通工程与技术 ,2019(04):74-77.
[3] 李爱红 .刍议如何突破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中的难点
[J].甘肃农业 ,2021(07):108-109.
[4] 宋丽 ,张涛 .浅谈填筑碾压施工技术在水库水土保
持中的应用 [J].四川水利 ,2017(04):74-75,86.
[5] 姜威 .对现阶段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措施的思考 [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3(14):179.
[6] 盖如锐 .简析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 [J].建
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8(12):999.
[7] 周亮 .针对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措施分析 [C].科技
与管理学术交流会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