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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水运经济已成为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作为水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交通枢纽

港口和水运载体航道的发展迫在眉睫。要想发展好港口和航道经济,就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大力对港口与航道经济进行开发。但是港口与航
道工程施工过程,会对生态造成影响,所以研究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及对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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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port and waterwa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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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ater transport econom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development. However, a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transport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hub port and water transport carrier channel is imminent. If we want to develop the port and waterway
economy well, we should make use of advanced scientific means to develop the port and waterway economy vigorously.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will have an impact on ecology, so it is of great soci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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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逐渐开始重视绿色环保节能技术,为顺应社会发展,港口
航道疏浚工程不断调整航道疏浚方案向环保、节能方向发展——以绿色

2 生态影响
2.1针对河道环境

环保为实施标准,确保施工技术推陈出新,向成熟方向迈进;实施疏浚工

在该类工程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一些抛石沉排等水下施

程时,妥善使用环保手段,从源头缓解环保压力,保证工程朝着节能、高

工作业,水下建筑在建设过程中会对局部区域内的水生环境产生较大的

效方向发展。

影响,甚至会导致水下局部区域内的生物大面积消失,长此以往会对该

1 港口航道的施工工程特性

片水域河道内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使得水质与土层之间产生不同

1.1精度上要求比较高

程度上的割裂,从而间接地导致河道内的生物无法与陆地生物相互接触,

区别于别的工程项目,港口航道工程的施工在精度上有所要求,并且

促使河道环境的恶化。除此之外,该类工程项目的建设还会改变该河道

要求极高。工作人员要在施工之前针对该片水域之中的沉淀层厚度严格控

内的原始地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河流自身的生态净化能力,破坏该

制在10-20cm,如此展开的施工建设等有关作业之前,工作人员也要针对此

地区内的生态平衡。

地区的水底污泥状况合理细致且全方位的加以勘察,确切的将污泥层的厚

2.2针对浮游生物

度加以记录,由此之上设计出工程设计的开挖面。因为水下施工存在极高

工作人员在开展工程项目建设时,水下作业频繁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的危险性,所以工作人员也要保证勘察结果的确切度,以免之后的施工作

水域内的悬浮物浓度显著增加,造成水质的恶化,而生长在该片水域中的

业留下一些安全隐患。

浮游生物会受到恶化水质的影响,在觅食的过程中因误食施工作业产生的

1.2施工上存在多样性

悬浮物而造成消化系统堵塞或者系统紊乱等情况,最终导致浮游生物的大

因为各个水域河道其地势环境还有水域生物都不一样,所以施工企业

量死亡。除此之外,水域内大量的悬浮物也会降低水体自身吸收光能的效

往往也需要面对各个水域的特性定下合适的施工方案,例如护滩、导流等

率,对该片水域内藻类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较大的影响,低等的浮游生物

等,由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此种工程项目就需要在施工作业的计划上订立

难以生存,而高等的鱼类也会因为缺少食物而大量死亡,因此,该类工程项

好极为明显的多样性施工项目,以免对水域生物造成影响,对施工工程的

目的建设还会影响该片水域的食物链。

周期性也要考虑到。
1.3水上作业比较多

2.3针对底栖生物
所谓的底栖生物主要是指生活在水体底区的动物群,其栖息的方式也

一般而言,工作人员需要遵照水位的变动规律,尽可能的在此片水域

多种多样,如依附于岩石表面、依附于植物或其他底栖动物的体表、栖息

的枯水期中将此工程项目的主体建设加以完成,而在这一工程里工作人员

在水域内的潮间带等。而港口航道工程项目的施工作业会改变该类生物群

就需要直接面对各个项目展开对应的水上作业,想要让水上作业的危险性

体的生长环境,从而间接地影响底栖生物的种群分布和数量。以该类工程

有效的减少,工作人员就要求根据水位的转变定好工期,如此就会让此类

项目中的抛投作业为例,很多底栖生物会随着施工作业的被迫转移至其他

工程项目于施工公司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稍一不慎就可能会出现这样

区域内,造成大量底栖生物的消失,原来水域内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那样的问题,因此,一定要注意时间和多样性作业。

无法在短期内进行自我修复,因此,剩余的底栖生物也很难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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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针对渔业资源

的导致水域周边的生态环境受损。另外,要运用实际可行的对策来预防进

除了上述我们所提到的河道环境、浮游生物以及底栖生物之外,该类

一步的扩散,在最大限度之上来有效的保障浓度污染物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工程项目的开展还会对该地区内的渔业资源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从客观

及时的予以清除干净,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之上来有效的预防

的角度上来说,鱼类相比其他的生物体而言其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很

污染物转化层位悬浮物,影响导致周邊水体的污染度相对较小。其次,要针

多施工企业都会将鱼类进行驱赶,但是鱼类突然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水域

对港口航道疏浚施工实施有效的精准定位,其不仅仅涵盖了对于开挖精准

环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鱼类种群的数量呈下降趋势。除此之外,水下

度的进一步的强化,还必须要将疏浚开挖的范围确定出来。假使是废污染

施工作业还会采用水下爆破的方式来快速清除水域内的一些建筑物,而这

底泥,那么针对其自身的疏浚量要依照相应的标准来进行规划。综合来进

种施工方式会对该片水域内的原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不利于该水

行分析,要从根本之上来显著的提升疏浚开挖的技术标准,确保其要比普

域内渔业资源的生长。

通的疏浚工程高。最后,要从根本之上来缩减柴油机等大型设备的噪音,

3 减少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另外在疏浚的过程之中,船舶的机舱门要关闭,保障疏浚过程之中由于噪

3.1设计科学合理的港口航道疏浚方案

音而影响的周边的施工,最终使得施工质量受损。

第一，要细致考察港口航道周边的环境情况,集中分析受到污染的底

3.4展开持续性的跟踪监测

泥的因素及特征,并依照相应的资料,来针对底沉积物来实施初步语段,之

构建起水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管理体制以及監测系统,定期对于工

后在针对最终的结果来实施一个全方位的评价,根据最终结果来优选相应

程周围的区域展开生态监测,与此同时也可以针对对流成效加以跟踪监

的港口与航道疏浚工程施工方案。各个环节的设计工作都得要严格依照相

测。假若有水域或者是陆域存在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显著减少,又或者

应的顺序来实施,科学规划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施工范围,优选最适宜的施

是渔业、鸟类等资源较为明显的减少,就要及时的展开污染的治理,并且运

工方式与作业船只与设备。

用极为针对性的方式让生态恢复以及获得补偿,进而确保生态体系的健

3.2科学选择疏浚时间与季节

康。除此之外,建设单位也需要下拨一些经费用在生态补偿以及修复之上。

要优先选择相应的疏浚时期与季节,尽量不要影响到底栖生物的生

比如在工程的周遭水域投放一些当地物种用以弥补相关的损失,需要让生

存。所以,各项工作要充分的考虑到底栖生物,优先选择风险系数低,并且

态恢复相应的人工放流计划以及和当地的渔业部门紧密协作,一致规化实

影响底栖生物小的季节—冬季,选择枯水期来实施必要的疏浚,避免底栖

施。又或者是对水域生态修复还有别的环境保护科研项目提供相应的经济

生物的生长时间,缩减对于底栖生物不利的因素。值得注意的就是,还得要

资助。

尽量的避免在水流相对较大的大潮或者是退潮时间来予以实施。港口航道

4 结语

的疏浚的施工时间的确定主要依据的是相应的区域来进行决定的,但是大

港口和航道工程的实际施工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对生态

致选择在冬季来予以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是冬季是港口航道水域之中水

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比较大,这就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在施工中能从生

底栖息生物活动较低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来针对水底生态圈的影响程度对

态保护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工程施工的质量。

地,针对整个水域生态环保来进行分析,同时也是最为安全、可靠的施工阶
段,依照环保的各项要求,冬季疏浚要尽量的将底泥抛上岸,这样对于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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