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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港口航道疏浚工程目的主要是拓宽港口运输水域,利用挖泥船或者人工操作,改变河流的河道
和边界,使水流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保证河道的淤泥不会在航道上淤积,以方便港口或者其他水域的交
通顺利运行。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施工时首先应该明确工程目的,应该有相对完整和规划的设计,使所进行
的工程建设对自然和河流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在保障河流流域在平衡的状态下进行河口改变。总的来说,
疏浚工程目的是确保港口航道水域的泥沙不堆积以及在下一个汛期来临之前能够保持河道的平坦,以
便维持航道的稳定运行。并且疏浚工程施工是目前改善和维护港口水域和航道的重要方式,做好疏浚工
程能够有利于我国港口水域航道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阐述了环保概念下的港口航道疏浚工程特征以及
港口航道疏浚工程对环境造成的主要影响,对环保概念下的港口航道疏浚工程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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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 under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Xiaoxia Xu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 is to widen the port transportation water
area, use dredger or manual operation to change the channel and boundary of the river, chang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water flow, and ensure that the silt of the river channel will not be deposited on the channel for
convenience traffic in ports or other waters runs smoothly.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s,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should be clarified first, and there should be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planned design to minimize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on nature and the river, and
to make estuary change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river basin is in a balanced state. In general, the purpose of the
dredging project is to ensure that the sediment in the port and channel waters does not accumulate and to keep
the river flat before the next flood seas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channel. More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dredging projects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and maintain port waters and
navigation channels. Doing a good job of dredging projects can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port
waters and navigation channel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s under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main impacts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port and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s under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port and channel;dredging project;characteristics;impac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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