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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港口航道工程建设主要包括选址、规划设计及各项设施(如各种建筑物、装卸设备、系船浮筒、
航标等)修建。其施工不仅要求范围大,且质量要求高,因此需要结合港口航道工程实际,对施工重点进行
有效控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影响港口航道工程施工的主要因素,对港口航道工程相关的施工重点环节
控制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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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ey construction control of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Xiaoli Zh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mainly includes site selec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various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such as sorts of buildings, loading and unloading equipment,
mooring buoys, navigation marks, etc.). The construction not only requires a large scope, but also has high
quality require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key construction poi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On this bas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trol of key
construction links related to 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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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证护岸测量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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