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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板房沟河出口段河道防洪策略进行研究,该区域的山口下游河道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治
理,不仅对旅游观光造成影响,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洪水隐患。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制定科学合理的
防治措施。首先对板房沟河地区进行介绍,分析当前的河道情况与现存问题,其次阐述河道治理理念。最
后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旨在从多方面促进板房沟河区域的安全性与美观性。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提供
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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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与河岸现状

1.2河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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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生态用水,无多余水量下泄。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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