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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来改善城市河道的整体生态环
境质量促进河道水流的效果。通过对生态河道治理也能够改善城市内部水循环,提高城市生活的品质。
在对城市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生态水利工程的措施积极解决在河道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
水土流失问题,促进河道治理的整体质量。基于此,本文对生态水利措施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初探进
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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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iver regulation, various advanced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are often us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f urban river and promote the effect of river flow.
Ecological river regulation can also improve the internal water circul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iver harnessing, we must a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oil erosion in the process of river
pollution harnessing through the measure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iver harness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measures in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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