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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地区如果河湖骄纵存在,就会因降雨以及地壳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河湖淤泥的问题。经
过地质检测会发现,河湖淤泥不完全会成为一种具备生态环境污染特质的资源,而是可以探索实现资源
化的方式,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不断提升技术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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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here are rivers and lakes in urban areas, silt problems will occur due to rainfall and changes in the
earth's crust. After geological test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silt of rivers and lakes will not completely become a
resour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can explore ways to realize resource
utilization,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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