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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海洋贸易额已达到30万亿美元。来自150个不
同的国家大约5.4万艘商船每天要运送数百万吨货物。
根据能源领域的进步运载燃料和危险物质的油轮数量
每天都增加。安全和环境风险当今已经成为国家最重
要的问题。

毫无疑问国际海上贸易的这些发展促使各国寻求新的，
更快和更安全的海上航线。对国家的经济作出贡献，放
宽全球贸易网络，从而使自己拥有的国家更加融入国际
体系的渠道，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当我们考虑到世界
海上运输的25％，其中发生在位于土耳其地中海盆地，
土耳其也是不可想象无动于衷这些事态发展。
 
土耳其跟许多国家一样、过去当中和正在仍然建立贸易
路线、它将减少安全风险，促进其经济发展，融入国际贸
易体系，并充分利用其对其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

就是这一点；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将消除伊斯坦布尔
的所有海洋风险，建立生命和财产安全，创造1万个新
的就业机会，并以110亿美元的投资为我国每年带来10
亿美元。

伊斯坦布尔运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构成威胁，所有船
舶运输将更加安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历史风貌保
留，事故将被预防，城市线路的负担将会减轻，并提供
航行安全。商业船舶交通转移到伊斯坦布尔运河上、
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体育，文化和艺术方面成为各种

组织和活动的重要中心。 因此，我们所有公民无疑将
成为更和平，平静，自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最大赢家。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世界上同样的项目一样对经济增
加价值、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加强伊斯坦布尔的历史
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土耳其继续每个行业大力攻关
项目。

对于这个项目，首先包括海峡大学，伊斯坦布尔科技大
学、中东科技大学和7所大学 ，大约200名院士和专家，
并且为了这个项目准备了33专业的报告。

这些十来个根深蒂固的文明的土地的主要哲学向来是
一个进步的方向。土耳其共和国按照这个角度来看每一
天进一步了。独立战争、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和为了直到
现在的土耳其国际舞台上的应有的位置、到现在为了
实现每个人梦想2023年的路上制作了许多作品。毫无
疑问，伊斯坦布尔运河将是这些价值观的产物之一，也
是我们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斯坦布尔运河，
对当今世界有很好的了解,因此揭示了需求、同时未来
的世界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产物。由于土耳其的只注重
创造今天的系统，仅根据当天的需求对基础设施和上
层建筑进行投资会违背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是伊斯坦
布尔运河的一个项目，绝对是今天的需要，但也将是未
来的桥梁。

我希望您能找到有关伊斯坦布尔运河国家和国际公众
尚未想到的问题的全面，技术，科学和客观的答案。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教授 Fahrettin ALTUN
土耳其共和国传播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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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目的是什么?1

大约每年从博斯普鲁斯海
峡43,000船通过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路运输面临风险
急转弯，有强大的水流和内陆城市交通
与过境船交通垂直相交。

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角落是 
698米, 此情况影响船舶的拐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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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3-4 千船通行证数量增
加并达到4万多。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一条天然水道，最窄处
698 m，每年约有43,000艘船通过。由于技术
发展，船舶运输量的增加，船舶尺寸的增加，
尤其是运载燃料和其他危险/有毒物质的船
舶（油轮）运输的增加，给伊斯坦布尔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和威胁。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路运输有急转弯，强流
和过境船舶交通的危险，内陆城市交通则有
陡峭的交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边居住成
千万人。一天以内博斯普利斯海峡为了伊斯
坦布尔人贸易、生活和过度之地。就过境交
通而言，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年都变得越来越

危险。 100年前的3-4千船舶通行证数量增
加了，达到了4 - 5万次。博斯普鲁斯海峡中
大型船平均等待时间为14.5小时。等待时间
有时可能需要3-4天。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规划一条代替博斯普鲁
斯海峡的运河。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一天大
约50万个游客旅游、避免过境船垂直交叉90
度。更加能确保安全旅行。同时有可能增加
城市交通中海道的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目
的、

◊ 保护和保障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历史风貌

◊ 减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负担

◊ 确保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安全

◊ 确保巡航安全

◊ 基于水平架构建筑创建一条新的国际水道
和一个现代住宅区。

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一天大约
50万个游客旅游、避免过境船
垂直交叉90度。更加能确保安
全旅行。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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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的位置在哪里?2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大约6.149米的部分在小
切克梅杰(Küçükçekmece)地区的范围内、
大约3.189米在Avcılar地区的边界内。大约
6.061米的部分在Başakşehir区的边界内，其
余约27.383 米的部分在Arnavutköy区的边
界内。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为了确定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路线5个不同的
地方替代走廊进行了研究。研究了替代路线对
环境的影响和对地表水和土壤资源，地下水资
源，运输网络，文化和自然资产的影响。另外，
比较了建设成本和时间。

 根据世界上最大的水箱尺寸，比较了走廊和;

如何确定伊斯坦布尔运河项
目的路线?3

5

替代路线的环境影响
以及对地上水和土壤
资源，地下水资源，运
输网络，文化和自然

资产的影响。

 科学研究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小切克梅杰湖(Küçükçekmece)-萨兹勒德雷
(Sazlıdere)大坝-沿着Terkos东侧的路线已被
确定为最合适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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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的长度约为45公里，基准宽
度为275米，深度为20.75米。

除了伊斯坦布尔运河以外，计划在项目范围
内建设2个港口，1个游艇港，1个娱乐区和1
个物流中心。 这些是有助于经济发展或改善
自然环境的添加剂。

* 游乐区; 为了人民的休息和玩乐区域、不能低于标准大量的分别区域。绿地是为社会造福的游乐场，儿童乐场，休闲娱乐，航行，野餐，娱乐，休闲娱乐和
沿海地区的总数。博览会，植物和动物花园以及区域公园均为封闭区域。

在招标过程之后，运河建设之前的准备时间
需要大约1.5年。运河建设预计需要5.5年。该
项目的完成时间计划为7年。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截
面和尺寸是什么?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范围内通道之外的计
划是做哪些单位和设
施?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将持
续多久?

4

5 6

通道总长度

基础宽度： 275米

通道
深度： 
20.75米

2
1

港口

游艇港、
游乐区* 物流中心

45 公里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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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为了伊斯坦布尔居民的安全和保
障以及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价值无法用金
钱比较。涉及到生活和我国日益增长的战
略重要性时，我们将实现的国际贸易量无
法用货币来评估。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共同资源有效、将在
现场高效完成。物流中心，港口，工业区，研
究中心等 这些领域创造的增加值将提供无
法与建筑成本相比的经济贡献。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建筑成本预计为750亿里
拉。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不会对公民施加任何
额外的税收负担。该项目计划在公私合营
范围内进行。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成本和
将要形成的收益可以说什
么?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建设
成本是多少?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项目
为公民是否带来的任何
税负担 ? 

97

8

750
亿

将会实现的国际贸易量和增加
我们国家的战略重要性无法作

为货币进行评估。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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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博斯普鲁斯海鲜过渡的平均船舶数
量3000、在2019年43000、预计在2050年博斯
普鲁斯海鲜过渡的数量78000和在2070年期
待86000左右。
 

可以看得出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上交通密
度是巴拿马运河的四倍、而苏伊士运河的三
倍.

其实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年安全通行能力为
25,000艘船。

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未来几年将要运输的船
舶数量?10

25.000

年度安全过渡能力

年度可用过度

2070 86.000

2050 78.000

如今 43.000

25.000

43.000

1936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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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鲁斯海峡发生了很多事故。从过去到现在，载有燃料和
危险货物的船舶一直是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威胁。自1960年代以
来，6个重大事故总共有10.8万吨石油流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有
73人死亡。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年平均发生8起事故。

博斯普鲁斯海峡最陡的转折点是80度，最窄
的转折点是698米。根据近年来的数据博斯
普鲁斯海峡中的船每次经过约等待14.5小
时。在某些情况下等待时间可能会达到3-4
天。 在1930年代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50米
长度、而现在有350米的船。这既降低了船舶
的机动性，又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虽然2010年有6.72亿总吨的货物通过博斯
普鲁斯海峡，但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
到8.49亿总吨。
 
在1930年博斯普鲁斯海鲜通过的船舶数量
3000、在2019年43000、预计在2050年博斯

普鲁斯海鲜通过的数量78000和在2070年期
待86000左右。

根据这些数字，就冲突局势而言，最困难的
部分，伊斯坦布尔运河比博斯普鲁斯海峡安
全13倍。

船沉方面、伊斯坦布尔运河最危险的地方
还是比博斯普鲁斯海峡安全2倍。      

发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事故是否影响到安全和环境

船舶冲突和船搁浅方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或伊
斯坦布尔运河哪个更安全?

11

12

伊斯坦布尔运河和博
斯普利斯海鲜的结果
比较, 可以看到卡纳尔
伊斯坦布尔比博斯普
鲁斯海鲜更安全。 

13 倍 12 倍
更安全 更安全

冲突情况 
方面

船舶搁浅情况        
方面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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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运河沿岸的任何紧急情况，已经
确定了7个紧急附着区，2艘拖船和2个
锚固区。此外，在航道期间，总会有30
艘拖船准备就绪。

博斯普鲁斯海峡过的99%的船舶可以过度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伊斯坦布尔运河内为消除事故风险采取了哪
些安全措施 ?

伊斯坦布尔运河开通时博斯普鲁斯海峡过去的船舶
百分之多少能过度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过度是单向
还是双向?

13

15

14

为紧急情况有7个紧急求救区。

在整个通道中，将始终准备提供30艘拖船。 

伊斯坦布尔运河额项目范围内交通模拟和运行管理的研究结果、
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卡纳尔伊斯坦布尔也是确定了单向原理。 
(12个小时背方，12小时南方向)

小时一次
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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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船舶,

◊ 在邮轮船类中、最大长度为275 米，宽度为48 米，深度为17 米的船舶。

◊ 在集装箱船类中、已被确定为长度350米，宽度49米和深度16米的船
舶。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完成以后什么样的船舶过度
这个项目 ?

博斯普鲁斯海峡免费过度情况下、船舶还能选择伊斯坦布尔
运河交钱过度吗?

16

17
目前，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为灯塔，救援
和医疗服务以及拖船和引航服务支付一定的费
用。没有免费通行证。

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平均每趟等待时间大
约14.5小时。在载运危险货物（如油轮）的船舶
上，平均等待时间达到30小时。有时可能需要等
待 3-4天。根据 2017年的数据、油轮的等待时间
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万美元。长度超过200米
的油轮的日租金损失平均达到12 万美元。

如果还考虑了轮船的等待费用，伊斯坦布尔运
河港将为过往的轮船提供很大的优势。

想过度博斯普鲁
斯海峡的船舶平
均等待时间为
14.5小时

     长度超过200米的
油轮的日租金平均损

失达12万美元。.

14.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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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领先的实验室中进行了
水模型和船舶交通模拟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考虑了许多数据，
例如世界船舶工业的发展，物流
行业的发展以及黑海邻国的港
口数量以及OECD数据。此外，
还考虑了过去13年博斯普鲁斯
海峡船舶运输量的变化，世界领
先公司（MBSTS，海事和运输业
务解决方案）进行了船舶交通预
测研究。此外为了伊斯坦布尔运
河任何紧急情况分别了、7个紧
急停泊处、2个拖船和2个锚地区
域。此外、将有30艘拖船随时准
备在整个伊斯坦布尔运河服务。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船舶可以安全的
过度吗?18

在过去的13年
中，博斯普鲁斯
海峡的船舶交
通变化也被考

虑过了。

此外为了伊斯坦
布尔运河任何紧
急情况分别了、7
个紧急停泊处、2
个拖船和2个锚

地区域。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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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研
究的工作范围内，公众参与会议于2018年3
月27日在Arnavutköy新市政厅文化中心举
行。此外环境影响评估过程当中的所有意
见和批评进行了评，根据57个机构和组织
的意见，研究已经完成。 

伊斯坦布尔运河是一个完整的国内和国家
项目。

伊斯坦布尔运河总共工
作了204位来自不同大
学和机构的院士和专家

此项目是否已收到公众意
见和建议?

伊斯坦布尔运河构想
和工程项目 是当地
的一个项目 吗?

在伊斯坦布尔运河
项目范围内有多少
个科学家和专家工
作过?

2119

20
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的工作

57个机构和组织

公众参与会议在Arnavutköy新
市政厅文化中心举行

根据57个机构和组织的意见，研
究已经完成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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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跟总合设施一起、在此
项目的准备和建设阶段预计将有10,000人工
作。在运营阶段预计将有10,000人在伊斯坦
布尔运河项目和其他业务（港口，物流中心，
码头等）工作。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对就业是否贡献?22

10.000 人

10.000 人
+

筹备与建设

单位

伊斯坦布尔运河
已经加入到分区
计划中。于2019
年12月23日获
得批准的比例为
1/100000的伊
斯坦布尔，已被
视为欧洲边区环
境计划中的水
路。在合作协议
的范围内，环保
政府规模发展计
划继续工作。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是否加入到分区计划
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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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国家的蒙特勒海峡公约和其它
国际协议是否违反?24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开业博斯普鲁斯
海峡的法律方面和土耳其从国际法
和不会改变蒙特勒海峡公约产生的
责任和权利。关于国家海洋和陆地
有关的其它协议不会受影响。

蒙特勒海峡公约主要决定我们国家
在海峡的主权，决定船只进入黑海
的通道以及在黑海停留的时间和条
件。伊斯坦布尔运河、在黑海可选的
过度更加容易和安全。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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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范围内地质、岩土和
水文地质研究、水力和水动力模型研究、波
浪模型研究、地震和海啸分析、滑坡研究、
水质和泥沙研究、船舶交通分析和导航模
拟研究、交通管理计划、环境影响评估研
究、社会学影响研究和保护历史遗址和文
化遗产进行了工作。

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在伊
斯坦布尔交通、能充满社会设
施和绿色空间。将建造两个基
于底层建筑的智慧城市。该地
区的最大预计人口为50万人。

这些新住宅区的低层邻里概念
(最高4到5层)、水平建筑为主
的密度比较低的住宅区和为这
些居民区服务的商业、官方机
构、沿海设施、城市区域社会加
固区、城市区域绿色运动场、大
学区域、技术开发区、旅游区、
生态旅游区、健康旅游区、会议
和展览区域、会有物流区域。

由于这些定居点，伊斯坦布尔
的人口预计不会增加。
认为将在居住区中居住的人口
将包括在已经在伊斯坦布尔定
居的人口中。

在伊斯坦布尔运河
项目下进行了哪些
技术研究？

通过伊斯坦布尔运
河是否来伊斯坦布
尔120万新人口?
伊斯坦布尔运河周
围是否创建新的住
宅区域 ?

25 26

内地质和水文地质研究

地震和海啸分析波浪模型研究

水力

波浪模型

地震交通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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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已经进行，
该地区的人民不可能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和伤害。

伊斯坦布尔运河建筑项目的开挖量为11.7亿立方米。这挖
掘存储的地点已经确定在伊斯坦布尔现有的发掘场以外的
地方。城市中要建造的其他挖掘区域没有任何关系。

这地区的老百姓会受到伊斯坦
布尔运河的影响吗？

伊斯坦布尔运河是否20亿 M3 
开挖出来。? 开挖是否要填满伊
斯坦布尔50年的开挖区域 ?

27

28
伊斯坦布尔运河
建筑项目的开挖

量为11.7亿立
方米。这发掘存

储的地点已经确
定在伊斯坦布尔
现有的发掘场以

外的地方。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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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出的大部分材料将主要用于黑海的沿
海防御工事，以作沿海防御工事，并将获得
一个休闲区。此外、在运河的黑海出口、特科
斯(Terkos)湖和黑海之间的交互作用建沿海

堤防降到最低、这样一来不透水性。
将在东部建造的堤防将确保物流中心（这是
伊斯坦布尔的重要需求）位于所有运输交通
最合适的位置，并将为经济做出贡献。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发掘不会影响伊斯坦布
尔的交通。在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范围
内，最大的挖掘量是距45公里长路线离黑海

出口/入口17公里。开挖的物料运河中使用
自己的路线往运输到已确定的填充区。不允
许使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发掘地点在哪里 ?

伊斯坦布尔运河开挖对伊斯坦布尔交通产生
影响吗?

29

30
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发掘不会影
响伊斯坦布尔的 交通。 不允许使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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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运河建筑期间高速和低速
不会封闭。开始运河建筑之前现有的陆路
和铁路链接的桥梁和隧道施工，并采取所
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 运输不中断。
关于交通走廊的项目、相关的部门已协调
准备和必要的确认。

地震是由于形成地壳的数百公里厚的
板块构造运动而发生的。深度为20.75
米的浅层建筑、不可能触发数百公里
厚的这些物体。人制造的(地铁、桥梁、
地下室很深的购物中心等等)没有什
么不同的。另外、伊斯坦布尔运河路线
上没有任何地震带。安纳托利亚地震
带离伊斯坦布尔运河距离11公里、彻
纳尔哲克(Çınarcık)地震带离伊斯坦
布尔运河距离30公里。就伊斯坦布尔
运河的开挖/填充量和水量而言，不可
能引起任何地震运动

随着开始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建造，现有的高速公路和低速道
路是否会关闭而无法通行？

伊斯坦布尔运
河是否增加地
震风险 ?

31

32

在伊斯坦布尔运河建筑期间高
速和低速不会封闭。

因此、伊斯坦布尔运河范围内
地震调查分析中、2475年的重
复地震调查、根据可能造成最
大的 地震计算地震速度和根
据这个计算设计了运河项目。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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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第一步、离开现场公寓和逃离
最近的聚会区域。这是每个地区/社区计
划的。800万人口地震中没有任何行动
计划跑到小切克梅杰(Küçükçekmece-
Durusu)线的西边。这是违反理性和科学
的。反而，地震后人们不可使用私家车，仅
由救援队使用主要动脉，并尽量减少民用
车的应急响应，这是生命和财产安全必不
可少的要求。 

‘’岛’’说法特征想创造的剥夺感是恶意的
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就像日本国家在地震时候如何
能逃离到’’岛’’以外的地方问题一样没有
意义。

随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800万伊斯坦布尔人是否被监禁
在岛上? 在地震当中如何确保人口安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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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路线进行了液化分析。针对液化的可能性当
今的技术提供的所有措施和确保无风险的状态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地区地震
地面流化风险有采取措施吗34

采取了当今技术机遇的所有措施。
整个项目

路线进行液化分析。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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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发生的海啸风
险已进行了海啸模型研究。这研究的结果
是、这地区滑坡和地震同时发生造成的最大
波浪高度、

◊ 马尔马拉海 117厘米,
◊ 已经确定在河海入口处的高度不能超过68

厘米。

这意味着一个有限的高度。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范围内在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对海啸有
什么样的工作准备 ?35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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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规模的滑坡详细分布地图上做的研
究结果是、 伊斯坦布尔运河路线和周围没有

找出任何建设运河之后的可能造成危险或
滑坡的区域。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影响伊斯坦布尔
的饮水说法不正确的。伊斯坦布尔的年用
水量大约为10亿6千万立方米。

特尔科斯(Terkos)湖目前的年产量为
1.339亿立方米。随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项
目这湖的效率每年将降低270万立方米。
总体而言，这对伊斯坦布尔影响不大，仅
为每千分之2.5。萨兹勒德雷(Sazlıdere)大
坝目前的年产量为49百万立方米。萨兹勒
德雷(Sazlıdere)大坝的61％将保留在运河
中，但其余39％将被保留。与伊斯坦布尔
运河项目一起大坝的效率将达到19百万
立方米。效率方面的差异每年将达到3千
万立方米。伊斯坦布尔这里的水损失率为
2.8％。 根据这些数据、伊斯坦布尔运河

的对总储水量的影响为3％。 但是，一旦
将梅伦(Melen)大坝项目作为将伊斯坦布
尔推向未来的主要资源，这项目完成后，
每年将有11亿立方米的水流入伊斯坦布
尔。这数据刚好比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造
成的差异的34倍。梅伦(Melen)项目将使
伊斯坦布尔的水源增加一倍。

此外、为了增加伊斯坦布尔的水资源被国
家水利工程总局哈姆西(Hamzalı), 皮林
期(Pirinççi), 卡拉曼得类(Karamandere)
大坝正在计划、完成以后将获得的水资源
高于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影响。

咱政府昨天一样计划伊斯坦布尔的今天
和未来的水资源需求都在保留下去。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路线有滑坡区吗?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损害饮水资源和断掉伊斯坦布尔的水
资源的说法是正确吗?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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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量

特尔科斯

萨兹利德(SAZLIDERE)大坝

%3

梅伦(MELEN)大坝

流入伊斯坦布尔

水源

伊斯坦布尔的年用
水量约为10亿6千
万立方米。.

TERKOS湖
特尔科斯(Terkos)
湖目前的年产量为
1.339亿立方米。

萨兹利德
(Sazlıdere)大坝目
前的年产量为49
百万立方米。

根据这些数据，伊斯坦布尔运河对
总水储量的影响为3％。

梅伦(Melen)大坝项
目完成后，每年将有
11亿立方米的水流
入伊斯坦布尔。

亿立方米的水。

为了增加伊斯坦布
尔的水资源被国
家水利工程总局
哈梅西(Hamzalı),
皮林期(Pirinççi)
、卡拉曼得类
(Karamandere)
大坝正在计划、完
成以后将获得的水
资源高于伊斯坦布
尔运河的影响。

政府昨天一样要计划伊斯坦布尔的今天
和未来去行动和确保水的需求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建造伊斯坦布尔运河
项目之后咸水会流到
特尔科斯（TERKOS)
湖吗?

萨兹利德坝
(SAZLIDERE)未来会
怎么样?

38

39

特科斯湖(Terkos)湖的水位高于伊斯坦布尔
运河。 运河的咸水不可能流到上面。根据地
下水模型和水文地质研究的结果、因为伊斯
坦布尔运河项目原因、特科斯湖(Terkos)湖
或者其他地区不会有盐分。

预计不会发生海拔差异而导致渗漏或地下
水膨胀。根据为了防止地下水储备和特科
斯湖(Terkos)湖受到海水的影响、伊斯坦布
尔运河的表面将覆盖特殊的不渗透性的材
料、侧面制作特殊的材料、将制作屏障和弹
性墙。

萨滋利德(Sazlıdere)大坝加入到伊斯坦布尔
运河路线中。这里的损失新大马士革弯(Yeni 
Şamlar Bendi)的建造要获得部分收益。伊斯
坦布尔的总降幅为2.8％。但是，仍在建设中
的梅伦(Melen)项目将为整个伊斯坦布尔带
来更多的资源。

26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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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地区考古和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现状、并确定项目建设
活动对项目影响地区的考古和不可移动文化
遗产的可能影响、编写了一份’’考古报告’’。
历史、天然、文化体现和从过去的历史直至
到今天的保护区、采用保护-利用的平衡原
则、将被保护为考古公园，这些是、

◊ 小切克梅杰(Küçükçekmece)内外滩考古
和自然保护区 (Avcılar Küçükçekmece)

◊ 小切克梅杰湖和周边第一和三级考古遗址 
(Avcılar- Başakşehir)

◊ 雷斯内利(Resneli)农场的考古和历史遗址 
(Başakşehir)

◊ 菲利波则(Filiboz)一级考古遗址 
(Arnavutköy)

◊ Spradon一级和三级考古遗址(Avcılar)
◊ Region一和二级考古遗址

(Küçükçekmece)
◊ 亚里姆堡兹(Yarımburgaz)洞穴一级考古遗

址 (Başakşehir)

伊斯坦布尔运河路线附近最近的历史景点
是巴塞亚尼亚古城和亚里姆堡兹洞穴。伊斯

坦布尔运河项目与这两个领域没有任何负
面互动。

◊ 巴塞亚尼亚古城在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以
外的区域。

◊ 亚里姆堡兹(Yarımburgaz) 洞穴在伊斯坦布
尔运河项目以外的区域

此外，如果有考古发现，将在《第2863号文化
遗产保护法》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并将其添
加到我国的文化目录中。例如，在马尔马雷(
地铁)项目范围内，数千种文化资产被添加到
我国的文化资源中。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对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区域会有负面 
影响吗?40

伊斯坦布尔运
河项目不影响
巴塞亚尼亚古
城和亚里姆堡
兹洞穴。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伊斯坦布尔
运河项目当
中如何保护
生命的研究
哪些?

41

28

在研究范围内评
估了项目路线的
关键区域和这些
地区的动植物种

类进行了评估。保
护稀有物种的必
要措施在环保评
估报告中提出了.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这项目的范围内，在四个季节
中研究了18名与动植物相关
的专家。这些是、

◊ 2名植物专家(一种植物专
家)

◊ 1名无脊椎动物专家

◊ 1名爬虫专家(研究爬行动物
专家)

◊ 1名类学家(研究鸟类的专
家)

◊ 2 名专门研究哺乳动物

◊ 2名内陆鱼类专家

◊ 9名海洋生物学家

在研究范围内评估了项目路线
的关键区域和这些地区的动植
物种类进行了评估。保护稀有
物种的必要措施在环保评估报
告中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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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范围内项目路线上敏感区
域进行了详细检查。在环评报告中对这些研究进
行了评估，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 为了保护森林土地，根据第6831号森林法的
有关条款采取行动。

◊ 小切克梅杰(Küçükçekmece)湖的边通道
截面原因没有任何建筑项目。并且该地区继
续作为自然保护区概念受到保护。这地区 
1/100.000规模总体规划相应准备暂停。

◊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计划是按照不会影响
特科斯(Terkos)湖的水质进行的。

◊ 运河两边的生境、保证自然生活的连续性和
整地、在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将进行连续监控。

◊ 监测活动根据环境评估报告中指定的“生物
多样性行动计划 ’’来进行。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范围内在技术研究中，当前
的测量和现场测量结果用于做了环境影响模型。
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过度的船舶造成的海洋污
染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发生的车祸、伊斯坦布尔运
河项目最主要的目的是伊斯坦布尔的自然、历史
而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范围内为保护伊斯坦布尔的自然所做
的工作哪些?42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
目范围内在技术研

究中， 当前的测量和
现场测量结果用于

做了环境影响 模型。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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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坦布尔
运河项目森林面
积和绿地面积会
变小吗?

跟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项
目会失去地下水的风险
吗?

伊斯坦布尔运河对鱼生活
区什么样的影响?

43 44

45

这地方增加467万平方米的森林
区域和8650万平方米的区域绿
地和运动区、总共获得9124万平
方米的面积。

在地下水模型的范围内，随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钻了8
口抽水井和17口观察井，并从现场获得了要加入到
地下水流模型中的数据。用三维模型进行地下水建
模、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已经计划了在渗透性地面
区域提供防泄漏的工程解决方案。地下水不会任何
泄漏。

该地区要新增467万
平方米的森林面积。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考虑到四季变化、为了伊斯坦布尔运河前后进行了
模拟和计算。这些分析的结果是，一年中任何时期的
水生生物已确定所需的溶解氧量没有因为运河而变
化和减少。

换句话说，马尔马拉和黑海的自然生活条件将继续
保持下去。

此外，还针对生态和水质的建设和运营阶段制定了
监测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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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中包含有关伊斯坦布尔运河路
线对农业地区的特殊解决方案。设想伊
斯坦布尔运河当中挖出来的肥沃土地建
立要更大的和更广阔的休闲区。

此外、被环保政府被暂停的1/100.000规
模的环境计划470万平方米的森林区域
和8650万平方米的绿地区域和运动场、
总共创造了9120万平方米的私人区域。

伊斯坦布尔运河框架内进行了所需要的
气象研究。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完成以
后不可能有气候变化。

伊斯坦布尔运河
对农业地区有影
响吗?

伊斯坦布尔运河
项目造成气候变
化吗?

46

47
伊斯坦布尔运
河项目完成后
区域不会有任
何气候变化。

许多因素影响洪水形成。气候，植被，人类影
响，地质结构和土壤特性，流域自然平衡的破
坏、大雨和骤雨可以算在这些因素中。根据这
些因素、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是否触发洪水和泛
滥?48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和土
耳其洪水地图上也显示没
有任何洪水和泛滥风险。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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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运河开通之后不会有难
闻的气味。 关于伊斯坦布尔运河和
马尔马拉海的科学研究(流体动力
学、水质和沉积物模型研究) 已经确
定不会对马尔马拉海产生负面影响。

水力学模型中的所有博斯普鲁斯海
峡系统、常年的数据、使用现场测量
数据建模。当前有从黑海到马尔马
拉的潮流，从马尔马拉海到黑海的
潮流。

建筑运河情况下检查了现状和运河
之间的通信。分析结果、运河没有减
少氧气的作用、而对海洋生活没有负
面影响。

跟着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马尔马拉海的污染
不会增加。在研究和建模范围内进行了季节
性测量。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前后进行了建
造模拟和计算。

使用在现场的测量和已有的数据做的流体动
力学模型的流动过渡和确定流速和这里的结
果加入到在水质模型中。在水质模型中，观察
到溶解氧和其他物质的转变，未发现不利影
响。

马尔马拉和黑海将保持自然生活条件。

伊斯坦布尔运河
开通之后马尔马
拉海会有难闻的
气味吗?

跟着伊斯坦布尔运河
项目博斯普鲁斯海峡
双向流水系统曲调、
这样马尔马拉海会有
污染吗?

5049

从黑海流向马尔马拉，从马尔马拉海流
向黑海。

已经确定对马尔马拉海不会产生负面
影响。

分析结果是、一年中任何
季节伊斯坦布尔运河原因
溶解氧不低于生活所需的
极限。

50个问题了解 伊斯坦布尔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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