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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alistic and potential hazard is caus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s during highway operation perio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ring highway operation period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noise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isk, solid waste pollution, ecological impact, geologic environment
impac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s were analyzed detail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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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建设项目在运营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现实和潜在性的危害。本文从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
土壤污染、环境风险、固废污染、生态影响、环境地质影响、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系统提出了公路运营
期间面临的环境的问题，分别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具体分析了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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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路建成投入运营以后，能带动沿线的经济发展，但也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

2. 大气污染
公路运营后，汽车尾气会对大气造成污染。汽车尾气的主要成分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
物、铅、二氧化硫、甲烷、乙烯、醛和悬浮颗粒物等，主要来自曲轴箱漏气、燃料系统挥发和排气筒的
排放，它们大部分是有害有毒物质，有些带有强烈刺激性，甚至有致癌作用[1] [2]。另外烟尘、扬尘、碎
落颗粒物等都将直接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人和动物有可能通过呼吸污染的空气而致病。这些污染物排
放到大气后，会由于降水渗透到水、土壤中，并逐渐积累，对沿线的人类和动植物产生不良影响，使其
生活环境恶化[3]。大气污染的程度随着公路运营时间的增长及交通量的增加而不断加重。

3. 噪声污染
公路运营后产生的交通噪声主要来源于行驶中的各种机动车辆的发动机、传动系统、冷却系统、风
扇、进排气、摩擦、振动等，这些噪声随车况、车型、路面结构和载重量的不同而变化。车辆过多使用
喇叭，特别是高音喇叭，可使噪声声级升高 7~10 dB。车辆的行驶速度越快，噪声越大。有研究表明当
车速超过 50 km/h 时，轮胎噪声就成为交通噪声的主要组成部分[4]。因此，在运营期应采取措施限制车
辆喇叭的使用和车速。
高速公路的车速高、交通量大，对沿线人群和环境的影响就更加严重[5]，有调查表明，高速公路两
侧 200 米~300 米范围内形成的噪声污染带可造成公路两侧森林动物习性发生改变。另外，特强噪声会使
仪器设备失效，甚至损坏，特别是电子设备，当噪声级超过 130 dB 时，仪器极易发生故障而失效。机械
结构在特强噪声的频率交变负载的反复作用下，材料结构发生疲劳，甚至断裂。当噪声级超过 140 dB 时，
强烈的噪声对轻型建筑物开始起破坏作用，如门窗损坏、墙面开裂等。公路交通噪声还会影响到公路沿
线经济的发展，比如受噪声影响严重的房地产、工厂、商业大厦等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益会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噪声还直接影响到周围土地的价格。

4. 水污染
公路运营后的污水主要为路面径流雨水，由于运行车辆跑、冒、滴、漏的污油气混合雨水形成，其
主要污染物为 COD 和石油类。在降水的作用下，汽车运输所产生的路面上的滑迹、轮胎粉末以及附近地
表上的铅都会被冲入河流或渗入地下，从而影响水资源的质量[6]。此外，采用工业废料作为道路建筑材
料，喷散农药来防治道路绿化物的病虫害等，也都是水资源的污染源[7]。服务区[8]、收费站及公路管理
养护中心都设在公路沿线，远离城镇，若无法应用公用的排污或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生活污水不达标
排放，则会对周围的土壤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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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污染
在公路建成初期，裸露的坡面、道路两侧等局部地区土壤侵蚀程度较重[9]，固定绿化后将逐步减弱。
公路旁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会加重[10] [11]，污染源主要是机动车辆燃料和轮胎中所含的重金属成分。机
动车辆运行时，重金属元素随着汽车尾气向环境中释放并沉降于周围土壤，日积月累，最终导致土壤污
染。有研究表明，铅的积累主要集中在公路两侧 50 m 范围内，且其两侧土壤中铅的含量与到公路边沿的
距离符合高斯衰减分布模型[12]。此外，采用工业废料作为道路建筑材料，喷散农药来防治道路绿化物的
病虫害等，也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6. 环境风险
由于公路运输危险品品种较多，其危险的程度不一，因而交通事故的严重及危险程度也相差很大[13]。
就危险品运输车辆的交通事故而言，运送易爆、易燃品的交通事故，主要是引起火灾或爆炸而可能导致
部分有毒气体污染大气，或者可能损坏大桥的构筑物，致使出现交通堵塞。最大的危害可能是当危险品
运输车辆在大桥上翻车，掉入河中，导致运送的固态危险品如氰化钾及液态危险品如农药、汽油等的泄
漏而污染河流水质。此类突发性事故应引起高度重视，要求大桥管理部门作好应急计划，通过加强管理，
使污染影响降至最低限度[14]。

7. 固废污染
道路本身不产生固体废物，运营后固体废物主要来源是降尘、载重汽车散落的固体废物[15]，公路沿
线服务设施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行人随意丢弃的垃圾废物等。

8. 生态影响
在公路运营阶段，道路沿线的大气、水体以及土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而它们又是植物生长
所必需的基础，因此植物的生长必然受到影响乃至衰落。植物的衰落又进一步使动物的生存环境恶化。
高速公路还阻止了当地植物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开辟外来植物入侵的通道，严重影响乡土植物种群的扩
展[16]。
对动物的影响，包括对原有生态区域的分割阻断、人类活动的延伸、车辆有害尾气、沿线众多服务
设施排放的污水和垃圾、筑路改变地表径流流向等造成的生态破坏对动植物有很大的影响，将改变它们
的生活、繁殖及其它行为方式。公路网的分割使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碎化，影响到它们的活动区域，使
它们的种群变小而不利生存。公路修建所产生的“接近效应”，使人类可以更方便地接近各类受保护的生
态系统，这将给资源的保护造成一定的困难。公路建成运营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动物死亡数量也非常大。

9. 环境地质影响
项目建成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由于生态系统面对环境改变的自反应机制以及工程土建等设施的
重力稳定和重塑作用下，可能出现新的环境地质问题[17]，如滑坡、泥石流、土地盐碱化、土地沙化等。

10. 社会环境影响
由于高速公路设计为全封闭、全立交，建成后将对沿线地区造成通行阻隔的影响[18]。公路沿线若与
地区河流、排灌渠道肯定会有交叉，有干扰，则可能对原有农林格局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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