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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cause impact and harm,
including noise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various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llution status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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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运输在其建设、运营与维护过程中都会造成影响和危害，包括噪声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
染等。本文针对这些污染分析了各种污染控制技术，以期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污染现状起到改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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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交通运输业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给我国环境带来了一些危害，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这种毁坏环境换来发展的模式与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相符，对我国发展有着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对交通运输行业污染控制技术的研究，
变得十分必要。

2. 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道路交通噪声控制措施包括交通工具声源降噪、低噪声路面、髙架桥底吸声、声屏障、绿化、建筑
隔声等。不同的道路交通噪声控制措施有其各自的技术、经济特点，其适用范围、经济成本各有不同，
在不同工况条件下因保护对象的不同所能达到的降噪效果和范围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对于车速较快
的道路，低噪声路面为优选措施，声屏障或绿化视实施条件及降噪要求可以同时采用也可分别采用，涉
及高架复合道路的应采取高架桥底吸声措施，在环境声级无法改善的情况下，隔声门、窗也可作为辅助
降噪措施。

2.1. 低噪声路面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近年来出现了诸多新型路面结构与路面材料，大大推动了低噪音路面的
研究。低噪声路面分为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两类，但目前低噪音路面的研究重点还是主要集中在沥
青混凝土路面。低噪声沥青混凝土路面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对噪声要求高地段的公路为提高行车安
全，舒适性的优先选择。
1960 年，前联邦德国首次兴建低噪声沥青路面，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士、比利时等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使用。1981 年，在荷兰召开的多孔性沥青路面专题讨论会对多孔性降低轮胎路面噪
声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983 年，在悉尼召开的第 17 届世界道路会议上，不仅对低噪声路面的抗
滑、减少溅水和喷雾的功能加以了肯定，而且对轮胎/路面噪声在交通噪声中所占的比重予以了关注，且
对其原因做出了分析[1]。国内外研究发现[2]，具有降噪效果的沥青路面有多孔性沥青路面、超薄磨耗层
沥青路面、橡胶沥青路面、SMA 路面等。
我国同济大学通过对低噪声沥青路面声学性能，以及路面结构的空隙特性、排水性能的研究，指出
了其优良性能。为了验证路面的透水及降噪性能以及施工情况，1996 年在杭(州)金(华)线 K18 + 200~K18
+ 375 处铺筑了 700 m2 的试验路，后对该路段进行了噪声测量，结果表明，与普通沥青路面相比，低噪
声路面可降低轮胎/路面噪声 4.7~54 dB。1998 年，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在陕西宝鸡市和河北京沪
高速公路(沧州段)铺设了近六公里的降噪试验路段。随后，以排水混凝土路面(OGFC, open graded friction
course)为代表的低噪音路面在我国逐渐推广开来。西安、杭州、广州、成都、武汉等省市都开展了低噪
音路面的铺筑。随着排水路面的各种问题的出现，骨架密实型的低噪音路面、弹性材料的低噪音路面、
实现纹理优化的低噪音路面开始开展研究。2007 年，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提出一种具有良好路用性能、
又具有良好的降噪水平及其耐久性的新型低噪音沥青路面材料——综合了三种路面材料降噪机理，采用
高黏度的橡胶沥青作为胶结料，以粗集料断级配小粒径密实型为骨架结构的沥青混合料。该项目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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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明专利。形成了北京地区低噪音沥青路面设计施工成套技术，包括路面结构层设计、原材料技术要
求、矿料级配要求、配合比设计方法、混合料性能评价指标与要求、施工工艺参数及要求、质量检验评
价标准等内容。路面行驶舒适性得到提高，路面早期损坏现象减少，且有利于建设安静北京、绿色北京
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技术示范效应显著。
总之，低噪声沥青路面降噪机理源于孔隙率，增加沥青混合料的孔隙有助于提高路面的吸声功能。
根据孔隙率把沥青路面结构分为两大类，即多孔性沥青路面和密实性沥青路面。多孔性沥青路面主要有
多孔性沥青路面和超薄磨耗层沥青路面，它们的孔隙率大，降噪效果显著，但耐久性差；密实性沥青路
面有 SMA 路面和橡胶沥青路面，它们的孔隙率相对较小，降噪效果次于多孔性沥青路面，但摊铺和严实
性、耐久性好，抗滑性强。

2.2. 声屏障
声屏障是一个降低道路交通噪声的重要设施，也是道路设计者经常采用的降噪措施，对距道路 200 m
范围内的受声点有非常好的降噪效果。一个合理的声屏障可以对处于声影区的受声点降噪 5~15 dB。
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从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进行公路声屏障技术研究，到 70~80 年代，他
们在声屏障的标准规范、选材、设计与施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声屏障已成为控制公路交通噪声
的重要工程技术手段。近年来，国外道路声屏障技术不断发展，在声屏障建设方面更加注重道路声屏障
与景观协调设计，而且多采用低成本材料。
国内对公路声屏障降噪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标准规范方面，交通部发布了《公路声屏障材料
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用于规范公路声屏障材料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为统一公路声屏障设计与施工
技术标准，使公路声屏障设计与施工符合安全、适用、经济的要求。
声屏障降低噪声效果主要取决于其设置的高度、长度、材料和结构形式。由于声屏障的材料、类型
各异，所以在降噪效果、造价、景观方面各有特点。
另外，通过对敏感建筑物采取一定的措施，也能达到降噪目的。如对主干道临街建筑安装防声窗等
都有明显的降噪效果，研究证明可以降低噪声 4~6 dB。

2.3. 种植降噪绿化林带
绿化林带的降噪效果因声波频率、树林密度和深度而异。由于树叶的吸收作用是在树叶的周长接近
或大于声波波长时，才有较大的效果，所以要得到绿化降噪的良好效果，树要种得密，林带要相当宽，
而且要栽植阔叶林。
研究表明 40 m 宽的林带，可降低噪声 10~15 dB；30 m 宽的林带，可降低噪声 6~8 dB；20 m 宽的多
层行道树可降低噪声 8~10 dB；12 m 宽的悬铃木树冠，可降低噪声 3~5 dB。窄的绿化林带的实际降噪效
果并不明显，仅有心理作用[3]。

3. 水污染控制技术
预防是在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源头处，通过有效地措施使污染物排放量减小到最小。我们
应以在施工期和营运起两方面考虑。

3.1. 施工期
沥青、油料、化学物品等不准堆放在民用水井及河流湖泊附近，并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
体。施工驻地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粪便等集中处理，不直接排入水体。在公路交通管理部门的生活
区设置污水处理站，各种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对施工机械严格检查，防止油料泄漏。严禁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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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施工垃圾等随意抛入水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不得设置沥青混合料及混凝±搅拌站；不得堆放或倾
倒任何含有害物质的材料或废弃物；不得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取土、弃土，破坏±壤植被。施工过程中
搅拌站的排水、混凝土养生水等含有害物质的废水不得排入地表水 I~III 类水源地保护区。

3.2. 运营期
3.2.1. 生活污水控制方法
不论是道路施工时产生的施工废水，还是施工营地产生的生活废水，这些废水的出现，都不是长久
的。它会因工程的竣工而消失，所以生活污水对环境的破坏性不大，可以运用一些省成本的方法进行处
理。这种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使用化粪池处理；设置小型蒸发池。这些化粪池和蒸发池可以在工程完
成后掩埋掉。
公路在营运期间，其沿线设施产生污水会比较小，所以一般型号较小的处理器就可解决这个问题。
在处理污水时，相关人员可以依照污水的类别、经济的宽松程度来处理污水。一般回收的污水主要用于
以下几个地方：经处理后排入江河、经处理后用于工艺中、用来灌溉植物等。
3.2.2. 洗车修车污水控制处理
洗车和修车所产生的废水，其处理难点主要是泥沙和油类物质。在处理这类污水的方法主要是使用
隔油池隔离石油，并将所含的泥沙一并处理。因为油类是不溶于水的，因此会在水中呈现出浮油状态或
乳化状态。这些浮油、乳化状态的油，会以有滴状或可沉固体沉入隔油层底部。因此，只要在隔油层底
部分放置一个集油箱，将油收集回去，再将污水重新处理，水就可以再次利用了。
3.2.3. 地表水的控制方法
公共地表水包括地表径流污水和施工工地地表径流污水。关于公路施工工地和地表径流污水的处理
主要有水土保持和植物保护这两种方法。如何让公路在建设过程中，使水体得到保护，主要有以下措施：
在坡面进行防护、保护水域路段、考虑怎样合理的设置公路的排水工程等等。坡面的防护工程主要是防
止坡上土壤受到侵蚀的。坡面防护工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种植植物进行防护、设置坡上防护网、
在坡上砌些石头等。在一些容易被雨水冲刷的地方，可采用冲刷防护措施。冲刷防护措施主要有以下几
种：种植植被进行防护、砌石防护或抛石等。为了更好的控制地表水流的流量、水流的方向，以及水流
的速度，相关人员可设置公共排水措施。公路排水措施还有其他作用，比如防止土壤被侵蚀污染、防止
河道淤塞等等。防止土壤被侵蚀和河道淤塞等情况，还可以在坡顶和坡底开设截水沟来达到目的。
植物保护是保护生态系统最好的措施，所以在公路的建设过程中，保护植物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植
物的保护，主要以下措施：在建设公路的过程中，合理的进行公路规划，减量减少对植物的破坏；对施
工方案进行合理的安排，以便尽可能少的减少对植物的破坏。

4. 土壤污染控制技术
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是防止污染的根本措施。即控制进入土壤中的污染物的数量和速度，使其
在土体中缓慢的自然降解，不致迅速大量地进人土壤，引起土壤污染。

4.1. 大量推广公路沿线绿化带的种植
有研究表明[4]，绿化带能明显降低公路铅、铜、锌污染，表现在降低峰值和污染范围内的平均值。
且双行绿带的防护作用优于单行绿带。这表明，绿带对汽车尾气和轮胎摩擦产生的颗粒性重金属污染的
防护作用可能与树干、枝叶的阻挡以及吸收有关。但是要注意绿带的结构、宽度、配置方式对防护功能
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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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善土壤状况
可以控制氧化还原条件：根据水稻田的氧化还原状况，可控制水稻田中重金属的迁移转化[5]。可以
增施有机肥，改良砂性土壤。有机胶体和粘土矿物对土壤中重金属有一定的吸附力。因此，增加土壤有
机质，改良砂性土壤，能促进土壤对有毒物质的吸附作用，是增加土壤容量，提高土壤自净能力的有效
措施。要换土、深翻、刮土。被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壤在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可采用换土法，这是目前
彻底清除土壤污染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对换出的污染土壤必须妥善处理，防止次生污染。此外也可进行
深翻，将污染的土壤翻到下层，掩埋深度应根据不同作物根系发育特点，以不污染作物为原则。

4.3. 改善汽车轮胎材质
改善轮胎的材料能够大大降低原轮胎中含有的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能降低重金属向土壤的扩散与
累积。公路两旁堆弃了的旧轮胎也应统一收集处理，禁止焚烧[6]。

5.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5.1. 建设运营中注重减少大气污染
交通运输中排放的 CO 等有害气体和灰尘颗粒污染，涉及交通行业的施工建设、维护运营的很多方
面[7]，因此减少污染就要从每个环节着手。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应将堆料场和拌和站设置在空旷的地区。
沥青混凝土的拌和站应当设在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点的下风向处，这样既方便生产，又须符合环境
保护要求，不建议采用开敞式、半封闭式沥青加热工艺。在施工期间要按时洒水降尘，运送粉状材料时
要采取遮盖措施。
公路运营期间，应严格执行车辆排放检验制度，利用收费站对汽车排放状况进行抽查，限制尾气排
放严重超标的车辆上路。对于运载危险品的车辆更要严格进行检查，严格监控。在公路的运营维护过程
中，应该加强公路绿化[8]。进行绿化所种的树木可积累木材资源，增强沿路的空间艺术色彩，创造优美
的环境，不但使公路使用者心旷神怡，而且能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此外，植物根系盘结能巩固路
基，稳定边坡，防止水土流失。在沿公路两侧栽植草籽、行道树时，应因地制宜，行道树种在坡脚处，
左右两侧各设两至三列，宜选用抗性强、耐修剪、成荫快、树冠大、生长快的树种，比如毛白杨、白蜡
悬铃木、槐树、毛泡桐、馒头柳、千头椿等。

5.2. 大力开发应用新能源和新技术，减少碳排放
减少公路交通对大气的污染和破坏，需要更清洁、更绿色的新技术作为支撑。一方面，国家应当鼓
励和支持车企及相关科研院所进行新能源汽车、低碳排放等技术的研发，在科研经费、政策等方面给予
倾斜。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价格补贴等方式鼓励民众购买低碳汽车。大力发展蓄电池汽车，推广使
用无尘干磨、超声波清洗、洗车中水循环等新技术，鼓励交通工具使用天然气能源[9]，大力发展双燃料
车型，在路网建设与改造过程中大力推广绿色施工技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效结合。另外，
我国也可以通过引进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加速技术升级的进程。

6. 结论
要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尽可能保护生态平衡，保证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加强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于交通污染，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采用先进的技
术进行预防和治理，营造绿色环保的交通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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