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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ow-grade highway bears the dual functions
of internal distribution traffic and transit traffic. At the same time, low-grade highway also has
problems such as complex traffic composition,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so on.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ratio is relatively weak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which brings
man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affects ecological benefi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grade highway construction on the surrounding township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ow-grade highway construc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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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等级公路作为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承担着内部集散交通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与此同时低等级公
路也存在着交通组成复杂、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其建设施工期全过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比较薄弱，带
来了很多环境问题，影响生态效益。为了减少低等级公路建设在施工期对周边乡镇环境造成的影响，保
持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需要加强对建设施工期环境问题的重视。基于此，文章就低等级公路工程施
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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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公路施工过程中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是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基本要求。但是，公路建设是一个周
期长，工程量大的建设项目，在公路建设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对当地
的地形、地貌、水资源、空气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1]。因此，在公
路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以降低公路施工给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本文通过对当
前公路建设实际情况的调查，对低等级公路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加以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
的改善措施。

2. 低等级公路施工期对环境影响的分析
2.1. 造成空气污染
公路施工是一个时间长、工程量大的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空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路基开挖、回填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二是在建设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原材料，
比如石灰、粉煤灰、钢筋、砂石、水泥、沥青等，这些原材料在装卸、运输、拌和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灰尘，造成环境污染，同时经过拌和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释放有害气体，从而影响空气质量，造成
环境污染[2]；三是由于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废弃的原材料得不到妥善处理，不能尽早处理或者运走，大
量废弃原材料堆放在路边，不仅造成原材料的浪费，也会给施工造成一定的影响。风吹也会产生大量的
灰尘，使空气质量下降；四是在施工过程中会大量使用一些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尾气，
比如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等有害气体，造成空气的污染。综上所述，由于大量灰尘、粉尘以及有害气体
的大量排放，不仅造成当地空气质量下降，产生雾霾等不良天气，对人体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
时也给施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2. 造成水污染
公路施工对水资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施工生活废水、污水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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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对河流造成的污染；其次桥梁施工时需要钻孔、打桩等技术，在钻孔、打桩的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泥浆、钻渣等废弃物会掉入河中，造成水资源的污染[3]；施工过程中大量施工原材料的随意堆放，
如沥青、水泥、化学药品等，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水的冲刷、渗透等会对地表水资源造成一定的影响
和污染；施工过程中水泥混凝土的拌和、养护以及对施工机械的清理也会对水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水
资源的污染不仅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健康，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会影响当地的渔业、
种植业，因此公路施工过程中对水资源的保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关系到人民的健康，生态的发展。

2.3. 造成水土流失
在公路施工过程中，路基的断面形式主要有路堤、路堑、半填半挖，所以路基开挖、路基回填和软
土地基处理是公路施工过程中常见的施工流程。在路基开挖或者回填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对原有地表植被
往往不加以考虑，直接开挖或者回填，使地表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土壤结构遭到改变，对地表土层的保
护能力降低，如果遇到雨水天气很容易造成滑坡，从而引发水土流失[4]。另外开挖过程中会把开挖出来
的土石方一方面用于路基回填，另外多余部分施工单位为了省时省力可能随意堆放在道路两侧，经过开
挖等一系列施工过程土石的密度早已降低，变得比较松散，如果此时遇到暴风大雨很容易造成滑坡，引
发水土流失。同时施工过程中道路两侧的排水沟以及道路两侧的坡面防护主要有浆砌防护、植草防护等
如果施工不到位也会间接造成水土流失。公路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水土流失不仅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不
便，而且还会影响当地的农业、林业等，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3. 低等级公路施工期环境管理问题的对策
公路施工是一个周期长、工程量大的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5]，为降低公路施工给周围生
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

3.1. 空气污染的对策
首先为了降低原材料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空气的污染，在运输过程中可以采取一定的遮盖物进
行遮盖，在不影响原材料使用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加湿[6]；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原材料，应尽
量利用，工程弃渣中的片石、碎石可作为排水防护工程的浆砌片石原料；在旧路改建或者拓宽过程中产
生的工程废渣可作为低洼路基的填料或者换填软土地基，换填软土地基产生的塘泥等淤泥，应集中收集，
因其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可作为植草边坡培植土加以利用，无法利用的施工废料，应运至指定位置集中填
埋或销毁。废弃原材料应当避免长时间的堆积，防止长时间的风化、雨水等作用产生化学反应，释放有
害气体；施工过程中会采用大量的机械设备，施工方应当尽量选择新型环保的机械设备，严禁尾气排放
严重超标的车辆进入施工场地，施工机械要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开机时间，减少尾气排放；在施工材料
摆放时要注意放置方向，放置于下风口等不易扩散的区域，同时要定期对施工区域和周围环境进行洒水
作业，提高地表水分含量，使得粉尘不易飞扬。在周围居民区要进行围挡并及时洒水，降低粉尘造成的
施工环境大气污染；在路基开挖、回填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大风环境下作业，适当采取洒水的方式降低
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3.2. 水污染的对策
对公路施工区周围的水体要定期进行水质检测，实时检测水质情况，保证水质正常和水体清洁；施
工生活废水、污水严禁直接向河流中排放，需设置相应的排污措施经过集中降污处理后再统一排放；针
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钻渣等需要采用泥浆净化设备进行处理，并设置相应的沉淀池[7]；施工过程
中对于水泥混凝土等的拌和及机械的清洗应远离居民生活区以及相应河流，并在周围设置围栏，严禁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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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水直接排放，应当合理设置沉淀池，统一降污后进行排放；要认真考虑施工使用的化学品和建筑材
料的堆放位置，应当远离地表水，统一堆放，在储存过程中在存放场地铺盖一定的薄膜，在材料上部放
置一些遮盖物避免经过风吹日晒或者雨水的冲刷产生化学反应，流入河流对种植业及人民生活用水造成
污染或者开挖环形沟和渗水坑以防止其外溢污染地表水；另外做好植被保护，植被是涵养水源最好的措
施之一，足够丰富的植被可以让水源得到更新循环，保证水体的清洁性；对于施工过程中对水资源造成
的污染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必要时可以设立环境督察小组，对施工现场随时检查，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及
时上报及时解决，从源头上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水资源的污染。

3.3. 水土流失的对策
首先在公路设计选线阶段应考虑减少对农业用地的占用，尽量选择平地，避免高低起伏很大的山地
等。路基回填、开挖是公路施工必不可少的施工工序，在开挖、回填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降低对周围植物
的掩埋破坏，减少对土壤结构的改变；对于挖方产生的大量土石除用于填方外，对于多余土石严禁就地
堆积，对周围植物造成破坏，尽可能的用来整理路基坡面，并且适当的增加绿化植物，草种选择根据当
地自然条件决定，选择抗逆性能好，生长快的乡土草种，增加对地表的保护能力，降低水土流失的几率
[8]；废弃土石堆积时不要太高，废弃土石比较松散，如遇雨天容易坍塌造成水土流失，因此，弃渣在堆
积过程中应进行分层压实；为了降低水土流失发生的概率，在施工过程中应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临时排
水工程和土体防护工程。水是形成路基病害的主要因素之一，路基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同水的关系十分
密切。公路施工是个周期长、工程量大的工程，因此，搞好路基施工临时排水非常重要。如遇降雨天气
路槽在短时间内汇集大量雨水，雨水沿着路基边坡和纵坡流淌，会造成大面积土方滑坡。路基土大量流
失，对路基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路堤填筑之前，沿两侧开挖临时排水沟，既防止路基填土发生水土
流失，又可拦挡山坡汇水对路基冲刷。

4.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低等级公路建设
方面也成果显著，但是低等级公路建设的地区性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状况。在统筹规
划、施工质量、管理养护等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甚
至是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低等级公路作为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给人民生活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其在建设过程
中可能对村镇环境造成持续性和不可逆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低等级公路建设施工
期开展有效的环境管理，最大程度的降低低等级公路建设在施工期对周边乡镇环境造成的影响，保持周
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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