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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的特殊性不可避免的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及影响. 本文分

析了这些影响及确定方法 ,提出如何减轻及恢复这些负面影响的措施及其作用. 并对如何长期保

持高速公路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出了一些基本对策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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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公路建设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 ,由于高速公路高质量高

标准的要求以及建设的特殊性 ,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环境及生态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这种负面影响的结

果 ,往往是恶劣的且是多方面的 ,且补救这些影响所需的费用常常比事先采取预防的费用高出许多倍 ,因

此如何在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尽快帮助恢复环境及生态就显得十分重要.

1 　影响

111 　土壤侵蚀

土壤侵蚀是高速公路建设所造成的最常见的环境影响之一 ,它起源于同受公路工程干扰的水流和土

壤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自然条件一旦因公路工程而改变时 ,土壤侵蚀随之开始 ,这种侵蚀造成植被消失 ,山

体滑坡 ,河流淤积 ,农田污染 ,土壤贫脊 ,在局部地区还会造成气候条件的恶劣化趋势 ,严重的会造成泥石

流.

112 　公路边坡的稳定性

施工后公路边坡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环境因素 ,在云南随着高速公路向深山里延伸 ,施工难

度越来越大 ,公路护坡出现大量陡峭的高边坡 ,护坡上的土壤大部分是挖方之后的回填土 ,无植被覆盖 ,保

水性能及排水性能差 ,若遇大雨水 ,边坡上的石、沙、土随水流一齐冲下 ,堵塞排水系统 ,造成排水不良或水

流方向改变 ,极易导致边坡过渡冲刷及坍塌.

113 　弃取土场的侧向倾滑

路堑工程施工中取土及弃土会破坏原有的植被 ,并增加土壤侵蚀及坡面的不稳定因素. 在山区地段施

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弃土 ,形成弃土场. 弃土无法运到其它地方堆置 ,若遇大量雨水 ,会导致弃、取土场坡

面倾滑 ,越变越陡 ,冲刷严重 ,易形成泥石流 ,水土难以保持. 因而这就需要对弃土场及取土场进行环境治

理.

114 　影响的确定

在高速公路建设中如何确定潜在的土壤侵蚀或边坡及坡面的不稳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对云南

新建的楚大高速公路 ,昆玉高速公路及建设中的玉元高速公路情况的总结分析 ,发现以下情况最可能出现

上述问题 :

1)建设后的水流比建设之前更加集中 ;

2)清理的场地未恢复植被 ;

3)挖方或填方斜坡比以前的自然斜坡更为陡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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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路边坡冲刷径流沟条数多而明显.

以上四种情况 ,潜在的威胁着边坡的稳定及自然环境的平衡. 一经发现 ,应引起重视 ,并及时作出处

理.

2 　恢复

高速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新建边坡潜在的稳定性可通过以下措施加以恢复.

1)尽快恢复植被和保护现有植被 ;

2)完善排水系统 ,控制水流速度和流量.

211 　植被的恢复

在清理后的区域和边坡尽快恢复植被是减少土壤侵蚀和边坡不稳定问题的重要措施. 这一措施应尽

可能在公路施工过程中 ,在侵蚀现象尚未变得严重之前就及时采取 ,所选择恢复方式及植被物种应起到特

定的保护作用. 经对楚大、昆玉、玉元高速公路情况的分析 ,结果表明. 植草和植树是恢复植被最有效最快

捷的方法.

附表 　边坡植草影响分析

边坡类型
边坡植被

覆盖率/ %

10m 长边坡

径流沟数/ 条

10m 长边坡土

方冲刷量/ m3

每平方米

草数/ 棵

植草边坡 > 95 % 0 0. 8 > 18000

未植草边坡 0. 5 % 13 3～5 0～18

21111 　边坡植草防护的作用

1)草能有效的防止水土流失. 在同样降

雨的条件下 ,已植草比裸露地面冲刷量减少

75 %～85 % ,每平方公里草地可蓄水约 96 t ,

草地载水是降水量的 60 %～80 % ,而裸露地

载水仅为降水量的 10 %～20 %.

2)草是保护公路边坡的最好材料. 附表

是对昆玉、玉元公路植草的坡面及未植草边坡 1999 年雨季分析的情况 :

3)草可调节气温 ,提高湿度. 据试验 ,夏天边坡草地比边坡裸坡地气温降低 310～510 ℃,降低土温 210

～410 ℃,而冬天提高土温 310～510 ℃. 大片的边坡草地可提高空气温度 20 %以上 ,小片草地可提高 4 %

～12 % ,减少土壤中水分蒸发量 60 %～80 %.

4)草可净化空气 ,减少空气污染与噪音. 据测定每平方公里草地每日可吸收 CO2∶900 kg 放出 O2∶645

kg ,有的草还可吸收空气与土壤中的 SO2 ,HCL ,CO 等有毒物质 ,这些有毒物质多由公路的来往车辆造成.

一块 200m2 的草地 ,可减轻噪音 2 分贝左右. 图 1 为边坡未植草防护情况 ,图 2 为边坡植草防护情况

图 1 　未植边坡照片 　　　　　　　　　图 2 　已植草边坡防护情况照片

21112 　边坡植草方式

公路边坡植草主要采用以液压喷播植草为主的方式进行. 液压喷播植草工程技术是美国、日本等国开

发的一种生物防护工程 ,是能有效防水土流失 ,稳定边坡的机械化快速植草绿化的系统工程. 日、美、澳大

利亚将此项高新产业技术用于公路边护坡地绿化效果显著 ,云南省近年才在新建的昆玉、楚大、玉元高速

公路上新引入该项技术. 液压喷播在国际上称为水力播种 ,原理就是将经过处理的植物种子 (草种、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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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种)以水为载体 ,配以植物种子萌发及前期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 ,加入种子粘结剂、保水剂、土壤改良剂、

土壤稳定剂等 ,经过液压喷播机的充分混合均匀 ,通过高压泵体的作用 ,将搅拌好的混合物高速喷出 ,附在

公路边坡及弃土场等需绿化的地方 ,并覆盖无纺布 ,形成高速现代化的种植方法. 其优点是 : (1) 机械化施

工速度快 ,建植的草坪发芽均匀 ,生长均匀. (2) 致密性好 ,成坪速度快. (3) 对施工环境要求低 ,施工成本

低.

21113 　边坡植被选择原则

高速公路护坡的目的是防止边坡的土壤侵蚀和保护公路设施 ,同时又起到了恢复美化及改善沿线生

态环境的目的 ,因此植被选择应遵循经济、实用、长效、美观的原则.

1)选择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植被.

2)选择根茎发达、分生能力强、密度大的植被 ,迅速形成致密的植物群落 ,大大减少雨滴的冲击能量.

致密的叶片可拦截雨水 ,减少地面径流 ,降低水的侵蚀 ,达到保持水土的目的. 根系直接关系到固土能力 ,

根系分布越深 ,固土效果越好.

3)选择抗性强、耐旱、耐瘠薄、抗病能力强 ,后期管理简单的植物.

4)实行多个品种混合播种. 深根性与浅根性混播 ,高的与矮的混播 ,小灌木和花与草混播. 图 3 为坡面

植草剖面图 :

图 3 　边坡处理播种 　　　　土质边坡植草防护 　　　　　　　　图 4 　石质边坡植草防护

212 　弃、取土场的植被恢复

弃、取土场是路堑工程施工中植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其特点为 :裸地面积大 ,地形复杂 ,土质差

(弃土含大量复杂成份 ,如石、水泥、杂物及一些化学物质) ,土质疏松 ,有些地方形成的坡面太高太陡. 这些

地方应采用以种植树木 (木本植物)和灌木为主、植草辅助的方式来恢复植被. 其作用为 :

1)树木与灌木的根扎入土壤中比草深 ,有更好的固土作用. 适当植草 ,在树未长大之前可起到先期对

坡面的防护作用.

2)树木长大后 ,能有效的挡风、挡雨、避荫保水 ,控制较陡峭边坡的土壤侵蚀 ,有效的防止水土流失.

3)后期管理方便、简单 ,具有长效性. 图 4 为石质边坡植草防护剖面图 ,图 5 为木本植物对边坡的防护

剖面图.

4)几年以后能形成较好的景观效果.

213 　排水

防止土壤侵蚀和水道淤塞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控制暴露土壤和边坡附近的水流量 ,水流方向及水流速

度. 控制措施如下 :

1)开挖排水沟 ,以阻止水流进入关键区域 ;并采用多条水沟分流的方法 ,使水流变小.

2)在排水沟中设置各种消耗水流冲刷能量的天然材料 ,如木棒、草束、石块以及植物的结合体 ,减缓水

流.

3)在排水沟中设置混凝土耗能结构 ,以阻缓奔涌的水流 ,从而减少下游地区土壤侵蚀.

4)构筑沉淀池 ,以便在水流进入下游水道之前 ,使其中所含的淤泥 ,污染物及路上垃圾淀出.

214 　景观效果

为纵横交错的公路披上绿装 ,不仅对改善公路自然风貌 ,恢复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 ,而且公路本身

·07·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第 25 卷



也需要绿色植物的平衡和调节 ,尤其公路的美化建设离不开绿色植物的衬托. 用绿色的乔木、灌木、草合理

覆盖公路两侧的边坡、分隔带及沿线其它裸地 ,同时利用公路两侧原有的天然生长的乔木、灌木及花草 ,通

过适当的修饰可建成一条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风景迷人的公路线 ,绿色植物能增加公路建筑艺术效果 ,丰

富公路景观 ,令人赏欣悦目 ,使驾驶员和乘客在绿的世界中得到享受 ,有利于消除旅途的疲劳. 绿色给人以

安祥、和平之感.

3 　保持

图 5 　木本植物对边坡的防护 (坡度 30 %～40 %)

据对资料的统计分析 ,高速公路在

实施绿化后要完全与周围植被融合恢

复到自然生态环境需要 5 年以上的时

间 ,如何保持高速公路的绿化成果 ,使

之顺利过渡到自然植被状态 ,对各条新

建公路来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311 　目前存在的问题

新建高速公路在实施绿化后 ,一些

坡面不到一年时间草的生长情况不好 ,

覆盖率不高 ,甚至枯死 ,也屡见不鲜. 直接影响整体的环境恢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至有如下几点 :

1)植被选择不当. 有些草种不适合当地气候环境.

2)施工管理不当. 施工时不对边坡进行处理 ,施工手段差 ,有些甚至仍用人工播种.

3)养护管理不当. 施工完毕后很少管理或完全不管理.

312 　解决的方法

1)认真研究选择物种及引入先进技术施工.

2)加强对草及树木的后期管护.

(1)新植幼树及花草根据生长需要应适当进行浇水、施肥、修剪 ,以促其正常生长 ;

(2)严防病虫害 ,做到防重于治 ,发现病虫害要及时治 ,不能泛滥成灾.

(3)要定期给草及树木修枝整型 ,保持正常冠幅、高度 ,增进路容路貌的美观 ;

(4)依靠路政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 ,查处一切破坏树木及花草的行为.

保持高速公路绿化的长效性 ,帮助恢复公路沿线的自然生态和景观 ,应是公路建设中绿化工作的始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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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mages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and its recovery is ,proposals

for reducing damages and the resolutions a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2
ment under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in the long ru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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