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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5.1 公路沿线自然环境概况 

5.1.1 气候、气象 

项目区属东亚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干湿适中，热量资源比较丰

富。降水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主要集中在夏季，占全年降水的 57%，而冬春两季降水较少，

各季降水变率大，造成春旱、夏涝、晚秋又旱的气候特点。区内气温适中，热力资源丰富，年

平均气温 12.11 至 13.0℃。区域极端最高气温 40℃以上，极端最低气温在-27℃以下。月平均

气温以一月份最低，一般在-4.0℃以下，最热月为七月份，平均为 26.5℃～26.9℃。 

路线所经区域全年雨量较少，年降水量平均在 575～600 毫米之间，为省内降水最少地区。

由于高空西风带和冬、夏季风的活动情况每年都不完全相同，所以历年降水量变异很大，年降

水变率在 20～30%之间，最大年降水 1000 毫米以上，最小年降水低于 300 毫米。本区地处季

风气候区，总体上看，冬半年多偏北风，夏半年多东南风。由于区内各县地理位置、山脉、河

流、海岸线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风向也有差异。全年平均风速 2.6～4.6m/s。 

5.1.2 地形地貌 

路线所经区域为鲁北黄河冲积平原，通常又称为黄泛平原，其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缓倾，海

拔高度一般在 6～19 米左右。地层以第四系沉积的粉土、粉质粘土、粉细砂为主。由于黄河多

次改道、决口泛滥，废弃河道错综分布，加之后期地表流水改造及人为影响，河滩、洼地、缓

平坡地分布广泛。主要的地貌类型有：河滩高地、沙质河槽地、背河槽状洼地、河间浅平洼地、

缓平坡地、决口扇形地。 

本项目位于滨州市惠民县和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483°～117.849、 北

纬 37.539°～37.379°的范围内。路线起点位于惠民县台子崔村北，终点位于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G220 线与黄河五路交岔口处。路线所经区域地形平坦、宽广，为路线的布设提供了充分余

地，路段合理地利用了沿线的地形、地貌。 

5.1.3 地表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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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所经区域河流众多，地表径流主要来源于降水。受年内、年际降水量不均影响，汛期

降水集中，径流量大，河水暴涨；旱季降水量少，径流量小，河流干涸。路线所经区域地表径

流，分为区域地表径流和过境河道径流两大类。地表径流除受过境客水的影响外，主要受大气

降水的控制，雨量充沛，水资源较为丰富，地表河流、灌渠纵横交错，均属雨源型河流，径流

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区域地表径流年径流量在时空分布上与降水基本一致，地理分布的

特征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年内各月之间的径流量，一般 8 月份最多，2 月份最少，汛期

6-9 月占全年量的绝大部分，非汛期的 8 个月内降水量稀少，基本不产生径流。过境径流量系

经过本区域的客水河道径流量（不合黄河），多年平均总量年际变化甚大。径流量在年内各月

之间差异也十分悬殊，汛期 6～9 月占全年量的绝大部分，其它月份只占少部分。 

公路跨越的地表河流主要有幸福河、沙河、支二排、徒骇河、小开河、胜利河等，各地表

水系具体介绍如下： 

幸福河：即簸箕李总干渠，渠首位于大年陈镇簸箕李村，总干渠起自胡家村，经陈吉彦折

向东北，经夹河渡槽跨越徒骇河，至沙河渡槽，渡槽出水口分东西入一、二干渠，设计底宽

25 米，边坡 1:3，纵比 8000，长度 54 公里，流域面积 28.4 平方公里，簸箕李灌区纵贯惠民县

西部，县内控制大年陈、姜楼、淄角、辛店、皂户李、孙武、石庙、何坊 8 各镇办，占全县灌

溉面积的 60％。 

沙河：为徒骇河的一条主要支流，源自滨州、德州两市界处的商东河右侧，在惠民县石庙

镇孙家梨行、郭家入滨州市境，东流经惠民县入阳信县南部，在张兰公村复入惠民县境，又东

于程家口入滨城区境，于堡集南汇入徒骇河，滨州市境内河段长度 50.5km，流域面积 565.2km2。

沙河在我县境内主要支流有安家沟、支二排、单家沟、候王店干沟等汇入，河底宽 33 米，边

坡 1:3，比降 12000，设计排涝水深 1.8 米，土马沙河是惠民县境内主要排涝河道。 

支二排：起自李庄镇西沟刘村向北至麻店镇梁家村（现称赵李村）入沙河，全长 16.28 公

里，底宽 7 米，边坡 1:2.5，比降 7000，较大的支流为惠清沟在辛店镇碱场王村汇入支二排，

流域面积 66.25 平方公里。支二排是惠民县的 13 条排涝干沟之一。 

单家沟：起自辛店镇刘家辛营村与大桑镇单家村入沙河全长 12 公里，底宽 12 米，边坡

1:2.5，比降 7000，流域面积 40.25 平方公里，单家沟是惠民县的 13 条排涝干沟之一。 

徒骇河： 徒骇河是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排涝骨干河道之一，全长 436 公里，徒骇河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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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位于黄河下游北岸，流经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从西南向北呈窄长带状。干流自聊

城地区莘县文明寨起，流经聊城、德州、滨州 3 个地区 13 个县（市），在滨州市沾化县与秦

口河汇流后，经东风港于暴风站入海，该河段规划通航等级为三级。惠民县居中下游，以排泄

上游洪水为主，兼排本地沥水，本县境内长 45.2 公里，由淄角镇郑家村入我县，至胡集镇丁

家道口村出境。河底宽 120.5 米，河口宽 162.5 米，边坡 1:3,比降 7473，防洪水位 9.48 米，除

涝水位 8.3 米，至跨越地以上流域面积为 9670 平方公里。县内主要支流有吉新沟、杜家干沟、

杨集干沟、支九排，西屯河沟、支十排、支十一排 7 条支流汇入。 

小开河：小开河引黄灌区输沙渠建于 1998 年，起点为小开河引黄闸，设计流量 60m3/s，

流经开发区西部里则办事处，于小陈家庄村东入滨城区，境内总长 12.5km。公路穿越段现状

渠道上口宽度为 27.2m，渠道管理范围为渠道中心线两侧各 60m。区内灌溉范围为胜利河以西

区域，灌溉面积 3.5 万亩，受益人口 3 万人，同时还承担着为西海水库供水的任务。引黄干渠

在开发区境内设有引水口门 10 处，支渠 10 条，引水口门设计流量 0.75m3/s，为 800mm 直径

预应力砼管，上下游联接段为砌石结构，采用铸铁闸门。 

胜利河：起源于兰家总干渠朱家村处，流经里则办事处，于郭家村北入滨城区，开发区境

内长 10.1km，涉及排涝流量 20.6m3/s，公路穿越处现状河道上口宽度为 30m，流域面积 48.6km2，

最终于滨城区孟家村西汇入徒骇河。 

西海水库：位于滨州经济开发区里则办事处以西，始建于 2003 年，占地面积 3800 亩，设

计库容 1500 万立方米。为滨州经济开发区、周边村庄提供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为公共生态

环境和万亩高效生态农业观光园提供补给水源。 

5.1.4 植被分布现状 

项目所在地属于暖温带，植被隶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但由于历史因素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境内原始天然植被已不复存在，代之出现的是大量农业植被、次生林和人工营造的防

护林等类型。 

根据现场调查，所在区域植被类型可划分为农作物和阔叶林两种类型。其中，农作物以粮

食作物小麦、玉米为主，以经济作物花生、大豆为辅，主要呈片状分布在调查区域内；阔叶林

主要是指乔木林及小部分灌木林，乔木林主要指人工林，栽植的乔木树种主要有刺槐、白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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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垂柳等。灌木林主要有柽柳、杞柳等。阔叶林主要分布在河流、沟渠两侧的林带、农田

林网的小片林地。调查区域内的林木覆盖率较低，但由于农田的面积较大，植被覆盖率较高。 

据《山东稀有濒危保护植物》研究统计，山东省主要珍稀濒危植物有 86 种，其中一类保

护植物 15 种（已列为或即将列为国家级保护植物），二类保护植物 26 种（建议为省级重点保

护植物），三类保护植物 35 种（建议为省级一般保护植物），经逐一对照查询，结合现场调

查，调查区域内没有发现上述珍稀濒危或保护植物。 

5.1.5 主要动物 

由于调查范围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影响深刻，其原始野生动物生境已丧失殆尽。据调查，

调查范围内无国家及省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物种存在。 

根据现场调查及搜集资料，项目所在区域分布的主要动物物种有：兽类常见的有野兔、黄

鼠狼、刺猬等；爬行类有蛇、壁虎、蝎等；两栖类有青蛙、蟾蜍等；昆虫类野生动物：蜂、蝶、

蜻蜓、蟋蟀、蜘蛛、螳螂、瓢虫、蚱蜢等；鱼类：鲤鱼、鲫鱼、草鱼等；家畜类：牛、羊、猪、

兔、狗等；家禽类：鸡、鸭、鹅、鸽子等；其它无脊椎动物：蚯蚓、蚂蟥、蝎、蜈蚣、蚰蜒等。 

上述动物物种均有较稳定的活动区域，不存在周期性或非节律性大范围迁徙现象。 

5.2 一般生态影响调查与分析 

5.2.1 生态系统调查 

项目建成后未穿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重要生态保护目标。经现场调查，

调查范围内基本上呈农业生态特征。公路沿线整体上是以农田为基质，以林地、水域、建设用

地等为斑块，以河流和道路为廊道构成的景观生态系统。从结构和功能分析，调查范围内的景

观生态体系主要由农田景观、森林景观、水域景观、人工建筑景观四种景观等组成。 

（1）农田生态系统 

此类生态徐通属于引进拼块中的种植拼块，是受人类干扰较为严重的拼块类型，连通程度

高，在项目区内所占面积最大，是对调查范围环境质量起主要动态控制作用的拼块类型。农田

生态系统是调查范围内最主要的生态系统，呈片状分布，形成以农田生态系统为背景的生态景

观。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最高，生产者主要为种植的农作物和蔬菜，如小麦、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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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大豆、花生等，消费者主要为农田中的土壤动物和各种鸟类。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是

调查范围内居民的粮食来源，也是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其生产力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生

活水平。 

（2）森林生态系统 

此类生态系统属于环境资源型拼块类型，包括人工林、果园等，该类生态系统在项目区各

类拼块中所占比例也较大。森林生态系统生产者主要为栽培的各种乔木、果树、苗圃，消费者

主要为一些鸟类和土壤动物。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较高，对于改善局地气候、保持水土、绿

化美化环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3）水域生态系统 

此类生态系统属于环境资源型拼块类型，包括河流、灌渠、水塘、坑洼水面等。水体生态

系统在对于调节区域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河流生态系统在水体生态系统

中占有重要地位。本项目所跨越的河流有：幸福河、省屯沟、沙河、徒骇河、小开河、胜利河

等，呈带状分布。沿线经过的河流主要属于黄河水系，河流多南北走向，汛期易发生短期洪涝，

春秋干旱时水量较小，无通航要求。河边大多有较厚的砂层，潜流较丰富。受区域气候、地形

的影响，上述河流生态系统较为单一和相似，水位高低和河水丰枯变化明显。该类生态系统包

括河床、滩地、堤坝等，其生产者主要其生产者主要为河水中的浮游植物、水生维管束植物、

浮叶植物和挺水植物，消费者主要为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 

（4）人工建筑生态系统 

此类拼块属引进拼块中的聚居地，是受人类干扰最强烈的景观组分，为人造生态系统，主

要包括调查范围内的村镇、工矿企业、各类经济开发区、交通用地等人工建筑。该类生态系统

中作为生产者的绿色植被覆盖率较低，消费者主要是村镇居民。村镇生态系统以居住和经济生

产为主体，呈小块状独立分布于调查范围，省级和乡村公路是其主要的联系通道，该生态系统

的典型特征是相对独立分布、居住人群密集、工业经济活动发达、整体生产力水平较高。村庄

生态系统指调查范围的村庄，属于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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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绿化及建筑 

图 5.2-1 调查区内主要景观生态系统 

5.2.2 景观影响分析 

本项目公路呈带状修建于农田、村镇之间，切割了原有的景观面貌，使其空间的连续性和

自然性被破坏，在区域内形成新的人工痕迹，对视觉有一定冲突，与周围农田面貌形成一定的

对比。该项目的建设充分考虑了景观设计对周围景观的影响，通过设计优化、绿化、优化选线

避免分割整块土地等措施进行点缀、缓冲和美化，充分掩饰了公路在色彩、质感上与周围景观

的不协调，使公路更好的融合于自然环境中。同时，公路永久占地相对调查区域而言数量很小，

它的建设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生态系统构成。因此，本项目对沿线生态完整性产生影响也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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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植被影响调查 

工程建设将对沿线植物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部分植物个体失去生产环境，从而使群落局

部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从植被分布现状调查的结果看，项目直接影响的植被类型主要包括农田、

林地、荒草地等；受工程影响较大的栽培植物种类是玉米。公路沿线附近无受保护的特殊物种，

因此本项目对沿线区域的野生植物和植被影响很小。 

5.2.4 野生动物影响调查 

项目所在区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频繁，加上自然生态类型简单，不适于野生动栖息，

因此区域内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都很少。沿线野生动物群主要为农田动物群（包括村落动物），

如鼠类及村栖型鸟类等。沿线无珍稀、濒危动物物种种类。施工期人类活动增加缩小了野生动

物的栖息空间并影响其繁殖，但由于公路沿线两侧有许多动物生存的替代环境，动物比较容易

找到新的栖息场所，且公路施工范围小，工程对动物影响的范围不大。公路运营后沿线野生动

物逐渐适应环境，恢复正常。 

5.3 工程占地对沿线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5.3.1 永久占地影响调查 

1、工程征占地 

本工程主线新增永久占地面积 1834 亩（122.27hm²），主要为耕地、林地、未利用地等。

其中耕地 1369 亩（109.27 hm²），林地占地 143 亩（9.53 hm²）。工程征占以耕地为主，对蔬

菜、树木等副业生产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工程占用土地沿工程呈带状分布，未改变沿线

各区域的整体农业生产格局。对于项目占用的农用地，建设单位均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相关手

续，并做了相应的补偿措施，地方主管部门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进行了补充，确保当地耕地

数量不减少，因此本工程占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沿线土地占用情况见表 5.3-1。 

表 5.3-1 工程实际永久占地统计结果 

工程 桩号 
长度

（米） 

新增永久

占地（亩） 

占地类型及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建设用地

及其他 

未利

用地 

惠民县 
AK0+000～

K25+719 
26742 898 671 0 91 14 3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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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 
K25+719～
K35+316.6 

9598 580 463  50 29 8 30 

滨城区 
K35+316.6～
K41+121.846 

5805 356 235 102 2 4 8 5 

合计 42145 1834 1369 102 143 47 50 123 

2、拆迁补偿 

征迁工作全线涉及惠民县和滨城区。惠民县政府成立了惠民县乐胡线改建工程建设指挥

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 S247 乐胡线惠民县城至里则镇段改造工程开发区指挥部，两

个指挥部负责协调本行政区内公路建设过程的各项事宜。建设单位委托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实

施本项目征地拆迁及协调工作。建设单位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征地、拆迁补

偿费按鲁政办字〔2008〕49 号文、鲁国土资发〔2005〕66 号文、鲁国土资发〔2004〕76 号文、

鲁价费字〔2006〕269 号文等文件相关标准执行。目前征地拆迁款项已全部落实到位。本项目

主要拆迁工程量见表 5.3-2。 

表 5.3-2 工程实际拆迁工程量统计表 

拆迁建筑物 

行政区划 

砖瓦

房 
厂房 简易房 

牲口

棚 
围墙 温室 

土

坟 
大门 井 涵洞 

养殖

场 

地

磅 

m2 m2 m2 m2 m m2 座 座 口 m m2 个 

惠民县 7470 0 427 5230 325 4652 31 28 5 79 1050 3 

滨城区 379 4933 41  58  11 2  65   

合计 7849 4933 468 5230 383 4652 42 30 5 144 1050 3 

拆迁电力、电讯及其他管线设施 

行政区划 

拆除电力线 加高电力线 拆迁电讯线 加高电讯线 
电力

线缆 

电讯

线 
路灯 

自来

水管 

变压

器 

混凝土电杆

（根） 

混凝土电杆

（根） 

混凝土电杆

（根） 

混凝土电杆

（根） 
m m 根 m 处 

惠民县 112 21 137 15 5576 6514 4 38 6 

滨城区 23   3   1055 140 2   3 

合计 135 21 140 15 6631 6654 6 38 9 

5.3.2 临时占地影响调查 

1、土石方平衡情况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挖方 26.49 万 m3，填方 123.7 万 m3，借方 97.21 万

m3，无弃土。环评报告书中本工程挖方 17.77 万 m3，填方 133.92 万 m3，借方 116.15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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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借方土石方数量比环评阶段减少 18.94 万 m3，施工工程中开挖土方全部用于路基回填，无

弃土产生。 

2、取土调查 

环评阶段，项目拟在兖家村、杲家村、刑何村及东董村共设置 4 个取土场，占地面积约

54.72hm2，设计取土深度为 1.2m，设计取土量为 120.44 万 m3。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反馈材料，本项目实际采取地方建设指挥部、施工单位与地方政府协

商的方式，实际在线路沿线共设置取土场 5 处(第 1 标段 3 处、第 2 标段 1 处、第 3 标段 1 处)，

位置较环评时发生变化，未设置弃土场。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按照约定及当地规划对取土场

等临时用地及时进行了恢复和移交处理。 

环评阶段拟设置取土场情况见表 5.3-3，实际取土场设置情况见表 5.3-4。 

表 5.3-3  环评阶段拟设置取土场情况一览表 

行政区 编号 位置桩号 供土范围 垂直运距 占地类型 设计取土量 占地（hm2） 

惠民县 

1 K3+000 K0+000~k7+530 右侧 1100 m 耕地 23.99 万 m3 21.84 

2 K15+500 K12+778~k21+000 左侧 900 m 耕地 17.28 万 m3 15.78 

3 K26+400 K21+000~k34+000 左侧 600 m 耕地 50.04 万 m3 45.33 

开发区 4 K36+700 K34+000~k41+709 左侧 750 m 耕地 29.13 万 m3 26.48 

合计 120.44 109.43 

表 5.3-4  实际环评阶段拟设置取土场情况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占地类型 占地面积（hm2） 取土量 恢复情况 备注 

1 AK0+800 右侧 500m 废窑厂 9.45 17.45 
移交当地政府，现状

为苗圃 

第 1

标段 

2 K15+336 右侧 10m 耕地 4.662 7.1 
生态恢复，现状为景

观 

第 1

标段 

3 K22+000 右侧 67 m 耕地 15.984 19.03 
生态恢复及复耕，现

状为景观及麦地 

第 1

标段 

4 K30+500 右侧 110 m 耕地 15.318 32.33 复耕，现状为麦地 
第 2

标段 

5 K38+500 右侧 79m 耕地 11.322 21.31 
复耕，现状为麦地和

林地 

第 3

标段 

合计 56.74 97.22 / / 

台子崔村西废窑厂：项目建设时窑厂已闲置，现场堆存较多弃土，建设单位与当地村委会

协商后，决定首先在此处进行取土，取土后移交当地政府进行管理。根据调查，项目取土结束

后，2017 年 9 月，当地在政府对老窑厂进行了拆除及土地平整。根据现场调查，目前该砖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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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拆除，现状为孙武街道办事处白玉兰樱花苗圃，已种植了苗木。 

其余 4 处取土场均位于公路沿线，进行了复耕或绿化恢复。 

本项目各取土场恢复现状见图 5.3-1。 

 

 

 

 

 

 

 

 

第 1 标段台子崔村西废窑厂取土前卫星影像图 第 1 标段台子崔村西废窑厂恢复现状（苗圃） 

 

 

 

 

 

 

 

 

第 1 标段 K15+336 取土场地恢复现状（景观） 第 1 标段 K22+000 取土场地恢复现状（水塘、绿化） 

  

 

 

 

 

 

 

第 2 标段 K30+500 取土场地恢复现状（麦地） 第 2 标段 K30+500 取土场地恢复现状（树林） 

图 5.3-1 本项目取土场恢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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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建及施工营地 

本项目临时建筑主要为施工便道、施工营地、搅拌站。项目实际施工阶段各标段各设置 1

处施工营地，其中第 1 标段和第 3 标段施工营地租赁沿街房屋，现已归还，第 2 标段在 K26+020 

处设施工营地 1 处。项目采用商品混凝土和沥青，依托附近现有搅拌站提供，为满足施工需要，

第 2 标段建设一处临时水稳拌合站，与施工营地位于同一位置。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已经对

临时占地进行了复耕、绿化等恢复措施，施工便道均已恢复绿化。 

 

  

 

 

 

 

 

 

第 2 标段临时拌合站、施工营地恢复现状 

图 5.3-2  临时搅拌站、施工营地恢复现状 

5.3.3 土地利用与农业影响分析 

公路建设将使永久占地的利用方式永久改变，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具有不可逆性，但

也是道路修建所不可避免的。永久占地可能会使得被占用土地的农民改变生产方式，对他们的

正常生活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项目征地已依据相关政策给予了相应的补偿，还应做好土地被

征群众的工作，使他们的长远生计得到保障，建议用地单位协调当地政府为失去土地村民重新

分配土地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就业机会，尽量将本项目对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减小至

最低程度。 

在施工期间，取土场、拌合站等也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这种占地也是临时性的，并且工

程结束后经过清理、整治基本上可以恢复其原有功能或改造为其他可利用土地。建设单位已对

临时用地依据政策应给予足额的补偿，因此临时占用土地在施工期对土地利用和经济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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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有限的。公路建成后，由于交通便利使得未利用的土地更易开发，充分保证了农产品生产

运输所需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进而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土地资源价值在利用形式

上的转化。 

    综上所述，本项目占用土地对沿线土地利用格局及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可通

过征地补偿、土地调整、再就业等措施予以缓解；同时项目建成后交通条件的改善可带动地方

经济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征地带来的损失。 

5.4 路基绿化防护等调查 

5.4.1 绿化工程及边坡防护调查 

本项目绿化主要为公路两侧绿化，主要以撒播草种、种植乔木、种植灌木以及花卉等，平

交口主要栽植低矮灌木及花卉。选择地区乡土植物种类，实现了公路与生态景观、自然环境的

和谐统一。 

路基边坡防护充分考虑路容景观，力求与沿线自然景观相互协调，填方路段边坡主要采用

草皮和矮灌木进行防护；经过鱼塘、芦苇等路段，采用浆砌片石护坡及逆行防护；桥头设置护

坡道，种植草皮绿化。从现场调查结果来看，目前路基边坡防护措施的景观和绿化效果较好，

没有裸露冲蚀等现象。 

 

 

 

 

 

 

 

 

 

 

 

道路两侧绿化 道路两侧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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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处绿化 边坡绿化 

图 5.4-1 公路两侧及道路边坡绿化现状 

5.4.2 排水工程调查 

本项目一般路段路面设置了立缘石，路段中央分隔带采用凸形，来汇集路面雨水，每隔

25m 设置路缘石开口，并设置急流槽，将水流排入路基坡脚外自然沟、渠、河流中；穿越镇路

段设置平缘石，分散排水至两侧矩形边沟；超高路段曲线内侧，在立缘石底部设置半圆形排水

孔排出面层渗水；路基排水沟与沿线通道、灌溉交叉处采用盖板涵或圆管涵等立体交叉的排水

方式，并与当地排灌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路基、路面排水的需要，又不影响业已形成

的水利系统。 

本工程设计的路基、路面排水系统完善，可以使路面积水及时排入边沟，不会产生积水。

完善的排水设施确保了排水通畅，路基路面稳定。工程排水设施达到了预期效果，有效地防止

了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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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公路两侧排水工程 

5.5 水土保持 

项目建设单位正在开展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工作。验收评估组将按照《水土保

持法》及相关的验收标准，对项目各分区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布设、水土保持工程

量的完成情况、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情况以及水土保持措施的效果进行检查。 

5.6 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1）项目经过地区属东亚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带性植被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

沿线人为活动较频繁，项目区长期受人类活动影响，沿线周围主要为农业植被、次生林和人工

营造的防护林，野生动物多为常见小型动物。 

经调查项目占地范围内无珍稀濒危动、植物或国家与省级保护动植物分布。 

（2）本项目新增永久占地 122.27hm²，主要为耕地、林地、荒草地等。占用土地对沿线土

地利用格局及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可通过征地补偿、土地调整等措施予以缓

解；同时项目建成后交通条件的改善可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征地带来

的损失。 

（2）本工程设置 5 处取土场，均已复耕或恢复绿化；设置 1 处临时施工营地和临时拌合

站均已恢复绿化；施工便道均已恢复绿化；项目未设置弃渣场。取土场、临时占地采取了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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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复耕等措施，处置效果相对较好，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 

（3）本项目一般路段路面设置了立缘石，路段中央分隔带采用凸形，收集路面径流，并

设置急流槽，将水流排入路基坡脚外的自然沟、渠、河流中；超高路段曲线内侧，在立缘石底

部设置半圆形排水孔排出面层渗水。完善的排水设施确保了排水通畅，路基路面稳定。工程排

水设施达到了预期效果，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 

（4）本项目公路两侧主要以撒播草种、种植乔木、种植灌木以及花卉等进行绿化，平交

口主要栽植低矮灌木及花卉，路域整体绿化效果显著。路基边坡主要种植草皮和矮灌木，经过

鱼塘、芦苇等路段采用浆砌片石护坡，护坡工程绿化景观效果较好，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 

（5）项目占用耕地已按规定及标准缴纳了耕地补偿资金，由当地政府负责组织开垦补偿

工作，通过设置涵洞及改路改沟保证了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及农业耕作道路的通畅。项目工程

或环保措施的实施，尽量降低了项目对沿线农业生态环境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影响。 

通过调查，本项目对占地区域采用了多种生物措施及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护与绿化，具

有较好的防护及绿化景观效果，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区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对永久占地采取了

补偿措施；对临时占地采取了复耕、绿化等防护措施，有效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满足

验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