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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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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RS和 G IS为基础, 运用遥感信息提取、编制自然保护专题系列图、系列图与规划高速公路网叠加、缓冲

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规划的 5纵 9横 6联线路中的 9条,对

127个不同类型保护区中的 9个有影响。11个过江通道中的 5个对沿江饮用水源保护地有影响。规划高速公路

占用的土地中 76. 74%是基本农田。跨越太湖的沪宁复线将加重梅梁湾、五里湖的水质富营养化。针对上述问

题,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提出 6大对策:避绕生态保护对象,修改跨太湖线路方案, 合理规划穿越山地丘陵区的

线路, 减少平原区生态破坏, 调整过江通道与饮用水源地的交叉关系,保护白鳍豚生存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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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p lanned expressway network on eco-environm ent in Jiangsu. HUM eng-chun1, MA R ong-hua3, TANG X iao-

yan1, LIUX iao-m ei3, LI F eng2, M IAO X u-bo1, TAO Y i2, SHEN Chun-y ing3, CAO X ue-zhang1, ZHANG H ui1 ( 1. Nanjing In-

stitute of Env ironm ental Sciences, S tate Env ironm ent P rotection Adm in istra tion, Nan jing 210042, China; 2. Jiangsu P rov in-

cial Comm un ication P lanning& Des ign Institute, Nan jing 210005, Ch ina; 3. Nan 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 imno lo-

gy, Ch ineseA cadem y of Sc iences, Nanjing 210008, Ch ina). Rural E co-Environm ent, 2005, 21( 4): 1- 5

Abstract: W ith the a id of theRS and G IS techno logy and rem ote- sens ing informa tion, a them atic ser ies o f nature conserva-

tion m aps were plotted out. By overlay ing the series o f m aps w ith the planned expressw ay netwo rk map fo r buffe r ana lysis

and statistica l ana lys is, impacts o f the planned expressway ne tw ork on eco-env ironm en tw ere stud ied. Am ong the p lanned 5

vertica ,l 9 hor izonta l and 6 linking expressw ays, 9 w ill have certa in impacts on 9 o f the 127 d ifferen t nature reserves, and a-

m ong the 11 acro ss the Yang tze R iver, 5 w ill affec t the dr ink ing w ater reserves a long the Yang tze R iver. About 76. 74% of

the land that is to be occupied by the p lanned expressways w ill be bas ic fa rm land. The expressways str id ing over theTa ihu

Lakew ill aggravate eu troph ica tion o f theM e iliang Bay andW uliLake.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listed prob lem s, six im po r-

tan t strateg ies are proposed w ith a v iew o f protecting the eco-env iron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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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高速公路已经达到 1 703. 8 km, 高速公

路密度 16. 6m# km
- 2
, 居全国第 3位。为了充分发

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的支撑和先导作

用,实现江苏省 /富民强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0的宏伟目标, 为了应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交通现代化等发展趋

势,江苏省组织开展新高速公路网规划。新规划的

高速公路网由 5纵、9横、6联线路组成, 总规模

5 800 km。

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

供了重要基础保障。但是, 高速公路网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源地、基本农田、地质保护地等的影

响是不可忽视的
[ 1- 2]
。国内对高速公路建设的生态

环境影响已作了一定研究
[ 3- 6]
。如果在高速公路网

规划阶段就开展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将

有助于科学规划高速公路网,从源头避免、减少路网

建设中的生态环境影响和破坏。

本文以江苏省高速公路规划为例, 探索了以

RS、GIS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环境遥感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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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系列图编制、专题图叠加、缓冲分析等方

法,就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网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进行了分析研究。据此, 提出了减少规划路网对生

态环境影响的对策。通过这一研究, 找到运用 RS、

GIS技术,将高速公路网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结合, 从公路建设源头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

1 研究方法

1. 1 技术流程
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的技

术流程见图 1。

图 1 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的技术流程

F ig. 1 Technological f low char t for analysis of

eco-environm ental impact of the p lanned

expressway network

1. 2 RS信息源及专业信息提取

在江苏省生态环境遥感调查中, 采用 1B25万电

子地图,作为遥感影像配准的原文件,以 2000年 TM

遥感影像作为目标文件。根据特征鲜明、相对稳定、

分布均匀的原则, 在原文件、目标文件上选取对应

点,作为配准的控制点,进行遥感图像的配准。

经过配准后的遥感影像,采用自动解译与目视

纠正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遥感图像的解译。自动解

译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首先根据类型典型性、影

像特征鲜明性,选择训练样地, 分别根据不同的类型

特征,采用种子特征、AO I工具获取模板信息等不同

方法, 进行监督分类自动解译。在自动解译基础上,

对于 /同像异质0以及 /同质异像 0的现象,按图斑类

型逐一检查,目视纠正。

在编图过程中, 将搜集的江苏省有关厅局的专

业统计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等进行归纳、整理、集

成, 实现遥感与非遥感信息结合, 为规划高速公路网

生态环境影响研究提供信息源。

1. 3 基础系列图的编制
系列图是按照统一的基础底图、统一的制图设

计思想,编制内容具有相关性的一组专题图。江苏

省自然保护系列图编制过程, 着重要解决以下关键

问题:

( 1)统一基础底图。将江苏省 1B25万基础地

图作简化处理,仅保留水系骨架、县级行政界限、县

(市 )级以上的城市。

( 2)制图分类。制图分类注意了分类原则的统

一性和分类系统的协调性。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地质自然保护区统一划分为: 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名录、国家级、省级和县 (市 )级 4个

级别。将饮用水源地相应地划分为地级市饮用水源

地、县级市饮用水源地。土地利用分类、植被分类、

草地分类, 采用国内有关部门统一的分类系统
[ 7]
,

根据江苏区域特征选取相应的类型。

( 3)图面配置协调性。专题图图面配置协调从

以下着手:各个专题图基本色调、色系相协调, 不同

等级的类型符号设计统一规范,图例设计统一范式,

图廓统一。各个专题图统一采用符号法加注记以及

区域法,表现专题内容。

在参加江苏省生态环境遥感调查的工作基础

上, 围绕自然保护主题编绘了 10幅专题图
[ 8]
。江苏

省自然保护系列图包括:江苏省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江苏省森林公园分布图,江苏省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江苏省地质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地质分布图, 江苏省

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江苏省湿地分布图,江苏省

土地利用图, 江苏省植被分布图, 江苏省草地分布

图。 9幅专题图综合成江苏省自然保护综合图。这

10幅专题图表现了江苏省不同自然保护对象地域

分布规律,为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

研究提供了基础图件。

1. 4 规划高速公路网与生态环境保护系列图的叠
置分析

高速公路网规划方案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是以

G IS为基础运用图形叠加进行的。利用 ArcInfo软

件中的拓扑叠加功能,将规划高速公路网与自然保

护区分布图、森林公园分布图、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土地利用图、湿地分布图、地质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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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分布图、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植被分布图、草

地分布图分别叠加,生成 9幅专题分析图。

在分专题要素叠加的同时, 将规划高速公路网

与江苏省自然保护综合图叠加,生成江苏省规划高

速公路网与生态环境背景图, 如图 2 (封 4)所示。

利用所有的叠加图件, 进行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

境影响分析。

1. 5 缓冲分析
缓冲分析是 A rcInfo软件基本的空间分析功能,

可以进行不同地理对象空间贴近度和邻近性分析。

缓冲分析的关键是确定缓冲带的宽度。

根据《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试

行 )》
[ 9]
规定的评价范围,在进行江苏省高速公路网

生态环境影响缓冲分析时, 以规划线路两侧 200 m

的范围作为标准, 在 A rcInfo软件中, 利用空间分析

模块, 进行缓冲分析。

1. 6 统计分析
在编制的系列图件上,按照图斑归类进行统计,

计算不同类型单元的面积,公式如下:

S i = A ijB ijX

式中: S i为 i类型的面积, hm
2
; A ij为 i类型 j图斑的

面积, hm
2
; B ij为 i类型 j图斑的数量; X为控制面积

系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高速公路网对生态环境影响专题分析

2. 1. 1 高速公路网对自然保护对象的影响

高速公路网对自然保护对象的影响, 利用下列

图进行分析: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与自然保护区

分布图;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与森林公园分布图;

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与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江苏

省规划高速公路网与地质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地质分

布图。

在江苏省高速公路网对自然保护对象影响评价

中,参加评价分析的自然保护区 20个、森林公园 45

个、风景名胜区 40个、地质自然保护区 22个。在这

127个不同类型保护区中, 2个自然保护区、7个森

林公园,规划高速公路网应注意避绕。

2. 1. 2 高速公路网对沿江饮用水源取水段的影响

高速公路网对沿江饮用水源取水段的影响,利

用江苏省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与江苏省湿地分布

图,进行分析。

根据江苏省水功能区划, 设计了 9个沿江集中

饮用水源取水段 (日取水量 15万 t) ,规划过江通道

11条,其中 5条与取水段相交叉, 对饮用水源取水

段的水质有影响。应采取措施,避免、减少对沿江饮

用水源地的影响。

2. 1. 3 高速公路网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高速公路网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规

划高速公路网与植被分布图和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

网与草地分布图进行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图,规划线路从茅山主峰与磨盘

山主峰之间的鞍部横穿茅山山脉约 5. 5 km,穿越镇

江以东马迹山 ) 顶山的丘岗地大约 18 km, 通过仪

六浦丘岗地大约 13 km, 这些高速公路将会破坏局

部地区地貌景观, 增大山地的水土流失量。根据图

面统计分析,以上 4条高速公路从动工到植被完全

恢复期间,估计每年将要产生的侵蚀量见表 1。

表 1 穿越山地公路产生的侵蚀量计算

Tab le 1 Volum es of erosion that may be caused by expre-

ssways cu tting through main tain s

山地
穿越公

路名称

穿越长度 /

km

侵蚀模数 /

( t# a- 1# km- 2 )

侵蚀量 /

( t# a- 1 )

茅山山脉 横六 5. 5 5 000 1 573

仪六浦丘岗地 纵四、纵五 13. 0 5 000 3 718

马迹山 ) 顶山 联四 18. 0 5 000 5 148

合计 10 439

侵蚀模数采用江苏省最大侵蚀模数值, 公路穿越山地长度在图上估

算。按平均扰动宽度 57. 2m计算, 1 km公路占用耕地 5. 72 hm2。

  根据表 1, 以规划的联四、横六、纵四、纵五为

例, 线路穿越茅山山脉、仪六浦丘岗地、马迹山 ) 顶

山, 总计 36. 5 km,按国家规定高速公路 1 km占用

土地 5. 72 hm
2
, 总共毁坏山地植被 208. 78 hm

2
。仪

六浦丘岗地植被以含常绿灌木的落叶阔叶林为主,

茅山山脉、马迹山 ) 顶山以含常绿阔叶树的阔叶落

叶林为主。这些重要的森林生态类型对于维持区域

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小气候, 以及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价值。

2. 1. 4 高速公路网对基本农田的影响

江苏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利用强度高。根据系

列图中土地利用图典型线路统计, 高速公路压占的

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水田、坡旱地和平旱地,其面积

为统计的规划高速公路占用土地总面积的 76. 74%,

即高速公路占用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基本农田。

2. 1. 5 高速公路网对太湖生态环境的影响

沪宁高速公路南部复线跨越太湖, 使相对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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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梅梁湾、五里湖变得更加封闭。在夏季盛行东南

风的情况下, 太湖表面湖流方向朝向梅梁湾、五里

湖,这里将成为藻类富集的港湾。梅梁湾、五里湖的

富营养化程度将加重。

2. 2 主要线路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利用江苏省规划高速公路网与生态环境背景

图, 列表逐条公路并分析其对自然保护对象的影响

(表 2)。

表 2 江苏规划高速公路网主要线路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eco-environm enta l impact of them ain expressways of the p lanned expressway netw ork in J iangsu

线路名称     对自然保护对象影响分析

纵 纵一:连云港至苏州高速公路

 支线:临沂至连云港高速公路

 支线:苏嘉杭高速公路

纵一北部的汾灌高速公路已经建成,从连云港西部绕过云台自然保护区、云台山森林公

园、中云山森林公园,对这些保护对象有一定影响。盐城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自然保护

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纵一处于这些保护区影响范围之

外。纵一北部通过连云港市的饮用水源河 (蔷薇河 )。纵一南部从阳澄湖、澄湖 2个水源

保护区附近经过。在施工与营运中,注意减少对水源地水质的影响。

纵二:东海经盐城至苏州高速公路
 

应注意避绕夹山森林公园、华都森林公园和要塞森林公园。采取措施保护野漕闸-罗家
桥闸沿江饮用水源保护段。

纵三:新沂至宜兴高速公路

 
中部沿大运河规划线路,在扬州经过南水北调工程水源保护区, 应注意减少对南水北调

工程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在取水区中的镇江段是白鳍豚重点保护区。

纵四:连云港至宜兴高速公路

 
应避免与老山森林公园相交叉。过江处是南京市秦淮河口 ) 城南河口沿江取水段, 应采

取水源保护措施。

纵五:徐州至溧阳高速公路 应注意避绕溧阳城西森林公园,基本符合生态保护要求。

横 横一:连云港至徐州高速公路 为已建成高速公路,设计中已考虑生态环境保护。

横二:徐州至盐城高速公路

 
 

在大丰以北已经进入盐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距缓冲区外界线约 16 km,南距大丰麋

鹿自然保护区的北界约 16 km。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注意与建湖九龙

沟自然保护区保持一定距离。

横三: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 穿越高邮湖湿地,注意湿地保护。

横四:南京经扬州、海安至启东高速公路 基本无生态障碍。

横五:南京至南通高速公路

 支线:崇海过江通道

应注意避绕下列生态保护对象:铜山森林公园、狼山森林公园和狼山风景名胜区。

 

横六:溧水至太仓高速公路
 

沿途注意避绕生态保护对象,特别注意避绕与线路交叉的凤凰山风景名胜区。注意保护
饮用水河段。

横七:高淳至太仓高速公路 基本无生态障碍,与生态环境相适宜。

横八:沪宁高速公路沪宁南部通道

 
穿越宁镇山地的南部,对山体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有一定影响。在运营中注意沿途水源

地水质保护。跨太湖线路会增加梅梁湾、五里湖的富营养化,应采取工程措施。

横九:沪苏浙高速公路江苏段 无生态障碍。

联 联一:宿迁至新沂高速公路 注意与森林公园保持一定距离。

联二:台儿庄至观音机场高速公路 无生态障碍。

联三:泗洪至泗阳高速公路 无生态障碍。

联四:泰州至常州高速公路 采取保护措施,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联五:无锡至南通高速公路 穿越沿江饮用水源取水段,注意水质保护。

联六:南京至高淳高速公路 无生态障碍。

3 减缓规划高速公路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
对策与措施

3. 1 减少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破坏的对策
根据上述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结果, 提出如下对策。

( 1)避绕生态保护对象。根据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与规划高速公路网叠置分析结果, 公路应避

绕、远离 2个自然保护区和 7个森林公园。

( 2)修改跨湖线路方案。对于跨越太湖的沪宁

高速公路南部复线,建议:绕梅梁湾、五里湖,沿太湖

边规划线路; 或者修建湖底隧道, 沿原规划线路方

向, 通过梅梁湾、五里湖。

( 3)合理规划穿越山地线路, 减少对山地生态

系统的破坏。建议穿越茅山的线路沿山地河谷规

划, 特别是选择山脊线两侧水系溯源侵蚀的对称河

谷, 规划沿河线路, 减少公路修建的土方量, 减少地

表植被的破坏。穿越仪六浦丘岗地、盱眙高岗地的

线路,地形起伏小, 注意平、纵、横 3个面的综合平

衡; 正确处理三者关系, 把利用地形与提高线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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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

( 4) 减少平原区生态破坏。在平原区,尽量减

少占用基本农田,减少高路堤对农田的压占和对农

耕作业的阻隔;尽量减少对湿地的破坏,保护湿地生

态系统。在平原水土流失、地质灾害敏感区,采取有

力的保护措施。

( 5)沿江饮用水源地与过江通道位置调整。已

经建成的与规划建设的越江通道 11处,其中 5处与

沿江饮用水源取水段交叉。特别是五峰山过江通

道,位于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对与沿江饮用水源

取水段交叉的过江通道, 或者通过调整水源取水段

位置, 或者根据桥址工程地质状况, 调整桥址位置,

使过江通道不与饮用水源取水段交叉, 保障沿江饮

用水源地的水质。

( 6)确保镇江段白鳍豚生存环境安全。被称为

/水中大熊猫 0的白鳍豚,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野

生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仅剩下 2个种不

足 200头。我国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江豚,目前

数量也在锐减。国家已制定了《白鳍豚保护行动计

划》,将豚类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珍贵豚类省级自

然保护区地处长江镇江段和畅洲北汊,地跨镇江、扬

州 2市,面积 43. 4 km
2
。在纵五与纵三线路之间的

长江水面规划中,应为白鳍豚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

确保镇江段白鳍豚保护区的生存环境安全。

3. 2 减少规划高速公路网生态环境影响的技术措

施

( 1)耕地保护措施  a.公路设计适当降低路基

高度, 尽量减少路基边坡压占耕地数量,减少挖方取

土占用耕地。b.公路纵坡降设计尽可能缩短最小纵

坡的长度,增加变坡点,以减少占用农田数量。 c.取

土坑、施工便道的设置,尽量占用旱田、低产田、未利

用土地而少占用基本农田。取土坑、施工便道、临时

沙石堆料场,在公路建成后立即进行复垦,恢复土地

生产力。 d.施工时表土被剥离,表土、底土应分开堆

放,利用表土覆盖复垦土地,短时期内可尽快恢复土

地生产力。

( 2)水土流失防止措施  a. 在山地丘陵区选线

时,穿越山地的线路尽量选择山垭和山脊线的鞍部,

减少挖方对山体的切割, 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b.在

穿越山地的路堑段, 对土坡采取生物砌块护坡和喷

播草种植被护坡等方法以恢复植被, 防止水土流失。

对易风化的岩石坡采取喷浆方法护坡, 防止土石流

失。 c.公路穿越山地丘陵时, 采用挡土墙、天沟、涵

洞等组合排水系统,预防由于排水不畅引起的滑坡、

崩塌和水土流失。

( 3)湿地保护措施  a. 尽可能避绕湿地, 减少

公路对湿地的影响。 b. 必须穿越湿地的地段, 采取

高架桥的方法穿越湿地。

( 4)过江通道对饮用水源保护地影响减少措施

 公路排水自成体系。降雨时, 路面的表面水通过

贯通的排水沟导出, 排入天然河沟内。污水在排入

河沟前,设计人工湿地, 进行达标处理。保证饮用水

源不受影响。人工湿地的设计, 可采用垂直流人工

湿地、水平推流式人工湿地。

( 5)对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  a. 公路与保护区

距离不少于 200 m。 b. 公路与保护区距离低于 200

m路段,设立禁鸣牌、隔音墙等设施。 c.在公路穿过

动物种类比较多的区域,修建动物通道,防止由于公

路的阻隔作用而限制动物的活动区域。 d. 公路建设

时, 对古树、珍稀树种, 挂牌采取绝对保护措施。 e.

对于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地质剖面、古化石遗址,竖

立标志进行保护。对于具有观赏价值的地质旅游资

源进行保护,禁止取土、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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