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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对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
吴庆国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第一运营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目前，铁路建设项目处于建设高潮，施工期间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铁路建

设和环境保护在中国同步发展的原则，很多环保措施已经采取，但铁路建设和施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问题往往难

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本文分析了环境因素在施工期间的影响，解释了引起各种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

解决方案。首先，分析和确定铁路建设周期的各个环节所产生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并确定可能的环境问题。然

后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最后，在铁路的建造期间的环境管理，以确保它的高效运行，重要的环境因素在施工期

间优化环境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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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意义

目前，中国的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作为建设期间的

“哑铃型”环境管理系统，主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和“环境保护”。可以进行小环境影响范围的建设项目。

但是，在建设工程中，建设期间长，重视工程的施工

期间，在铁路工程项目的完成接受过程中，有时会对

周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现在，中国遵循铁路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时开发的

原则，采取了各种环保措施。但是，铁路工程中环境

问题的管理很困难。铁路建设项目的建设期是对环境

影响最大的时期，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建设期

间会给沿线环境带来很多灾难。

铁路建设过程可能会引起噪声公害、水质污染、

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也就是说，铁路建设期

间是最活跃和变动期，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施加了巨

大的压力。另外，在铁路工程中也必须充分注意环境

问题。铁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问题的必要分析，

将铁路建设事业造成的环境损害降到最低，为铁路建

设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理论依据。铁路建设的协调发

展和铁路运输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

是非常实用和重要的 [1]。

1.2 主要研究内容

现在，国内没有完全的环境管理环境评价制度，

关于施工阶段的环境管理保护，只停留在治理和环境

监测上，施工阶段的环境问题也缺乏量化分析，几乎

都是定性的研究。关于铁路建设期环境问题的研究，

国内外文献仅有零星的报道，并没有进行系统，全面

的讨论。本文的目的是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进

行以下操作。针对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的环境问题，

系统分析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深化

铁路建设期间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为铁路建设项目施

工期间的环境管理提供帮助，促进铁路建设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

2 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管理概述

环境问题是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系统

破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或潜

在问题。环境问题首先是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

用，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超过环境容量，生态学

环境质量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这两个分类的人口

增加，城市化，产业农业的急速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

和受害狭义上，环境问题是大规模生产分为工业建设

和自然资源开发、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

不完全生态系统，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

2.1 环境污染

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污染物的量超过环

境的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它们就会扩散、移动、

变成环境污染，使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恶劣影响。在通常的环境下，环境污染主要

是指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不仅破

坏生态平衡，而且危害人类健康，导致慢性、长期中

毒和死亡。

2.2 生态破坏

生态危害被称为环境损害，意味着人类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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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利用自然资源和建设工程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

和环境效应。土壤侵蚀、沙漠化、土壤盐化、生物多

样性减少等。环境损害的结果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恢复。生态系统的路径有很多内容，最重要的是由于

植被破坏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而破坏生物资源。植

被在人类的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重要的环

境因素，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植被破坏是生态恶化

最典型的特征之一。破坏植被不仅对区域自然景观有

很大影响，还造成生态系统恶化、环境质量下降、土

壤侵蚀、沙漠化、自然灾害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土壤

沙化加强土壤侵蚀，形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因此，

破坏植被是土壤侵蚀和沙漠化的重要原因。

3 铁路施工期对环境因素的影响

3.1 铁路施工期自然环境污染

3.1.1 水污染

在铁路工程中水污染或对水环境质量产生不良影

响的物质称为铁路水污染源。施工期间的水污染主要

是人为的，人为的活动引起水污染。其主要污染源是

生活排水，工程废水。

1.施工期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主要是人类排泄物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包

括浴室排水，厨房排水和洗浴，洗衣房排水。它的构

成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也取决于

气候条件 [3]。

2.施工期施工废水。在临时作业场所，如搅拌机，

搅拌机，预制装配和物料堆积场所，工程污水水质具

有含沙量大，浮子较多，主要污染物为浮游生物固体

等特点。

工程机械和车辆维修，冲洗。对运输车辆定期检

修时产生的车辆废水，机械检修站产生的含油废水和

日常运行中的供油点清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油和悬

浮物。

3.地表径流。地表径流是指流经地表的雨水或融

雪水。降雨时和融雪时，使铁路施工地附近的山谷和

河流流入生产地，在施工现场的地面上产生流出和积

存，混入施工现场的污染物，砂土混入下水道，排出

后造成水质污浊，破坏环境的情况很多。

3.1.2 大气污染

铁路施工期间空气环境的污染主要是工程灰尘，

工程车辆废气及运输和水泥贮藏，粉煤灰，白灰时容

易影响空气，大型车辆在农村道路上行走时不洒水造

成的灰尘，锅炉炉灶等设备的污染。其中，工程对周

围空气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

为 NO、CO、SO2和粉尘，其中粉尘最为严重。在铁路

施工过程中产生粉尘的工序需要注意 [4]。

3.1.3 噪声污染

环境噪声污染是指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

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

习的现象。铁路施工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施工设备，设

施和运输车辆，特别是重型货车噪声较高。

3.2 铁路施工期生态破坏

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会受

到人类的干扰，两种常见扰动引起的自然扰动或位移，

生态系统和生态要素将导致不利于生物生存的变化，

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的平衡将产生与其原始稳定状态

完全相反的结果，原始稳定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会引起

破坏性的波动。导致生态系统功能和基本结构的丧失。

3.2.1 对动植物的破坏

铁路路基开挖扰动了土层，清除了表土，使原生

态环境植被丧失了土壤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

同时，铁路建设中废弃的建筑垃圾会对植被造成严重

的污染，并逐渐破坏植被。

由于铁路的建设，需要在施工道路两侧设置梁场，

材料场，废弃土丘，施工道路和施工营地。破坏原有

土壤，破坏生态原有面貌，使该地区植被明显减少，

从而使地表裸露面积大幅度增加，容易导致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稳定性恶化 [5]。

3.2.2 对动物的破坏

虽然建造地下通道或定期建造桥梁，但与原始生

态外观相比，它不可避免地对物种的延续产生不利影

响。由于动物群落基因重组的减少，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不如以前。修建铁路严重分隔动物的生活场所不利

于基因的交换和物种的迁徙。铁路建设造成的森林破

碎和破坏使动物的栖息地日复一日地变窄，严重威胁

到珍稀野生动物，特别是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6]。

4 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

4.1 施工期环境管理体系优化运行

关于铁路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必须达到更好的管

理目的，优化环境管理体系，其管理效果的显现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管理体系要素的实施程度。“预防污染，

持续改善”，保证管理体系的有效发展。可以为在建

项目规定相应的环境规划，确保环境保护，遵循程序；

可以指导环境目标和指标的修订和设定，制定环境管

理方案；可以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事先具备重要环境因

素的施工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选拔具有较强环境保

护能力的人员；并能更早地监测和监督可能产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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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的活动。掌握重要环境因素可以确定几个环

境管理体系要素，可以提高环境管理的效率 [7]。

4.2 施工期环境管理手段完善措施

对于铁路施工期环境问题的调查分析，以环境因

素为出发点，建立铁路建设期环境管理体系，对于环

境管理体制的有效建设时期，必须依靠环境管理的有

效手段才能具体实施；但现阶段，法律手段尚不完善。

因此，本文还就完善环境管理手段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以保证环境管理体系能更好地实现环境管理目标，防

止铁路建设期间环境问题的发生，以起到保护作用。

改善环境。

4.2.1 法律手段的完善

目前，我国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期间可以运用的法

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善，但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

完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铁路建设项目施工

期间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性不强，施工单位往往想在

支付一定费用后代替环境保护措施，应具体提出施工

单位具体实施的环境保护法规 [8]。

完善施工期间的法律法规，应当首先制定铁路施

工期间具体使用的环境管理规定，为施工阶段的环境

管理提供法律依据。现阶段开展环境监督工作，但没

有具体的环境监督法规，应尽快确定铁路施工期间的

环境监督法律法规，明确权利和义务。结合我国铁路

工期的具体情况，完善环保法律法规，提出更具可操

作性的环保规范 [9]。

4.2.2 行政手段的完善

1.施工期内的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影响较大的

建设期铁路建设项目，应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定

期公布铁路建设期环境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特别是

沿线居民对铁路建设期间的环境信息取得进一步的了

解，并参与铁路建设期间的环境管理。对于公共利益

的环境问题，应及时满足其环境需求，更好地对其需

求进行监测。

2.施工期环境事务听证会。听证会是政府政务公

开的一种形式，国外广泛应用，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的一种方式。对于施工期间的重要环境事务，召集沿

线居民及有关组织召开施工期间环境保护听证会，收

集各方面施工期间环境管理意见，使施工期间环境保

护决策更加科学透明，在得到公众监督的同时，也可

获得公众的认可和信任 [10]。

3.依法行政。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和铁路建设单位

应当制定工期环境保护指导方针和标准，并由建设单

位督促其依法在建设期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

4.3 技术手段的完善

铁路施工期间内的环境管理技术手段主要是利用

所有可利用的技术，使铁路施工内的环境管理更加有

效，科学地进行。

4.3.1 技术标准

目前，应用于铁路环保的技术标准操作性差，只

有原则上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掌握。再

是缺乏铁道业界的标准，噪声大多是借用了建筑行业

的标准，如借用建筑的“建筑工地的噪声界限值”等。

因此，铁路应参照其他行业的标准，制定适合铁路工

程行业的标准。

4.3.2 施工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加强铁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信息化建设，促进公

众监督，更方便政府、业主、建筑单位、监理单位和

其他有关部门在环境信息交流与共享中，建立建设期

间的环境信息系统，协助数据收集、存储、咨询。能

更好地协调环境保护工作人员的工作。随着铁路建设

环境管理信息的日益丰富，在信息系统的各个方面实

时收集和记录数据以及环境管理监督和检查的标准化

最终有助于通过系统存储环境信息来分析数据，完善

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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