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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也发展迅猛。高等级公路的修建打通了全
国各地,其像中国的“血管”一样,源源不断的给各地提供新鲜的“血液”。但是在高等级公路建设过程
中,其对于公路周边的生态环境破坏非常大。文章针对于目前高等级公路生态环境所遇到的问题进行阐
述,并且结合问题给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旨在进一步的促进高等级公路在建设过程中对于周边生态
环境的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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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high-grade highway
Lunwu Gu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of Daguan branch of Zhaot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hina's high-grade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lso developing rapidly.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grade highway has opened up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which, like the "blood vessels" of China, continuously provides fresh "blood" to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high-grade highway 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ound the highway
is greatly damage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high-grade highwa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iv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lutions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aiming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grade 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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