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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情况 

工程名称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法人代表 钱朝阳 联系人 张晓亮 

通讯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五经路 39 号 

联系电话 24404352 传真 / 邮政编码 300010 

建设地点 天津市东丽区和空港经济区内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电力供应业（D4420）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能建集团天津电力设计研究院 

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部门 

天津市 

环境保护局 
文号 

津环保许可表

[2010]309 号 
时间 2010 年 7 月 

工程核准 

部  门 

天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文号 

津发改许可

[2010]263 号 
时间 2010 年 10 月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家电网公司 文号 

国家电网基建

[2012]184 号 
时间 2012 年 6 月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中国能建集团天津电力设计研究院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 

投资总概算 

（万元） 
14623 

环保投资

（万元） 

85.2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0.6% 

实际总投资 

（万元） 
14398 91 0.6% 

环评主体工程规模 
新建输电线路 18.254km 

（架空 7.485km、电缆 10.769km） 
工程开工日期 2012 年 8 月 

实际主体工程规模 
新建输电线路 18.99km 

（架空 4.01km、电缆 14.91k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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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点、调查重点 

调查 

范围 

参照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HJ705-2014）》

的要求，确定： 

生态环境：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300m 内。 

电磁环境：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 

声环境：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m。 

环境 

监测 

因子 

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 

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环境 

敏感 

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及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的特点、实际影响范围，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架空线路边导线地

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范围内的敏感点进行，调查 50m 范围内的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

感点分布情况。 

经现场调查与环评报告复核，该项目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和空港经济区内，环评中无

既有环境敏感点东丽区朝鲜村民房。 

根据现场调查与环评对比，该项目周围 50m 内新增环境敏感点见表 1。 

表 1                    该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最近距离 保护要素 

东丽区朝鲜村民房 

线路下方 0m 施工期、运行期 

电磁辐射环境、声环境 线路东侧 4m 
 

调查 

重点 

重点调查该项目工程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工程内容是否有变更，该项目运行期

造成的电磁环境、声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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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 

环境 

标准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确定的执行标准，以及最新颁布的环境保护

标准，最终确定本次验收执行标准，主要评价标准数值见表 2。 

表 2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及无线电干扰场强标准限值 

阶段 监测因子 标准限值 标准依据 

环评及批复标准 

工频电场强度 居民区：4kV/m 《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HJ/T 24-1998） 
工频磁场强度 居民区：0.1mT 

无线电干扰场强 

（0.5MHz） 
220kV:53dB(V/m）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

扰限值》（GB 15707-1995） 

最近颁布环境保

护标准 

（校核标准） 

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工频磁场强度 100μT 

验收标准 

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工频磁场强度 100μT 

无线电干扰场强 

（0.5MHz） 
220kV:53dB(V/m）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

扰限值》（GB 15707-1995） 
 

声环境 

标准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确定的执行标准，环境噪声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与环评一致）见表 3。 

表 3                         环境噪声限值 

标准限值 标准依据 

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的测点）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 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 

（航空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的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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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项目地理位置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和空港经济区内，地理位置

见附图 1。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黄新线）：经纬度：N39°07'03.9"，

E117°19'40.3"~N39°04'47.1"，E117°22'58.5"；航空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航新线）：

经纬度：N39°06'53.1"，E117°27'27.4"~N39º04'47.1"，E117º22'58.5"。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为新建项目，牵引站 220kV2 回电源线分别来自

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航空 220kV 变电站，主要工程内容为： 

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黄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8.26km，其中架空

2.25km，电缆 6.01km。 

航空 220kV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航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10.73km，其中架空 1.83km，

电缆 8.9km。 

该项目架空线路为单回挂线，地埋线缆为单回。 

工程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 

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见附图 2、3）：由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西侧缆

沟新出 220kV 电缆一回，新设单回缆沟向南穿越机场路后转为单回架空线。新设架空线向南沿现

状黄张（黄岩—张贵庄）线西侧 30m 架设至至京山铁路北侧鱼塘附近后转为入地电缆，入地电缆

沿规划城际延长线北侧向东铺设至新兴村牵引站。该段线路位于东丽区内，新建输电线路 8.26km，

其中架空 2.25km（新建 9 基铁塔），电缆 6.01km，途中主要为鱼池、公路沿线市政用地和荒地，该

段线路黄新线 7#塔与黄新线 8#塔之间的线路跨过朝鲜村半间民房。 

 

朝鲜村距线路

较近的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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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见附图 2、4）：新设电缆从航空站东侧出线向东

至东金路东侧后，转为单回架空线。新设架空线沿东金路东侧规划电力通道向南跨过京津塘高速北

侧后，再转为入地电缆沿京津塘高速路绿化带向西敷设至蓟汕高速联络线后向南折，继续沿蓟汕高

速联络线西侧向南敷设，至城际延长线后向西折，进入新兴村牵引站。该段路径位于空港经济区，

新建输电线路 10.73km，其中架空 1.83km（新建 8 基铁塔），电缆 8.9km，途经主要为规划电力通

道、京津塘高速、蓟汕高速联络线和津滨高速。 

航空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线路由蓟汕高速联络线开始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

中的由环评中架空输电线路均改为电缆。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 2 条输电路径与原输电路径基本一致，不一致

处见附图 2。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14398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91

万元，主要用于绿化、生态恢复措施。 

工程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工程内容与实际建成情况比较见表 4。 

表 4                       工程内容与实际建成情况 

序号 项目 环评报告 实际建成 

1 电源线 

总长度 18.254km，其中架空 7.485km、电

缆 10.769km。 

线路长度增加 0.736km，增加幅度 4.0%。 

总长度 18.99km，其中架空 4.08km、电缆

14.91km。 

黄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8694m，其中架空

2253m、电缆路径长度为 6441m。 

架空输电线路长度一致，电缆减少。 

黄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8.26km，其中

架空 2.25km，电缆 6.01km。 

航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9560m，其中架空

5232m，电缆 4328m。 

架空输电线路长度减少。 

航新线：新建输电线路 10.73km，其中

架空 1.83km，电缆 8.9km。 

2 铁塔基数 30 基架空输电线路铁塔。 
17 基架空输电线路铁塔，其中黄新线 9

基，航新线 8 基。减少 13 基铁搭。 

3 
输电线路 

环境敏感点 
环评中无既有运营期环境保护目标。 

与环评对比，新增 2 处环境敏感点，东

丽区朝鲜村民房，距离线路最近距离

0m。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

对比实际建成情况：（1）电源线长度增加了 0.736km，增加幅度 4.0%，小于 30%；（2）航新线部

分线路由架空改为地埋线缆；（3）附图 2 中线路调整部分，横向位移不超过 500m。 

该工程变动内容不属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中的内容，故界定为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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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1、电磁辐射影响 

根据类比盛塘路同类型 220kV 输电线路监测数据，预计本项目输电线路对外环境的工频电场、

工频磁感应、无线电干扰影响值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2、噪声影响 

根据类比监测数据，预测本项目 220kV 输电线路对外环境的噪声影响值低于 45dB（A），可满

足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2 类、3 类、4a 类标准。 

3、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运营后不产生废水。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小，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不会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正常运行时，不产生固体废物。 

5、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98 年 1 月 7 日)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天津市

电力设施保护管理办法》(2004 修订)，确定本项目 220kV 输电线路两侧边导线投影外延 15m 以内

的带状区域为本项目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同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

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不得烧窑、烧荒；不

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6、环保投资 

本工程环保投资估算 85.2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58%，主要包括施工期扬尘和噪声防治、生

态保护措施、绿化补偿费用等。 

7、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 

本项目建设 2 条 220kV 输电线路，分别是黄岩路-新兴村电源线和航空-新兴村电源线，电源线

路径位于东丽区和空港经济区，可满足津秦客运专线铁路在津用电需求。线路走向所在地以市政用

地为主，项目选址可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

排放，运营期产生低影响的电磁辐射和无线电干扰均可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本项目主要污染为施工

期扬尘和噪声，建设单位拟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后，对周边外环境及本项目的环境保护目标的影

响可降至最低。 

综上所述，在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治理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本项目具有

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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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详见附件 1） 

表 5                   环评批复文件中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 架空输电线路合理选线，远离环境敏感点。 

黄岩路220kV变电站至新兴村220kV牵引

站：黄新线 7#塔与黄新线 8#塔之间的线

路下有朝鲜村民房。 

2 

架空输电线路运营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

度限值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规范标准》（HJ/T24-1998）中 4 千伏/米作为

居民区工频电场标准、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

毫特斯拉作为磁感应强度标准；无线电干扰限值执行《高

压交流架空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中规

定的距边导线投影（变电站围墙外）20 米处，测试频率

为 0.5 兆赫兹的晴天条件下不大于 53 分贝（微伏/米） 

监测结果表明，该工程电缆线路、架空线

路及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

强度均符合《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

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中居民区工频电场强度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100μT）的标准

限值要求，也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电场强度 4kV/m

和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

值。无线电干扰场强满足《高压交流架空

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

规定的无线电干扰限值标准（53dB）的标

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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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建成情况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1、永久占地 

本项目输电线路拟设置铁塔 30 基，每座塔需

开辟一定面积平整成一个平台，作为承载线路铁塔

的基础，本项目输电线路塔基需征地约 3000 平方

米，占用的土地主要为市政用地和荒地，线路沿线

无珍稀动植物和国家级野生动物。输电线路塔基占

地为永久性占地，这些土地利用性质将仍为市政设

施用地，基本不影响其原有的土地用途。 

2、水土流失 

在线路杆塔施工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土石方

开挖，如防护措施不当，可能造成水土流失。为降

低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在塔基施工过程序注意以下

事项： 

（1）塔基施工要求先降低基面后再进行基坑

开挖，对于降基量较小的可与基坑开挖同时完成。 

（2）基坑开挖时分层分段平均往下挖掘，做

好边坡临时支护，保持坑底平整。 

（3）为防止坑底扰动应尽量较少暴露时间，

及时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如不能立即进行下道工

序，则应预留一定厚度土层，待铺石灌浆或基础施

工前开挖。 

（4） 每个塔基基础施工周期约半月至一个月

左右，基坑开挖土石方用彩条布覆盖，减少土方堆

置期间的水土流失，工程量在临时工程中考虑。 

（5）塔基基础做好后，需及时进行基坑回填，

分层填实，保证塔基稳定。 

3、生态影响防治措施 

（1）在输电线路选线中应注意尽量避让耕地、

果园等地表植被。 

（2）塔基应尽量避免在雨季施工，且每个塔

基施工后应及时恢复地表植被。 

（3）对于在鱼池内塔基施工时，在塔基位置

先进行垫土，一般为 20*20 米，然后进行灌注桩施

工。 

1、永久占地 

该项目铁塔数量有原来的 30 基降到 17

基，减少永久占地面积。 

2、水土流失 

塔基基础做好后，及时进行基坑回填，

分层填实，保证塔基稳定。 

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了施工场地，对沿

线塔基区采取了植草绿化恢复措施，防止水

土流失。 

3、生态影响 

施工结束后，对塔基、电缆沟回填，及

时恢复土地原使用功能。 

4、占地赔偿 

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天津送

变电工程公司（该项目施工单位）委托天津

市东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黄新线）输

电线路永久占地、施工临时占地、树木砍伐

等进行赔偿（占地赔偿委托协议书见附件 3），

该协议还包括沿线所有房屋、临建、设施的

拆除清理费用，但该段线路黄新线 7#塔与黄

新线 8#塔之间的线路下仍存在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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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建成情况 

大气

环境 

（1）在邻近居民区施工时，应对施工道路及

开挖作业面定期洒水，防止施工扬尘对本项目的环

境保护目标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2）施工方案中必须有防止泄露遗撒污染环

境的具体措施，编制防治扬尘的操作规范，其中应

包括施工现场合理布局，建筑材料堆存，散体物料

应当采取挡墙、洒水、覆盖等措施； 

（3）施工现场内除作业面场地外必须进行硬

化处理，作业场地应坚实平整，保证无浮土；  

（4）总包单位负责控制检查施工现场运输单

位运输的散体材料，对运输的建筑垃圾、废弃的土

石方、工程土及产生扬尘的废弃物装载过程中，必

须采取喷淋压尘及使用封盖车辆运输； 

（5）工地出入口处必须设置车辆冲洗台和冲

洗设施，专人负责冲洗清扫车轮、车帮，确保出入

工地的车辆不带泥上路； 

（6）注意气象条件变化，土方工程施工应尽

量避开风速大、湿度小的气象条件。当出现 4 级及

以上风力天气情况时禁止进行土方工程施工，并做

好遮掩工作。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施工期建设

单位在施工边界设置围挡，其它环保措施建

设单位不能提供资料证明。 

水 

环境 

施工期间排放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和工地上冲洗车辆、地面产生的冲洗废水。生活污

水产生量很少，且就近排入租赁的厂房企业的污水

管网，最终进入区域污水处理厂，预计不会对周围

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冲洗废水由于含有大量沙砾，

对冲洗废水必须进行沉淀处理，使其中的沙砾沉淀

后用于地面冲洗等。 

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未对周围

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地面冲洗

等。 

噪声 

（1）在邻近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时，应严格

控制主要噪声源夜间施工和夜间运输，使其满足有

关规定要求。 

（2）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作方式，加强设备

的维护与管理，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施

工联络方式采用旗帜、无线电通信等方式，严禁使

用鸣笛等联络方式。 

（3）增加消声减振的装置，如在某些施工机

现场装卸钢模、设备机具时，轻装慢放，

减少人为噪声的产生，该项目未收到施工噪

声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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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建成情况 

械上安装消声罩，对振捣棒等强噪声源周围适当封

闭等。 

（4）现场装卸钢模、设备机具时，应轻装慢

放，不得随意乱扔发出巨响。 

固体

废物 

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施工垃圾和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主要是施工过程产生的各种废建

筑材料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主要是民工废弃物

品。施工中固体废物必须集中堆放、及时清运，外

运到市容部门指定地点，防止露天长期堆放可能产

生的二次污染。 

塔基开挖土石方优先回填利用，减少弃渣量，

不能回填利用的，应选择弃渣堆放，并采取临时挡

护、绿化固化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清运。 

根据现场调查，塔基开挖的土石方进行

了回填，塔基周围无弃渣堆放，并恢复了原

有使用功能。 

 

污染

影响 

电磁辐射 

本项目输电线路电场强度、磁场强度、无线电

干扰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步降低，根据类比监

测数据可知，本项目输电线路投产后电场强度、磁

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对外环境及本项目的环

境保护目标处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其它影响 

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不会排放对大

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土壤有影响的污染

物，本项目运营期不会新增污染物的排放。 

电磁辐射 

根据监测结果，该项目线路沿线及环境

敏感点处工频电磁场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

求。 

 

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该项目输电线路沿线及

环境敏感点声环境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

低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3 类相应标准限值。 

社会

影响 
-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

线工程的投运，为津秦客运专线铁路提供两

路独立可靠的 220kV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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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电磁环境由建设单位委托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6。 

表 6                           电磁环境监测报告 

委托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监测日期 2017 年 1 月 6 日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委托监测 委托监测 

监测内容 工频场强、无线电干扰场强 

监测方法依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HJ705-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 

监测仪器名称

型号、编号及

技术指标 

仪器名称：EFA-300 低频辐射分析仪 

仪器编号：074 

技术指标：电场测量范围 0.14V/m～

200kV/m 

磁场测量范围：0.8nT～87mT 

 

仪器名称：EFA-300 低频辐射分析仪 

仪器编号：074 

技术指标：电场测量范围 0.14V/m～200kV/m 

磁场测量范围：0.8nT～87mT 

 

监测的 

环境条件 

天气：晴；气温：2℃；湿度 20%；风速 3m/s  

监测地点 

 

 

见监测结果 

 

 

监测内容 

 

见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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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监测结果及分析 

变电站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监测结果：详见表 7~表 9，监测

点位：详见附图 3、4。 

表 7       输电线路监测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结果 

工程内容 监测点位 距离（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nT） 

 

无线电干扰场强

（dB） 

黄岩路-新兴村

电源线段 

电缆(距地面

1.5m) 

0 1.9 110.2 41.2 

1 1.6 98.3 41.5 

2 1.5 89.4 40.7 

3 1.3 88.2 40.6 

4 1.2 86.1 40.6 

5 1.1 85.0 40.7 

黄岩路-新兴村

电源线段 

（东侧） 

架空线路(距

地面 1.5m) 

0 301.5 459.8 42.5 

5 245.3 434.6 41.6 

10 210.3 408.3 41.7 

15 109.8 129.8 40.9 

20 96.5 108.9 41.2 

25 79.8 127.9 41.3 

30 65.8 138.9 40.8 

35 49.9 142.5 40.9 

40 39.5 129.8 40.6 

45 21.6 139.8 40.5 

50 9.8 121.9 41.0 

黄岩路-新兴村

电源线段 

（西侧） 

架空线路(距

地面 1.5m) 

0 289.7 569.8 41.9 

5 267.8 458.9 42.6 

10 396.8 632.1 41.7 

15 256.4 445.2 41.6 

20 198.6 221.0 42.0 

25 102.3 120.3 41.3 

30 89.7 112.3 40.9 

35 68.7 98.9 41.2 

40 56.5 88.6 40.8 

45 25.8 85.2 41.3 

50 10.2 82.1 41.2 

航空-新兴村电

源线段 

电缆(距地面

1.5m) 

0 1.9 262.3 41.2 

1 1.8 259.8 41.0 

2 1.7 228.7 41.6 

3 1.8 221.0 40.7 

4 1.7 198.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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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 188.9 41.2 

航空-新兴村电

源线段 

（西侧） 

架空线路(距

地面 1.5m) 

0 221.4 455.8 41.2 

5 205.7 408.2 42.5 

10 110.4 408.3 41.9 

15 99.5 201.9 40.8 

20 86.4 139.8 41.2 

25 69.8 128.9 40.9 

30 55.9 127.6 41.5 

35 39.2 126.5 41.6 

40 29.5 125.4 41.7 

45 11.6 124.3 41.6 

50 6.2 120.1 41.2 

航空-新兴村电

源线段 

（东侧） 

架空线路(距

地面 1.5m) 

0 214.3 475.8 41.6 

5 202.3 456.3 42.5 

10 258.9 569.8 42.7 

15 246.3 201.3 41.3 

20 198.7 213.2 40.9 

25 156.4 189.7 41.7 

30 98.6 165.4 40.9 

35 88.7 143.1 40.8 

40 68.4 136.9 41.2 

45 21.5 125.4 41.3 

50 10.3 121.3 40.7 

表8         敏感点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方向 
距离 

（m） 

高度 

（m）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nT） 

1 线下民房 1 5 1.5 258.9 459.7 

2 线下民房 2 5 1.5 250.5 457.8 

表9                   敏感点无线电干扰场强监测结果 

序号 方向 
距离 

（m） 

高度 

（m） 

无线电干扰场强 

dB（V/m） 

备注 

1 线下民房 1 20 1.5 42.1 中心频率 0.5MHz，

天线底座不超 

过 1.5m 
2 线下民房 2 20 1.5 42.5 

监测结果表明，该工程电缆线路、架空线路及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

符合《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中居民区工

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100μT）的标准限值要求，也符合《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电场强度 4kV/m 和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无线电干扰场强满足《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规定的无线电

干扰限值标准（53dB）的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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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详见表 10。 

表 10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架空输电线路 等效连续 A 声级 
监测 2 周期， 

每周期连续监测 24 小时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详见表 11。 

表 11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因子 点位数 监测方法 

等效连续 A 声级 

2 条线路的架空部分，其中黄新线 2 个监测点

位（黄新线 7#塔东侧的天津市高周波热合机厂 

及黄新线 7#塔、8#塔之间线下的朝鲜村民房），

航新线 1 个监测点位（航新线 1#塔东侧）。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2、监测日期：2017 年 1 月 4 日~6 日； 

3、监测环境条件：雾转晴，风速<2m/s。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详见表 12。 

表 12                             监测仪器汇总 

序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备注 

1 

AWA6218A+型 

噪声统计分析仪 

040950 
黄新线 7#塔东侧 

（天津市高周波热合机厂） 

2 033594 
黄新线 7#塔、8#塔之间 

（线下的朝鲜村民房） 

3 040960 航新线 1#塔东侧 

4 ND9 型声校准器 893130 - 

2、工况：验收监测期间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的 2 条输电线路均通电

（工况说明见附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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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环

境

监

测 

监测结果及分析 

地埋线缆周围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详见表 13，监测点位：详见附图 3、4。 

表 13                         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测点号 测点位置 
昼间声级 

[dB(A] 
主要声源 

夜间声级 

[dB(A)] 
主要声源 

1 
黄新线 7#塔东侧 

（天津市高周波热合机厂） 
45 环境 43 环境 

2 
黄新线 7#塔、8#塔之间 

（线下的朝鲜村民房） 
43 环境 42 环境 

3 航新线 1#塔东侧 58 交通 51 交通 

2 类标准（1、2 号测点） 昼间：60dB(A)，夜间：50dB(A) 

3 类标准（3 号测点） 昼间：65dB(A)，夜间：55dB(A) 

 

 

监测结果表明，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的黄新线 2 个测点声环境主

要周围环境噪声的影响，昼间声级为 45、43dB(A)，夜间声级为 43、42dB(A)，均未超过《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相应标准限值；航新线 1 个测点声环境主要周围道路交

通噪声的影响，昼间声级为 58dB(A)，夜间声级为 51dB(A)，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3 类相应标准限值。 

该项目声环境监测结果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3 类相应标准限

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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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该项目铁塔数量有原来的 30 基降到 17 基，减少永久占地面积； 

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了施工场地，对沿线塔基区采取了植草绿化恢复措施，防

止水土流失； 

施工结束后，对电缆沟回填，及时恢复土地原使用功能； 

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该项目施工单位）委托

天津市东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黄岩路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黄

新线）输电线路永久占地、施工临时占地、树木砍伐等进行赔偿（占地赔偿委托协

议书见附件 3），该协议还包括沿线所有房屋、临建、设施的拆除清理费用，但该段

线路黄新线 7#塔与黄新线 8#塔之间的线路下仍存在民房。 

大气

环境 
施工期，建设单位在施工边界设置围挡。 

水 

环境 

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未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地面冲洗等。 

噪声 
现场装卸钢模、设备机具时，轻装慢放，减少人为噪声的产生，该项目未收到

施工噪声的投诉。 

固体

废物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根据现场调查，塔基开挖的土石方进行了回填，塔基周围无弃渣堆放，并恢复

了原有使用功能。 

试 

运 

行 

期 

污染

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该项目输电线路验收监测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

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均符合相应的环境保护推荐限值要求。 

2、声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输电线路测点声环境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3 类标准限值。 

3、其它影响 

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不会排放对大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

土壤有影响的污染物。 

社会

影响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的投运，为津秦客运专线铁路提

供两路独立可靠的 220kV 电源。 



调查报告表编号：津环监验字[2014]第 127 号                                           第 17 页 共 18 页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试运行期） 

1、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建设单位制订施工现场的环境规章制度和设置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人员，负责施工期有关环保法

的贯彻及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 

2、运行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按照《天津市电力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建设单位设立环境保护负责人。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①该项目完成后正式投产进入常规运行阶段后结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 

②该项目如有群众投诉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并编制监测技术报告，向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上报备案。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与档案齐全。 

该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环境污染事件处置应急预案》编制了相应的检修操作规程

及风险应急预案。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工程建成后，其运行管理工作由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负责统一管理。 

经过调查核实，该项目执行了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及竣工验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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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 

1、工程基本情况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为新建项目。 

黄岩路220kV变电站至新兴村220kV牵引站（黄新线）：输电线路总长8.26km，其中架空2.25km，

电缆 6.01km；航空 220kV 变电站至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航新线）：输电线路总长 10.73km，其中

架空 1.83km，电缆 8.9km。项目实际总投资 1439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1 万元，2012 年 8 月开工，

2014 年 12 月竣工并投入运行。 

与环评对比，环境敏感点东丽区朝鲜村民房未在环评中，属于新增环境敏感点。 

2、生态影响 

地埋线路所经地区主要为公路沿线市政用地、荒地、规划电力通道、京津塘高速、蓟汕高速联

络线和津滨高速等，经现场调查可知，该出线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了施工场地，对沿线塔基区

采取了植草绿化恢复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对电缆沟回填，及时恢复土地原使用功能。 

3、电磁环境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该工程电缆线路、架空线路及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合

《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中居民区工频电场强

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100μT）的标准限值要求，也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电场强度 4kV/m 和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无线电干扰场

强满足《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规定的无线电干扰限值标准（53dB）

的标准限值要求。 

4、声环境影响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各测点昼间、夜间声级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3 类相应标准限值。 

5、其他环境影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编制了风险应急预案，该项目自试运行以来，未发生过重大的环境风险事

故。 

6、环境管理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设立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 

7、验收监测总结论 

综上所述，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和环境噪声均符合相应的环境保护推荐限值要求。 

与环评对比，环境敏感点东丽区朝鲜村民房未在环评中，属于新增环境敏感点（黄新线 7#塔、

8#塔之间线下民房、线路东侧民房）。 



 

 

附图 1    津秦客运专线新兴村 220kV 牵引站电源线工程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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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该工程环评中路径与实际建成路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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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黄新线输电线路（主要为架空部分）及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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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航新线输电线路（主要为架空部分）及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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