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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依据 

项目名称 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公司 

法人代表 周海军 联系人 董卫兵 电话 13892451569 

联系地址 宝鸡市金台区大庆路 125 号 邮编 712004 

项目建设地址 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环评报告名称 
《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西安

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 9 月） 

立项审批部门 
宝鸡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文号 

宝市发改能源发

[2017]446 号 
时间 

2017 年 

8 月 30 日 

环评审批部门 
宝鸡市环境保

护局 
文号 

宝市环函

[2017]416 号 
时间 

2017 年 

9 月 30 日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宝鸡先行电力

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宝鸡先行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

施监测

单位 

西安输变电工

程环境影响控

制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 

项目概算总投资 808.65 万元 概算环保投资 9 万元 

项目实际总投资 559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5 万元 

开工时间 2018 年 6 月 25 日 投运时间 2018 年 9 月 20 日 

设计生产力 新建线路长 2.5km，其中单回路架设 0.72km，双回路架设 1.78km。 

实际生产力 
新建线路长 2.387km，其中单回路架设 0.604km，双回路架设

1.783km。共使用铁塔 9 基。 

项目建设工程简

述（从立项到试

运行） 

 

 

2017 年 8 月 30 日宝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宝市发改能源发

[2017]446 号”文件对本工程予以核准批复。2017 年 9 月西安海蓝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9 月 30 日宝鸡市环境保护局以“宝市环函

[2017]416 号”文件对本工程予以批复。本工程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开

工建设，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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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验收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201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3）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8 号，2007 年 12 月 3 日

起施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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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2 验收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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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4）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6）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1.3 项目有关文件 

（1） 《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西安海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2017 年 9 月）； 

（2） 《关于宝鸡川陕路 110 千伏等两个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宝鸡市环境

保护局，宝市环函[2017]416 号，2017 年 9 月 30 日）； 

（3） 《关于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宝鸡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宝市发改能源发[2017]446 号，2017 年 8 月 30 日）。 

1.4 本项目验收执行标准 

1.4.1 电磁环境 

本工程环评阶段电磁环境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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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以 4000V/m 作为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以 100μT作为工频磁感应

强度控制限值。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牧草地、道路等场所，其频率为 50Hz 下的电场强

度以 10kV/m 作为评价标准。 

电磁环境标准执行情况见下表 1-1。 

表 1-1  电磁环境标准 

环评阶段 本次验收 

执行标准 数值 执行标准 数值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工频电场强度限值为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

度限值为 100μT。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工频电场强度限值为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

度限值为 100μT。 

 

1.4.2 声环境 

本工程环评阶段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4a 类标准。 

验收阶段执行标准与环评一致，声环境标准执行情况见下表 1-2。 

表 1-2  声环境标准 

项目 
环评阶段 本次验收执行

标准 执行标准 数值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 类，交通干线两侧执行 4a 类。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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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目的、范围、因子、方法、重点 

2.1 调查目的 

通过本次调查和现状监测，确定本工程在建设期和运行期是否达到了环评以及批复的

要求，环保设施是否按设计投运，各项环保措施是否落实。为环境管理部门最终确定该工

程是否能够通过环保验收，提供决策支持。 

2.2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时段应包括工程前期、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验收调查范围参考导则《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中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次调查范围见下表 2-1。 

表 2-1  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输电线路 

生态环境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环境噪声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水环境 输电线路周围的自然水体（河流、湖泊等） 

2.3 环境影响因子 

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生态环境：调查塔基临时占地的土地类型、面积及临时占地的植被、工程恢复措施和

恢复情况。 

水环境：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排放量及排放去向。 

固体废弃物：固体废弃物的处置去向。 

2.4 环境保护目标 

验收调查期间未发现该工程所在区域有原始林地、湿地、原生自然植物，建设工程附

近无军事设施、文物古迹及矿产资源。 

实际验收调查中发现，本次验收范围内无居民类环境保护目标，环保目标情况与环评

一致。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九龙山景区，生态保护目标与环评一致。 

九龙山景区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是大水川旅游度假区继大水川、灵宝峡之后的又一

景区。九龙山景区是宝鸡育才集团2016年打造的宝鸡旅游新景区，其集奇、秀、险、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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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因有九座山头相聚，形如九龙腾空嬉戏，从而得名九龙山。九龙山景区包含：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九龙索道、九龙禅院、九龙山漂流、龙御温泉苑、九龙山玻璃栈道等项

目。线路路径避开了景区，距九龙山景区约185m。 

 

图 2-1  工程与九龙山位置关系示意图 

  

 

 

 

 

九龙山 110kV 变电站 

新建输电线路 
九龙山龙御温泉苑 

安里村 

九龙山龙御温泉苑 

九龙山 110kV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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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查重点 

工程建设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输电线路建设过程造成的地表破坏；运行期的环境影响

主要来自于输电线路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根据工程产生的影响，确定验收

调查的重点为： 

2.5.1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1）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2）工程的塔基区、施工临时占地、施工简易道路、人抬道路、弃土（渣）处置点等

临时占地的恢复情况，防护工程、绿化工程、排水工程等实施情况及其效果； 

（3）工程建设对九龙山风景区的影响情况。 

2.5.2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重点调查输电线路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影响程度，调查环境影响

报告表中提出的电磁防护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2.5.3 声环境影响调查 

重点调查输电线路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的影响程度，调查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

噪声防治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2.5.4 水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阶段废水的处理情况和排放去向。 

2.5.5 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调查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是否齐全等，施工期的固体废弃物去向及临时场地清理恢复情

况。 

 

 

 

 

 

 

 

 

 

 

 

 

 

 



 

 7 

表 3 工程概况 

3.1 工程地理位置 

宝鸡硖石～赤沙Ⅰ回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线路起

点位于九龙山变电站，终点π接于 110kV 硖赤Ⅰ线。 

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3-1。 

 

图 3-1  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3.2 工程主要内容及规模 

3.2.1 工程建设规模 

为了解决九龙山景区的供电问题，宝鸡供电公司在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建设硖石～赤

沙 I 回 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 

新建线路长 2.387km，其中单回路架设 0.604km，双回路架设 1.783km。共使用铁塔 9

基，导线采用 JL/GIA-240/40 钢芯铝绞线。 

2 线路路径 

比例尺 1:310 000 

图  例 

工程位置 

已建九龙山变电站 

新建输电线路 

原 110kV 硖赤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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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线路分别在 110kV 硖赤Ⅰ线 65 号塔（运行号）大号侧 230m 处和 66 号（运行号）

小号侧 120m 处新立转角塔向南走线至双回路分歧塔，右转向西南方向走线至 110kV 九龙

山变东北侧继续右转，至九龙山变西北侧后连续左转接入 110kV 九龙山变电站。新建线路

长度 2.387km，其中单回路架设 0.604km，双回路架设 1.783km。该路径行走在山梁或背侧，

避开九龙山风景区，以不影响风景区观景为原则。共使用铁塔 9 基，导线采用 JL/GIA-240/40

钢芯铝绞线。 

3.3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简述 

  塔基施工 110kV 线路架设 调试 运行 

扬尘、施工废水、噪声、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生态影响 

噪声、生态影响 电磁环境影响、噪声 

 

图 3-3  110kV 输电线路工艺流程及环境影响示意图 

3.4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总投资 55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 万元，占总投资的 0.89%，

主要用于塔基周围临时及永久占地生态恢复等措施。 

3.5 实际工程建设与环评中描述的工程的差异 

现场调查发现，因本工程新建线路路径较短，竣工后的本工程与环评中提及的线路工

程描述一致，基本无变化。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环办辐射[2016]84 号《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的通知，判定本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 

表 3-1  工程变动情况 

序号 项目 原环评方案 实际建设方案 变动结果 

1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未变动 

2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要设备总

数量增加超过原数量的
30% 

/ / 不涉及 

3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

串补站站址位移超过 500

米 

/ / / 

4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 /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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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布置 

5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

过原路经长度的 30% 
2.5km 2.387km 

减少 0.113km，

一般变动 

6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500 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

路经长度的 30% 

/ / / 

7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

架空线路 
架空 架空 未变动 

8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

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

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 / / 

9 

因输变电线路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进

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生态敏感区。 

/ / / 

10 

因输变电线路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新

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无 无 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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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4.1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及建议 

4.1.1 项目概况 

九龙山景区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是大水川国际旅游度假区继大水川、灵宝峡之

后的又一核心景区。为了解决九龙山景区的供电问题，宝鸡供电局拟在宝鸡市陈仓区坪头

镇建设硖石～赤沙 I 回 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 

宝鸡硖石~赤沙 I 回 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线路长度 2.5km，其中单回路架设

0.72km，双回路架设 1.78km。 

本工程总投资 808.6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1%。 

4.1.2 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为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对象主要为工频电磁场评价范围及声环境评价范围内

的公众。 

根据现场踏勘，架空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和声环境 30m 范围内不存在环境保护目标，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为九龙山风景区。 

4.1.3 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环境质量现状 

⑴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拟建线路沿线监测点位距地高度 1.5m 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1.82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59μT。监测点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由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所处区域的电磁环境状况良好。 

⑵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拟建线路沿线噪声监测的昼间值为 43.9dB(A)，夜间值为

39.8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区域的声环

境质量现状良好。 

⑶生态环境现状 

本工程线路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主要经过耕地、林地和草地，线路占地避开了

九龙山风景名胜区，距九龙山风景区约 185m，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密

集居民区、工业区及重要通讯设施等，评价区内没有国家和地方保护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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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分析 

⑴施工期 

工程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基础开挖、土地平整、设备运输等活动将产生一定的扬尘、

施工噪声、废水、固体废物和植被破坏等。 

本工程施工期短，在采取洒水、遮盖、及时清运，依托施工当地设施，固体废物分类

堆放，综合回收利用，合理处置，临时占地恢复植被等措施后对环境影响小。 

⑵运行期 

①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为输电线路的建设，本次以架空输电线路采用模式预测的方式。 

由理论计算可知，线路正式投运后，本项目所用塔型架空线路在距地面 1.5m 处工频电

磁场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对沿线的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②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运行后，线路沿线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

限值要求。 

③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运行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塔基处土地被永久占用，其次表现为对自然景观的影

响。本工程为九龙山旅游景区的配套输变电工程，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本着尽量减

缓景观影响的原则，避开了景区，沿线为耕地、林地和草地，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进

行恢复，对自然生态及景观的影响较小。 

4.1.3 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及建设的可行性结论 

宝鸡硖石～赤沙Ⅰ回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运行后对周围电磁环境和声环境影

响较小，工程在贯彻执行国家“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充分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后，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因此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分析，本工程的

建设基本可行。 

4.1.4 建议与要求 

1、要求 

⑴项目在施工和运行过程中要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⑵及时组织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出现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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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项目完成后及时申请工程的环保竣工验收工作，纳入环保部门管理；对工程施工和

运行中出现的环保问题及时妥善处理。 

⑷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保持设备良好运行，定期维护，尽量减小电磁环境影响和噪

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⑸在塔基处及高压走廊设置警示标志。在人口稠密区及人群活动频繁区域设置高压标

志，标明有关注意事项。 

⑹严禁线路在九龙山景区里走线、设置杆塔；严禁在景区内设置牵张场、施工便道等

施工场地，不破坏景区内自然景观。 

2、建议 

⑴加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保证工程安全正常运行，维持电磁环境影响水平。 

⑵施工期合理规划，严格管理，减小对环境的影响。对工程建设中临时占用的土地要

及时恢复。 

⑶优化设计，在满足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选用对电磁环境影响较小及低噪声设备。 

4.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和要求 

2017年9月30日宝鸡市环境保护局以“宝市环函[2017]416号”文《关于宝鸡川陕路110

千伏等两个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对本工程做了如下意见和要求：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110kV线路工程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工程主要内容

是新建硖石~赤沙Ι回输电线路2.5km，其中单回架空线路0.72km，双回架空线路1.78km，

占地430m2。工程总投资808.6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万元，占总投资的1.11%。 

经审查，上述项目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

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项目的环评审批信息，已按规定在宝鸡市环境保护局网站进

行了全文公示，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

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下述要求进行项目

建设。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环评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以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符合国家

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二）对施工现场和建筑物应分别采取围栏、覆盖遮蔽等措施，控制和减轻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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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防止工程施工造成生态破坏和噪声扰民，施工垃圾必须

集中堆放，并按相关规定处置，防止造成二次污染。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施工临时用地

的原有土地功能。 

（四）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置。变压器废油

等危险废物应按程序向我局申报备案，并及时送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五）加强运行期环境监管工作，定期对周围环境目标进行监测检查，发现超标等问

题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实

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单位在接到本批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宝鸡市

环境保护局陈仓分局备案，并自觉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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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调查 

5.1 环评文件所规定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针对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试运行阶段提出的环保措施及环保措

施落实情况见表 5-1。 

表 5-1  主要环保设施（措施）检查情况一览表 

环境问题 环评文件的要求 实际项目落实情况 

电磁环境 
优化设计、保证安全距离；采用电磁水平较低

的设备。 
已落实 

声环境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工程采用提高导

线和金具加工工艺，防止起电晕等，使运行期噪声

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

类标准限值要求。 

已落实 

1.据了解，施工期当地环保局没

有接到施工噪声影响的群众投诉，

夜间没有施工现象。 

2.输电线路合理选用导线，运行

期噪声满足相应标准。 

电磁环境 

优化设计，在满足经济合理性和技术可行性

的条件下选用对电磁环境影响较小的设备，使其对

电磁环境的影响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已落实 

监测结果表明，工频电场、工

频磁场均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

的要求。 

生态环境 

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场地进行表层土壤以

及已被破坏植被的恢复，对永久占地破坏的植被进

行恢复。 

已落实 

1.施工期塔基占地已进行植被恢复。 

2.临时占地已恢复原有土地功能。 

 

5.2 环评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5-2，由表可见，环评批复要求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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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批复文件 序号 批复意见 实际项目落实情况 

陕环批复

[2012]20

5 号 

 

1 

严格落实环评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以确

保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和标

准的要求。 

已落实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工频电

场、工频磁场均符合国家相

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2 

对施工现场和建筑物应分别采取围栏、覆盖

遮蔽等措施，控制和减轻施工现场扬尘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已落实 

已按照施工并采取措施。 

3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防止工程施工造成生

态破坏和噪声扰民，施工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并

按相关规定处置，防止造成二次污染。施工结束

后，及时恢复施工临时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 

已落实 

用地已恢复原有土地功能，

施工期环境影响已消除。 

4 

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

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置。变压器废油等危险废物应

按程序向我局申报备案，并及时送交有资质单位

进行安全处置。 

已落实 

变电站设有事故油池，并制

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5 

加强运行期环境监管工作，定期对周围环境

目标进行监测检查，发现超标等问题时，应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已落实 

运行单位对变电站已定期进

行环保技术监督工作。 

6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向我厅申请环

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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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运行期环境影响调查 

6.1 生态环境影响 

宝鸡硖石～赤沙Ⅰ回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线路起

点位于九龙山变电站，终点π接于 110kV 硖赤Ⅰ线，新建线路长 2.387km，新建铁塔 9 基。 

线路占地避开了九龙山风景名胜区，距九龙山风景区约 185m。根据现场走访调查，施

工过程采取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没有乱排废水和乱堆废弃物的现象，工程

施工后塔基及附近临时占地恢复较好。施工单位施工过程中与保护区主管部门保持沟通，

接受监督和检查，及时有效地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 

线路沿线及塔基植被恢复情况见图 6-1。 

   

图 6-1  输电线路沿线塔基植被恢复情况 

6.2 电磁环境影响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输电线路沿线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均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电场 4000V/m 的限值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见附件 3。 

6.3 声环境影响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输电线路沿线环境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监测结果见附件 3。 

6.4 水环境影响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临时租用当地民房，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利用当地设施

处理，未对附近水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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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运行期无污水产生。 

6.5 固体废物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施工弃土和砍伐树木。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施工过程

中输电线路基础开挖多余的土石方搬运至不影响农田耕作的低洼处分散堆放，不就地倾倒，

并选择适宜当地生长的植物进行种植覆盖；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平整余土，并进行

植被恢复，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从现场调查看，工程塔基周围已无施工弃土和垃

圾。 

输电线路建成运行后无任何固体废弃物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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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结论与评价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本次验收监测的污染因子为：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和等效连续 A 声级。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对本工程周边环境进行了监测，数据来自《宝鸡硖石～赤沙Ⅰ回π接九龙山

变 110kV 线路工程环境现状检测报告》（XDHJ/2018-039JC），见附件 3。 

7.1 监测执行标准 

（1）《交流输变电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3）《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可听噪声测量方法》（DL/T 501-2017）。 

7.2 监测因子及监测点位 

表 7-1  监测因子及内容 

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内容 单位 

输电

线路

断面

展开 

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 

断面监测路径应以变电站围墙周围的工频电场和工频

磁场监测最大值处为起点，在垂直于围墙的方向上布

置，监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距离围墙 50m 处为止。 

V/m 

μT 

噪声 
沿垂直于围墙方向监测噪声，测点间距 5m，距地面高

1.2m 以上，测至 50m 止，昼、夜各监测 1 次。 
dB（A） 

7.3 监测布点遵循以下原则： 

结合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监测布点，并考虑工程实际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监测点。 

7.4 验收监测工况及气象条件 

监测期间气象及工况条件详见下表。 

表 7-2  监测期间气象及工况条件 

工况参数（2018 年 10 月 25 日） 

项目 

数值 

P 有功功率 

（MW） 

Q 无功功率 

（MVar） 

电流 

（A） 

电压 

（kV） 

110kV 灵赤Ⅰ线 7.76 1.16 74.32 118.15 

110kV 硖灵Ⅰ线 7.58 1.32 75.74 118.22 

气象参数（2018 年 10 月 25 日） 

项目 天气 温度范围 相对湿度 风速 

数值 晴 12～18℃ 22～32% 2.2～3.0m/s 

7.5 验收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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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竣工验收监测使用的仪器，均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本次监测仪器参数见表 7-3。 

表 7-3  监测仪器参数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 
仪器编号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

期至 

NBM-550 

电磁辐射分析

仪 

电场：0.01V/m～100kV/m 

磁场：1nT～10mT 

0.01V/m 

1nT 

主机：E1037 

探头：230WX30224 

CEPRI-DC(JZ)-

2018-008 

2019 年 

4 月 15 日 

AWA5688 型 

声级计 
28～133dB 0.1dB 00309657 ZS20182086J 

2019 年 

8 月 28 日 

7.6 验收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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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110kV 输电线路监测点位示意图 

7.7 验收监测结果与评价 

7.7.1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1）工频电场强度 

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197.80V/m，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电场

4000V/m 的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见表 7-4。 

（2）工频磁感应强度 

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

0.135μT，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磁感

应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见表 7-4。 



 

 20 

表 7-4  同塔双回灵赤Ⅰ线、硖灵Ⅰ线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测点编号 监测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场强度 μT 

1 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 197.80 0.135 

注：线高 18m。无展开条件。 

7.7.2 声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2.1dB(A)，夜间为 38.4dB(A)。测点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监测结果见表 7-5。 

表 7-5  同塔双回灵赤Ⅰ线、硖灵Ⅰ线噪声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昼间（dB（A）） 夜间（dB（A）） 

1 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 42.1 38.4 

注：线高 18m。无展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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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8.1 环境管理机构调查 

本工程的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公司进行展开，设环保专

职管理专员，负责定期监督检查，环境管理机构健全。 

8.2 环境管理状况调查 

8.2.1 施工期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统一制定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

度，并组织各参建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标准与制度，保证环保措施的落实。环境管理机

构人员及工程监理人员对施工活动进行全过程环境监督，通过严格检查确保施工中的每一

道工序满足环保要求，使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使环评和设计中的

环保措施得以实施。 

8.2.2 运行期环境管理 

为了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加强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公司对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根据要求，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宝鸡供电公司已设置环保职能管理部门和环保专职管理人员，从管理上保证环境保护

措施的有效实施。 

8.2.3 环境保护资料档案管理 

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设计文件、施工有关资料、施工监理资料、

工程建设有关批文等资料均已成册归档。 

8.3 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监测计划：工程投入试运行后，竣工环保验收及时进行监测，监测项目为：工频

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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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调查结论及建议 

9.1 调查结论 

通过对“宝鸡硖石～赤沙Ⅰ回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和调查，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完备，技术资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基本齐全。环境保护规

章制度、应急预案比较完善，环保监督管理机构基本健全，环境保护设施具备正常运转的

条件。 

2、该项目基本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电磁环境、噪声防治设施基本按

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中的要求予以落实。生态调查结果表明，该工程生态保护措

施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中的要求予以落实，生态恢复措施落实良好。 

3、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197.80V/m，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电场

4000V/m 的限值要求。 

4、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

为 0.135μT，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磁

感应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 

5、同塔双回灵赤Ⅰ线 1~2 号塔、硖灵Ⅰ线 72~73 号塔之间线下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2.1dB(A)，夜间为 38.4dB(A)。各测点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 

6、输电线路运行期无污水、生活垃圾产生。 

7、本工程在施工和运行期间，没有民众投诉情况。 

9.2 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工程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建议建设单位应注意加强输电线路的环

境安全管理，定期对输电线路进行巡视，确保环境安全。 

综上所述，宝鸡硖石~赤沙π接九龙山变 110kV 线路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均

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环保措施，经调查核实，环保措施有效，环境影响

较小。该工程满足环保要求，建议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