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

收调查报告表》修改清单

根据《宁夏吴忠新桥110kV变电站1号主变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表》技术审评意见，对报告表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清单如下：

序号 技术审评意见 修改内容在报告中的位置

1 复核项目土石方平衡情况，补充原有工程环

保手续履行情况；
已复核，详见 P5、P6。

2 完善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情况；
已复核，详见 P15、P16。

3 验收组提出的其他意见。 已补充，详见 P4、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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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

目名称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

法人代表/
授权代表

黄宗宏 联系人 杨兴林

通讯地址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友谊西路 258号

联系电话 13995137179 传真 0953-2042282 邮编 751100

建设地点 ****

项目建

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其他 行业类别 D4420电力供应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宁夏天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部门

吴忠市生态环境

局
文号

吴环审

[2021]16号 时间
2021年 3月

18日
建设项目

核准部门

吴忠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文号

吴发改审发

[2019]169号 时间
2019年 9月

19日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网宁夏电力有

限公司
文号

宁电建设

[2021]30号 时间
2021年 1月

14日
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单位
宁夏天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

施施工单位
宁夏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

施监测单位
宁夏盛世蓝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 环保投资（万元） ****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

实际总投资

（万元）
**** 环保投资（万元） ****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

环评阶段项

目建设内容
**** 项目开

工日期

2021年 3
月 28日

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
**** 环境保护设施

投入调试日期

2021年
12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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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1）2019年 9月 19日，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吴忠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宁夏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 1 号主变扩建工程核准的批

复》（吴发改审发[2019]169号）对本项目核准进行了批复；

（2）2021年 1月 14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

复》（宁电建设[2021]30号）对本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3）2021年 3月 18日，吴忠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宁夏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意见》（吴环审[2021]16
号）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4）项目开工、竣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入调试日期：

本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2 月 20 日竣工，2021
年 12月 21日环境保护设施投入调试。

（5）本项目参建单位：

①建设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

②运行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

③设计单位：宁夏天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④施工单位：宁夏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⑤监理单位：宁夏重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⑥环评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⑦验收监测单位：宁夏盛世蓝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⑧验收调查单位：江苏智圆行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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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

110kV变电站调查范围：

（1）生态环境调查范围为变电站围墙外 500m范围；

（2）工频电磁场调查范围为变电站围墙外 30m范围；

（3）声环境调查范围为变电站围墙外 200m范围。

环境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

环境敏感目标

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

未发现受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物种。环评阶段与验收阶段均无

环境敏感目标。

调查重点

（1）项目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项目内容。

（2）核查实际项目内容、方案设计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4）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设施和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5）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6）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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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收执行规范、标准

电磁环境标准

验收标准采用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宁夏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执行的标准。

（1）工频电场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 4000V/m

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2）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 100μT

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声环境标准

验收标准采用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宁夏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执行的标准。

变电站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厂界外声功能区排放限值。

表 1 噪声标准

标准 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dB（A）） 夜间（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 65 55

其他标准和要求

验收标准采用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宁夏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执行的标准。

（1）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

标准限值，即：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 2）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中有关要求。

（3）危险废物的暂存和转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部令第 23号）

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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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附地理位置示意图）

本项目位于****，地理位置见附图 1。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规模及基本构成见表 2。

表 2 项目规模及基本构成

项目名称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

相关装置

主变压器 ****

110kV部分 ****

35kV部分 ****

10kV部分 ****

无功补偿 ****

环保设施 1号主变新建事故油坑。

（2）原有项目建设概况及环境保护手续履行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已运行的原有项目运行期间未收到环保投诉，项目前期无

环境遗留问题。

建设项目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附输电线路路径示意图）

1、项目占地

本期扩建工程是在新桥 110kV变电站围墙内原有 1号主变扩建预留场地内进行，

故本期改造工程不新增永久占地；项目没有设置施工营地，施工营地租用了当地民房，

材料堆放场设置在了租用的当地民房院内。

2、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为扩建工程，总挖方量****m3，总填方量****m3，余方量为****m3事，

故油坑开挖、设备支架基础处理和电缆沟开挖产生的余土作为变电站周围培土，无弃土

产生。具体土方量见表 3。

表 3 项目土方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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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挖方量 填方量 余方量 弃方量

事故油坑、设备支架基础 **** **** **** ****

电缆沟 **** **** **** ****

合计 **** **** **** ****

3、总平面布置

站区总平面布置以****。变电站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项目估算总投资****万元，估算环保投资****万元，估

算环保投资占估算总投资的****。根据调查可知实际建设总投资****万元，环保投资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本项目实际环保投资明细见表 4。

表 4 项目环保投资明细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估算环保投资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备注

1 生态恢复

施工场地硬化及铺设方

砖、已建事故油池上方铺

设方砖
**** **** ****

2 大气污染

防治

采取洒水抑尘，篷布苫盖

等措施
**** **** ****

3 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过简易防渗

旱厕处理后定期清掏
**** **** ****

4 噪声
选用油浸式自冷式变压

器、设备设置阻尼减振垫
**** **** ****

5 固体废物

处理

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

置，建筑垃圾收集外运至

指定的垃圾堆放场

**** **** ****

6 事故废油
设置事故油坑及防渗措

施
**** **** ****

7 环境影响评价 **** **** ****
8 竣工环保验收 **** **** ****

环保投资合计 **** **** ****
项目总投资 **** **** ****
环保投资比例 **** **** ****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规模与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初步设计文件中的一致，未发生变动情况。

根据环保部办公厅 2016年 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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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重大变更的界定，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对建设项



- 7 -

目是否涉及重大变动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变化情况分析见表 6。

表 5 项目建设规模与重大变动清单对比表

重大变动清单 环评规模 实际规模 变动情况及原因

电压等级升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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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

站站址位移超过 500m
**** **** ****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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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无变动生态敏感区

**** **** ****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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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 **** ****

由上表可知，对照环保部办公厅 2016年 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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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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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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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环境影响预测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

1、大气污染影响分析

在施工中，由于土地裸露产生的局部、少量二次扬尘，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暂时

影响。另外，变电站在施工中，由于汽车运输使用临时施工道路，将使施工场地附近

二次扬尘增加，但由于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施工点施工强度不大，基础开挖量小，而

且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因此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很小。在变

电站施工时，对水泥装卸作业时要文明作业，以防止水泥粉尘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对

土、石料、水泥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

2、水环境污染影响分析

本期工程施工期生活污水利用站内原有的污水处理设施。施工期采用商品混凝

土，不产生生产废水。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同类型工程调研，本工程为主变扩建工程，仅需在预留场地上完成主变的安

装，施工简单，时间较短，对周围声环境影响很小。施工期间必须按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进行施工时间、施工噪声的控制。

施工单位应落实以下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时，尽量选用优质低噪设备。

（2）严格控制主要噪声源夜间施工和夜间运输。

（3）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

作状态。

本工程中新桥 110kV变电站周围 200m范围内没有民房，因此变电站施工噪声对

周围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变电站施工期间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本工程施工

期很短，生活垃圾利用站内的垃圾箱收集，定期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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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本次扩建的变电站施工时，施工开挖的土方可以用作变电站场地平整，不存在

土方废弃的问题。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主变扩建在站内预留场地上建设，不需要新征土地，对土地功能没有影响。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内的主变压器及各种高压电气设备会对周围电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包

括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但由于变电站内电气设备较多，布置复杂，其产生的工频电

场和工频磁场难以用模式进行理论计算，因此采用类比测量的方法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

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 GIS 布置，现有主变 2×50MVA，本期扩建一台

50MVA主变，类比对象选择了吴忠市的 110kV西郊变电站，主变容量为（31.5+40+50）

MVA，与本期扩建后的吴忠新桥 110kV 变电站规模相近。变电站产生的电磁环境与

电压等级、进出线方式及回路数关系较大，而本期工程与类比变电站电压等级相同，

本次工程扩建后 110kV 出线 2回，而类比 110kV 新桥变进出线 2 回，架空出线规模

一致。因此，类比变电站的选择是合理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吴忠西郊 110kV变电站 3号主变扩建工程变电站四周及环境保护目标各监测点工

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8.7×10-3~1.7×10-1）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57~

0.401）μT，分别符合 4000V/m和 100μT的评价标准要求。吴忠西郊 110kV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监测断面 5～50m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2.3×10-3～1.7×10-1）

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54～0.401）μT，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都小于 4000V/m、100μT评价标准的要求。

2、声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选用低噪声变压器，本体噪声不大于 68dB(A)，经过距离衰减，本期扩建

主变运行预测产生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贡献值为 18.5dB(A)~32.2dB(A)，昼、夜间均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叠加现有主

变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值后周围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预测值昼间为 46.3dB(A)~48.5dB(A)、

夜间为 42.1dB(A)~43.3dB(A)，昼、夜间的环境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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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为 SS、COD。110kV变电站为无人值班变电站，变

电站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掏，不外排。本期扩建

工程不新增人员编制，生活污水量不增加，对周围地表水环境没有影响。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运行期间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在变电站内设置垃圾箱，由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本期扩建工程不新增人员编制，生活垃圾量不增加。因此，110kV变电站在

设计时，变电站内设置了事故油池，当变压器发生事故时，变压器油将直接进入事故

油池内，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回收利用，不外排。废蓄电池由专业厂家统一回收。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吴环审[2021]16号

一、项目位于****。项目总投资****万元，其中环保投资共****万元，占总投资

的****。

二、《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

称《报告表》）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

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废水、固体废物等

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

废水、噪声污染。

（二）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使变电站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确保变电站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达到《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标准限值要

求。

（三）项目运营期需要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

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做好其他环境管理工作。

四、本批复仅限于《报告表》确定的建设内容，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或污染

防治、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更时，建设单位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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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项目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未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

局重新审核。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按规定进行环保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

可正式投运。

六、本项目的日常现场环境监督检查工作由吴忠市生态环境局青铜峡分局负责，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负责项目“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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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附照片）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前

期

生态

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在新桥110kV变电站围墙内对预留1

号主变压器位置进行主变扩建，不

新增占地，对变电站周围生态环境

不产生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在新桥 110kV变电站围墙内对预留 1

号主变压器位置进行主变扩建，不新

增占地，没有临时占地，对变电站周

围生态环境无影响。

污染

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

变电站内电气设备在设计中应按有

关规程选用低电磁场强度的设备、

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层接地等，

有效的降低电磁的影响。

（2）噪声

变电站设计中优先选用低噪声设

备，合理布置电气设备，减小设备

噪声。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电磁环境

变电站内电气设备选用了低电磁场

强度的设备、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

层接地等，有效的降低了电磁的影

响。

（2）噪声

变电站选用了油浸式自冷变压器，合

理布置了电气设备，设置的减震阻尼

垫，减小了设备噪声。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在站内原有场地进行施工，

不新征土地，临时占地为主要为施

工营地、材料堆放场，占地面积较

小，施工结束后及时清除场地垃圾，

进行植被恢复，对变电站周边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经调查，本项目在站内原有场地进行

施工，不新征土地，施工营地租用了

当地民房，材料堆放场等设置在了租

用民房院内。施工结束后，对变电站

内扰动地表进行了硬化，主变扩建施

工对变电站周围生态环境无影响。

污染

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1）固体废物

①由于施工区域比较集中，施工人员

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集中收

集，定期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

圾处理场处置。

②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可分类

收集后，暂存于施工场地，定期清运。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固体废物

①施工区域比较集中，施工人员产生的

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集中收集，定期运

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处理场处

置。

②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收

集后，交由建管单位回收，不能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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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噪声

①严格控制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严禁夜间产噪作业。

②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养护，避

免设备因部件松动或消声器损坏而

增大其工作时声级。

③合理布置施工场地，采取隔声措

施，保证场界噪声值达到《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

（3）施工扬尘

①合理组织施工，尽量避免扬尘二

次污染。

②施工临时堆土应集中、合理堆放，

采用防尘网苫盖，遇天气干燥时应

予以洒水。

③进出场地的车辆应限制车速。

（4）施工废水

①施工期采用商品混凝土，不产生

生产废水。

②施工期生活污水利用站内原有的

污水处理设施。

用的集中收集后定期运至当地管理部

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场进行了处置。

（2）施工噪声

①严格控制和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

没有夜间产噪作业的现象。

②加强了施工机械的维修、养护，避

免了设备因部件松动或消声器损坏

而增大其工作时声级。

③合理布置了施工场地，由于变电站

围墙的隔声效果，保证了场界噪声值

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的要求。

（3）施工扬尘

①未在大风天施工，避免了扬尘二次

污染。

②施工临时堆土集中堆放，采用了防

尘网苫盖，并定期洒水。变电站的围

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尘效果。

③对进出场地的车辆进行了车速限

制。

（4）施工废水

①施工采用了商用混凝土，不产生施

工废水。

②施工营地租用了当地民房，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已有生

活污水处理措施和变电站化粪池。

生态

影响

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临

时占地及时恢复原有土地功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主变扩建施工场地

已硬化且铺盖方砖，已建事故油池上方

已铺盖方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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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保

护

设

施

调

试

期

污染

影响

环境保护设施：

（1）“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

（2）固体废物收贮设施

本项目扩建一座事故油坑，事故油

排至已建事故油池储存。

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

加强变电站路日常管理和维护，使

变电站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确保

变电站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

强度达到《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的标准限值要

求。

（2）噪声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确保变电站厂

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

（3）废水

变电站为无人值班变电站，变电站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掏，不外排。

本期扩建工程不新增人员编制，生

活污水量不增加，对周围地表水环

境没有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新增运行维护人员，不增

加生活垃圾量。主变压器发生事故

或重大故障时，产生的废油排至站

内已建事故油池储存，废变压器油

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三同时”制度

本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

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2）固体废物收贮设施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 1号主变新建事

故油坑，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或重大故

障时，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至站

内已建事故油池，事故油坑采用了钢

筋混凝土结构，并采取了防渗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电磁环境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四周的各

监测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1.3257~

85.962V/m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132~0.1276μT之间，且监测值随着

围墙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以上监测结

果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2）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围墙外

1m处监测的噪声昼间在 41.0~45.6

dB(A)之间，夜间在 39.4~41.2dB(A)

之间，监测结果均低于《工业企业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3）废水

变电站为无人值守，仅有门卫值班，生

活污水依托原有工程防渗旱厕和化粪

池处理并定期清掏，对水环境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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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变电

站内免维护蓄电池寿命约 8～12

年，报废的免维护蓄电池，属于危

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

置。危险废物的暂存和转移应严格

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

改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

法》中的有关规定。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新增运行维护人员，不增加

生活垃圾量。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或重

大故障时，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

至站内已建事故油池，废变压器油交

给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变电站内

免维护蓄电池寿命约 8～12年，报废

的免维护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交

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危险废物

的暂存和转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 2013 年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转

移管理办法》（部令第 23 号）中的

有关规定。

图 1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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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附监测点位图）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1）工频电场；（2）工频磁场。

监测频次：确定的各监测点位测量一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按照《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执行。

监测方法：

（1）监测点应选择在地势平坦且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

地上。

（2）监测仪器的探头应架设在地面（或立足平面）上方 1.5m高度处，也可根据

其他需要在其他高度监测，并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3）监测工频电场和磁场时，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

监测仪器探头与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监测布点：

新桥 110kV变电站监测点选择在远离进出线（距离边导线地面投影不少于 20m）

的围墙外且距离围墙 5m处布置。断面监测路径选择在以变电站围墙西侧（监测最大

值）为起点，在垂直于围墙的方向上布置，监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围墙 50m处

为止。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监测单位：宁夏盛世蓝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2022.5.6

监测环境条件：

昼间天气晴，温度 25.4~28.2℃，湿度 33.1~35.6%，风速静风，大气压 878.6~

880.5hPa；夜间天气晴，温度 12.3~15.7℃，湿度 35.6-37.4%，风速静风，大气压

882.3~885.3hPa。

监测仪器及工况

仪器名称：电磁场探头和读出装置；

型号规格：SEM-600/L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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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编号：P-0082/M-0082；

检定单位：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监测工况：验收监测期间主体项目运行稳定、应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实际

监测工况如下：

表 6 本项目监测期间实际运行工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运行电压

（kV）
运行电流

（A）
有功功率

（MW）

无功功率

（MW）

新桥变 1号主变 **** **** **** ****

新桥变 2号主变 **** **** **** ****

新桥变 3号主变 **** **** **** ****

监测结果分析

表 7 新桥 110kV变电站厂界电磁环境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 变电站东侧围墙 5m 1.5 18.942 0.0564

2 变电站南侧围墙 5m 1.5 14.245 0.0489

3 变电站西侧围墙 5m 1.5 85.962 0.1276

4 变电站北侧围墙 5m 1.5 12.347 0.0415

表 8 新桥 110kV变电站西侧衰减断面电磁环境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 变电站西侧围墙 5m 1.5 85.962 0.1276

2 变电站西侧围墙 10m 1.5 62.754 0.0934

3 变电站西侧围墙 15m 1.5 39.563 0.0758

4 变电站西侧围墙 20m 1.5 23.638 0.0612

5 变电站西侧围墙 25m 1.5 15.367 0.0524

6 变电站西侧围墙 30m 1.5 9.6742 0.0416

7 变电站西侧围墙 35m 1.5 7.5483 0.0327

8 变电站西侧围墙 40m 1.5 5.2876 0.0239

9 变电站西侧围墙 45m 1.5 3.1862 0.0165

10 变电站西侧围墙 50m 1.5 1.3257 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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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表 8可知：本项目新桥 110kV变电站围墙外 5m处监测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12.347~85.962V/m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415~0.1276μT之间；监测断面上的工

频电场强度在 1.3257~85.962V/m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132~0.1276μT之间，且

监测值随着围墙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以上监测结果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噪声

监测频次：昼间、夜间各监测一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方法：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执行。

监测布点：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执行。

新桥 110kV变电站监测点选择在变电站站界外 1m、高度 1.5m、距任一反射面距

离不小于 1m的位置。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监测单位：宁夏盛世蓝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2022.5.6

监测环境条件：

昼间天气晴，温度 25.4~28.2℃，湿度 33.1~35.6%，风速静风，大气压 878.6~

880.5hPa；夜间天气晴，温度 12.3~15.7℃，湿度 35.6-37.4%，风速静风，大气压 882.

3~885.3hPa。

监测仪器及工况

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多功能声级计/声校准器

型号规格：AWA5668/AWA6221A

出厂编号：10329747/1007026

检定单位：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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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主体项目运行稳定、应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实际监测工

况见表 6。

监测结果分析

表 9 新桥 110kV变电站厂界声环境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高度

（m）

昼间

dB（A）
夜间

dB（A）

1 变电站东侧围墙 1m 1.5 43.2 40.3

2 变电站南侧围墙 1m 1.5 45.6 41.2

3 变电站西侧围墙 1m 1.5 43.8 40.6

4 变电站北侧围墙 1m 1.5 41.0 39.4

由表 9可知：新桥 110kV变电站围墙外 1m处监测的噪声昼间在 41.0~45.6dB(A)

之间，夜间在 39.4~41.2dB(A)之间，监测结果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图 2 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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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

生态影响

（1）生态敏感目标调查：

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生态

敏感区及水环境敏感区。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经调查，本项目在站内原有场地进行施工，不新征土地，施工营地租用当地民房、

材料堆放场设置在租用民房院内。施工结束后对变电站内扰动地表进行了硬化和方砖

铺设，主变扩建施工对变电站周围生态环境无影响。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项目在施工期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项目施工对生态

环境影响已基本消除。

污染影响

（1）声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经调查，严格控制和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没有夜间产噪作业的现象。加强了施

工机械的维修、养护，避免了设备因部件松动或消声器损坏而增大其工作时声级。合

理布置了施工场地，由于变电站围墙的隔声效果，保证了场界噪声值达到《建筑施工

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

（2）水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经调查，施工采用了商用混凝土，不产生施工废水。施工营地租用了当地民房，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已有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和变电站化粪池。

（3）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经调查，未在大风天施工，避免了扬尘二次污染。施工临时堆土集中堆放，采用

了防尘网苫盖，并定期洒水。变电站的围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尘效果。对进出场地的

车辆进行了车速限制。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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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施工区域比较集中，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集中收集，定期运

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处理场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建

管单位回收，不能回收利用的集中收集后定期运至当地管理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场进行了

处置。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主变扩建施工场地已硬化且铺盖方砖，已建事故油池上方铺

盖方砖。

（2）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项目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恢复措施，项目在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较小。

污染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四周的各监测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1.3257~85.962V/m之

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132~0.1276μT之间，且监测值随着围墙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以

上监测结果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工频电场 4000V/m、工

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2）声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围墙外 1m处监测的噪声昼间在 41.0~45.6dB(A)之间，夜

间在 39.4~41.2dB(A)之间，监测结果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3）水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为无人值守，仅有门卫值班，生活污水依托原有工程防渗旱厕和

化粪池处理并定期清掏，对水环境无影响。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果：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 1号主变新建事故油坑，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或重大故障时，

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至站内已建事故油池，事故油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并

采取了防渗措施。本项目不新增运行维护人员，不增加生活垃圾量。主变压器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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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重大故障时，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至站内已建事故油池，废变压器油交给有

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变电站内免维护蓄电池寿命约 8～12年，报废的免维护蓄电池，

属于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危险废物的暂存和转移严格执行《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转移管

理办法》（部令第 23号）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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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施工期：

（1）建设方在施工期间设有专人负责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

的管理工作，并对施工单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进行环境管理、检查和监督。

（2）施工期，建设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委托宁夏重信建设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施工期间的工程监理工作，对改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全

方位的监理。工程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负责监督施工单位落实环境保护措施，使项

目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3）施工单位在开工前组织全体施工人员认真学习《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

站 1号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

规，加强施工人员环保教育和培训，增强环保观念，提高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的意识。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项目竣工投运后，根据项目建设地区的环境特点，其运行主管部门设立了相应环

境主管部门，配备相应环保管理人员。在运行期间实施以下环境管理的内容：

环境管理的职能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环保方针、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制定

和实施各项环境管理计划。

（2）制定和实施各项环境管理计划。

（3）建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环境现状数据档案，并接受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监督检查。

（4）定期巡查变电站环境变化情况，如项目周边出现新建的居民敏感点要做好

统计工作。

（5）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理项目附近群众对项目投运后所产生的电磁影响、

噪声等投诉。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和环境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

供电公司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对监测资料进行存档。具体监测计划如下：

工频电磁场：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对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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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常运行后，每四年对项目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在项目环境及生产设

备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对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在项目引发纠纷、投诉时应对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

噪声：项目在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对噪声环境进行监测，在发生纠纷、投

诉时对噪声及时进行监测。

变压器在大修前后，对变电站厂界进行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监测。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项目建设前期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审批手续，项目审批手续完备，项目选址

文件、可行性研究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设计文件及其批复和达标投产总结等资

料均已成册归档。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1）施工期环境管理

制订项目施工组织方案时，明确施工期施工方的责任并落实环保措施。在同施工

单位签定项目施工承包合同时，附加有环境保护条款并成为文明施工的考核内容之

一。监理单位负责对施工过程中环保管理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建设单位定期或不定

期对施工单位环保管理情况进行督查。由于管理到位，施工期间未发生由于环保问题

的群众投诉。

（2）运行期环境管理

运行期环境管理具体由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负责，管理工作主要

有定期对变电站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变电站正常运行，并建立了有效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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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为改扩建项目，位于****。建

设内容：****。

2、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要求的落实情况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和环境保护设施

调试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中

要求的污染控制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均已得到落实。

3、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建立了有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四周的各监测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1.3257~85.962V/m之

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132~0.1276μT之间，且监测值随着围墙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以

上监测结果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工频电场 4000V/m、工

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5、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变电站围墙外 1m处监测的噪声昼间在 41.0~45.6dB(A)之间，夜

间在 39.4~41.2dB(A)之间，监测结果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6、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为无人值守，仅有门卫值班，生活污水依托原有工程防渗旱厕和

化粪池处理并定期清掏，对水环境无影响。

7、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 1号主变新建事故油坑，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或重大故障时，

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至站内已建事故油池，事故油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并

采取了防渗措施。本项目不新增运行维护人员，不增加生活垃圾量。主变压器发生事

故或重大故障时，产生的废油经事故油坑排至站内已建事故油池，废变压器油交给有

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变电站内免维护蓄电池寿命约 8～12年，报废的免维护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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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危险废物的暂存和转移严格执行《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转移管

理办法》（部令第 23号）中的有关规定。

8、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经现场调查，变电站主变扩建施工场地已硬化且铺盖方砖，已建事故油池上方铺

盖方砖。

9、调查总结论

宁夏吴忠新桥 110kV变电站 1号主变扩建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和环境保护设施

调试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中

要求的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已得到落实。建设

前期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技术资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项目运行主

管单位设有环境管理部门，配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并具体实施相应环境管理工作。项

目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监测值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

的要求。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建议运营单位进一步加强项目环境管理，做好公众科普宣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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