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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万卫 联系人 罗有国 

通讯地址 赣州市章贡区赞贤路 1 号 
联系电话 18107071007 传真 - 邮政编码 341000 
建设地点 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 

立项审批部门 
江西省发改委 
江西省能源局 

批注文号 赣发改能源[2017]517
号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电力供应 

D44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变电围墙内站占地：10148 

塔基占地 18488.40 
绿化面积 
（平方米） 

 

总投资 
（万元） 

25942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165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0.64% 

评价经费 
（万元） 

 预期投产

日期 2018 年 

工程内容及规模： 

1、工程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 

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2〕21 号），中央苏区经济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意志，于都县、瑞金市、兴国县、

宁都县等属于原中央苏区振兴范围，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最好机遇，势必拉动用电需

求快速增长。2015 年于都县统调最大负荷为 175.7MW，目前由于都县 220kV 渡口变

（150+120MVA）通过 110kV 供电。根据负荷预测结果，预计 2018 年、2020 年于都

县最高负荷将分别达到 237MW、289MW。现有通过于都县 220kV 渡口变供电模式

难以满足负荷增长需求。 

根据规划，计划于 2019 年投运的昌赣铁路中的 220kV 均村牵引站双回接入埠头

变，现有的电网将难以满足电铁牵引站的供电需求，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

电工程的建设能够增强埠头变供电可靠性，满足均村电铁牵引站供电需求。 

综上所述，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的建设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2、工程进展情况及环评过程 

2016 年 8 月，江西南昌供电设计院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1 



220kV 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本工程应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我中心”）受国

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委托（见附件 1），承担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我中心依据该可研报告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8 日对拟建站址、线路路

径沿线进行了实地踏勘、调查，收集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有关资料，并进行了

工程所在区域电磁环境及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在现场踏勘、调查和现状监测的基

础上，结合本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技术规范、技术导则要求，进行了

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制定了环境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本环境影响报

告表，报请审批。 

3、编制依据 

3.1 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条例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起施行）； 

10）《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1999 年 3 月 18 日起施行）； 

11）《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98 年 1 月 7 日起施行）； 

12）《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97 年 3 月 25 日起施行）；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4）《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 年 3 月 18 日起施行，国家环境保护局）； 

15）《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赣环评字[2014]145 号）； 

16）《委托书》（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 

17）《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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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计院）； 

18）《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确认表》（赣

州市环境保护局）。 

3.2 相关的标准和技术导则； 

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3）《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4）《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9）《架空送电线路可听噪声测量方法》DL501-1992； 

10）《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4、工程概况 

项目建设规模见表 1-1。 
表 1-1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建设规模一览表 

规模 
项目 本期规模 

变电站 新建葛坳 220kV 变电站，站址围墙内占地面积 10148m2，主变容量 2×180MVA，

设备户外布置；新建 220kV 间隔 3 个，110kV 间隔 5 个。 

220kV 线路 

①新建 1 回 220kV 线路至 220kV 埠头变电站，新建单回架空线路长约 50.7km。 
②渡口—横田 π 入葛坳 220kV 线路，最终形成渡口至葛坳 220kV 线路及横田

至葛坳 220kV 线路；线路按两个单回路架空设计，总长为 2.12km（至横田方

向 0.87km、至渡口方向 1.25km）。 

110kV 线 

①葛坳 220kV 变至赤水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新建线路全长约 29.93km，

其中双回路单边挂线部分约 11.76km，单回路部分约 18.17km。②葛坳 220kV
变至古龙岗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新建线路全长约 30.13km，其中双回路

单边挂线部分约 11.76km，单回路部分约 18.37km。③葛坳 220kV 变至大林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新建单回线路全长约 17.1km。④葛坳 220kV 变至

银坑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新建线路 2 回，全长 2×17.2km。⑤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 入车溪变，最终形成渡口至车溪 110kV 线路及银坑至车溪 110kV
线路，新建两个单回线路全长 1.8km。 

辅助工程 
埠头 220kV 变电站扩建 1 个 220kV 间隔，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赤水 110kV
变变电站、大林 110kV 变电站各扩建 1 个 110kV 间隔，银坑 110kV 变电站及

车溪 110kV 变电站各扩建 2 个 110kV 间隔。 

配套工程 

光纤通信部分：①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 OPGW，约 2×50.7km；②渡口—横

田π入葛坳 220kV 线路 OPGW，总长为 2.12km；③葛坳变至大林变新建线路

同期架设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长度约 17.1km；④沿葛坳变至银坑变新建线

路同期架设 2 根 24 芯 OPGW 光缆，长度约 2×17.2km；⑤沿葛坳变至古龙岗

3 



变新建线路同期架设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长度约 30.13km；⑥沿葛坳变至

赤水变新建线路同期架设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长度约 29.93km；⑦沿车溪

变至渡银线破口点新建线路同期架设 1 根 OPGW 光缆，长度约 1.8km。 
无功补偿容

量 
8×8Mvar+3×10Mvar 

本期工程建设内容为：①新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主变容量为 2×180MVA；

②于都葛坳 220kV变电站配套 220kV 线路出线 3 回，为新建 1 回 220kV 线路至 220kV

埠头变电站及渡口—横田 π 入葛坳 220kV 线路；③于都葛坳 220kV变电站配套 110kV

线路出线 5 回，为葛坳 220kV 变至赤水 110kV 变 110kV 线路单回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古龙岗 110kV 变 110kV 单回线路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大林 110kV 变 110kV

单回线路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银坑 110kV 变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④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 入车溪变；⑤配套间隔扩建工程。 

4.1 新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 

（1）站址概况 

葛坳 220kV变电站拟建站址位于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距离于都县城约 58公里，

距葛坳乡街区约 1.9 公里（项目位置详见附图 1）。通过现场踏勘，拟建站址场地及

周围目前均为松林地，最近居民点为站址西北侧 180m 处王坑组。拟建站址情况见图

1-1 及图 1-2。 

 
图 1-1 拟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站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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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拟建站址周边情况示意图 

（2）站区及电气总平面布置 

根据站址的位置情况以及本站的最终建设规模，总平面布置采用国家电网公司

变电站通用设计(2011 年版)220-A1-1 方案。站区大门设于变电站西南侧，总平面以

主变运输道路为主轴，三台主变布置在站区中心地带；主控制楼布置在站区西南侧，

靠近站区主入口；10kV 配电装置室布置在站区的中南部，电容器场地布置在站区中

部偏东南。220kV 屋外配电装置布置在站区西北侧，110kV 屋外配电装置布置于站

区东南侧。 

本工程为 220kV 户外变电站，总占地面积为 22626m2。站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变电站围墙内占地面积 10148m2（变电站围墙轴线长 118m，宽 86m）、总建筑面积

653m2、站内道路面积 1370m2、站内电缆沟长度 583m。变电站工程挖方量为 61407m3，

填方量为 5146m3，剩余土方用于进站道路修建，变电站总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1-3。 

 
图 1-3  站址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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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电站主要电气设备 

本工程主要电气设备选择结果如下表 1-2。 

表 1-2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主要电气设备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说          明 

1 主变压器 
三相三线圈有载调压自冷式降压变压器，型号为 SSZ11，容量为

180MVA。 

2 
主变中性点 220kV、

110kV 隔离开关 
GW13-110G/630 型和 GW13-60G/630 型隔离开关，配 CJ 电动机构。 

3 220kV 组合电器 GIS SF6 全封闭组合电器；252kV，3150A，50kA。 
4 110kV 组合电器 GIS SF6 全封闭组合电器；126kV，2000A，40kA。 
5 220kV 避雷器 Y10W-204/532 型氧化锌避雷器。 
6 110kV 避雷器 Y10W-102/266 型氧化锌避雷器。 

（4）配套工程 

①给排水系统  

给水：生活用水及消防用水来自于地下水，水质质量良好，能够满足变电站内

用水要求。 

排水：本变电站站区排水为地面雨水。工程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场地雨

水经雨水口汇集后经排水暗管排至站外排水沟；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进行处理后定

期清掏。 
②事故油池 

变电站内变压器为了绝缘和冷却的需要，其外壳内充装有变压器油，180MVA

主变储油重量为 46.6t，变压器油密度为 895kg/m3，有效体积约为 52m3，在发生事故

或者检修时有可能引起变压器油泄漏。因此变电站设有一座埋地式事故油池，容积

为 60m3，并配套建设事故油收集系统，可以满足当设置有油水分离措施的总事故贮

油池时，其容量宜按最大一个油箱容量的 60%标准的要求。 
4.2、输电线路工程 

根据项目可研方案，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涉及线路工程为：①葛坳—埠

头 220kV 线路工程，本线路跨越行政区域有于都县及兴国县。②渡口—横田 π 入葛

坳 220kV 线路工程，本线路位于于都县境内。③葛坳 220kV 变至古龙岗变 110kV 线

路工程，本线路跨越行政区域有于都县、兴国县及宁都县。④葛坳 220kV 变至赤水

变 110kV 线路工程，本线路跨越行政区域有于都县、兴国县及宁都县。⑤葛坳 220kV

变至大林变 110kV线路工程，本线路跨越行政区域有于都县、及瑞金市。⑥葛坳 220kV

变至银坑变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本线路位于于都县境内。⑦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 入车溪变线路工程，本线路位于于都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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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电线路工程路径 

①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线路由葛坳 220kV 变电站西北侧出线，左转至王坑西侧，左转至枫树下右转向

西走线，经乌坑、田背、水牯嵊、金山下，在剃刀迳北侧跨越 G319 国道。 

线路经沙背脑、新屋下、竹篙围、谢田至同兴砖厂北侧，避开房屋继续向西走

线；由同兴砖厂至瑶前排段线路所经区域为 15mm 中冰区。线路至河背左转向西南

走线，经新玗、麻土、岭子头、八工、曾木山至桥下北侧右转向西走线。 

线路经新屋下、溪背、排脑、泉水湖、竹园寨，避开房屋密集区至石壁坑右转

向西北走线，经画眉嵊、放牛场、上尾洞、罗屋排、公王前、深窝里、源西垇、棚

子下、西岭，至调居湖左转向西走线，其中由石壁坑至源西垇段线路所经区域为 15mm

中冰区。 

线路经白竹坪、蔡屋、江屋、暗山背、旱坑子、案胜、燕子崠、马屋、设公下，

至谢屋北侧右转向北走线，途经新屋下、下埠头至终端塔，最终进 220kV 埠头变。

避开沿途房屋及兴国线规划区域，线路为单回路架设，总长约 50.7km。 

②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线路由葛坳 220kV 变电站西北侧出线，出线后朝东走线，线路全长 2.12km，线

路按两条单回路架设，分别接至破口点的两基单回路终端塔上。破口点位置拟定于

渡横线#132 与#134 之间。 

 
图 1-4  渡口-横田 π入 220kV 葛坳变破口点现状图 

③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线路由葛坳变出线至牛牯岽北侧 11.76km 线路采用双回塔单挂线（预留一回至

古龙岗变）设计，其余 18.17km 采用单回路设计，线路全长 29.93km。线路由葛坳变

破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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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线后左转向北走线，避开葛坳乡规划及房屋密集区，在高陂迳、东陂坑、罗坑里、

贯里、迳里、旱排、仙人掌、上陈田、老虎坑等地东侧的丘陵区域走线，在庙背的

西侧跨越规划兴泉铁路及 319 国道。 

线路继续向北走线，经长家山、牛牯岽、乌仙坑、乌岭水库西侧、王家排至背

山，穿越了宁都县石仙庙多金属矿预查、宁都县园火栋金多金属矿普查探矿区域。 

线路由背山右拐向东北走线，经大水坑、罗带、樟木坑、王都坑、火烧窝，在

莲湖东侧跨越 G72 泉南高速公路至茶山迳左转向北走线，在社湾底跨越 110kV 古梅

宁线后在狐狸眼前右转向东北走线，经岭子下大头坑进入 110kV 赤水变。 
④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线路由葛坳变出线至牛牯岽北侧 11.76km 线路采用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建设的

双回塔单挂线设计，不再重新建设铁塔；单回路建设 18.37km，线路全长 30.13km。 

线路由牛牯岽北侧开始采用单回路架设，至牛牯岽左转向西北走线，经坑尾、

庵脑、廖屋、早禾排、小岭背、本立山、高崠背至中西坑东北侧左转向西北走线，

经杨背坑、社坑至罗陂坑西侧跨越 110kV 埠古线后右转经坪岭下，至上龙围北侧再

右转往西北方向，途经江屋塅、下笕、高溪至终端塔，最终接入 110kV 古龙岗变。 

⑤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线路由葛坳 220kV 变 110kV 出线构架出线至终端塔后，沿着东南方向至鞍山，

再左转往东南至马坪脑西侧，再右转往东南方向后左转跨越在建的宁都至定南高速

公路，沿着该方向前进至石炤，右转跨越青塘河至何屋，再右转往东南至下村，左

转往东南至江子口，再右转跨梅江至留金坝，再左转往东南至仓下，再略微左转往

东南方向一段路径后，最终通过终端塔进 110kV 大林变。线路全长约 17.1km。 

⑥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线路由 220kV 葛坳变 110kV 出线构架出线至终端塔后，左转至王坑南，再左转

往东南方向至下头坝，再左转往南，途经赤古坳、新屋、窑背至安丁下，再右转往

西南方向，途经新屋下、刘屋排、围子岗、枫树下、田排子至大湾背东侧，再左转

绕过村庄后往西，途经盆形、大山、猪牯坳至一基分支塔。线路通过该分支塔分解

为两条单回路，其中一条回路与渡口-银坑线共一基双回路分支塔与一基双回路终端

塔后进入 110kV 银坑变，而另一条回路则通过一基单回路转角塔与一基双回路终端

塔进入银坑变。线路总长约 17.2km，其中双回路部分约 16.0km，单回路部分约 1.2km。 

⑦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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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为 110kV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线路大致走向为自东向西，由 110kV 车溪

变出线沿原 T 接线路钻越 220kV 渡横线后至 110kV 渡车银线 62#破口点。线路全长

1.8km。 

 
图 1-5  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入车溪变线路钻越点 

本输变电工程选址选线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区、饮用

水源保护区等区域，周围未发现古树名木和文物保护点等其他环境敏感目标。 

（2）线路交叉跨越情况 
表 1-3   线路交叉跨越情况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4 次 110kV 线路 3 次 
高速公路 2 次 35kV 线路 10 次 
铁路 1 次 10kV 线路及以下 40 次 

一般公路 46 次 通信线 40 次 
河流 10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15%、山地 55%、丘陵 30%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10kV 及以下电力

线路 2 次 通信线 1 次 

占地类型 丘陵 100%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2 次 110kV 线路 1 次 
高速路 1 次 35kV 线路 4 次 
铁路 1 次 10kV 线路 12 次 
河流 4 次 低压线及通信线 25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13.7%、山地 28.9%、丘陵 57.4%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1 次 110kV 线路 1 次 
高速路 1 次 35kV 线路 4 次 
铁路 1 次 10kV 线路 12 次 
河流 3 次 低压线及通信线 24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13%、山地 39.4%、丘陵 47.6%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钻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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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0 次 10kV 线路 10 次 
河流 2 次 低压线及通信线 20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35%、丘陵 65%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2 次 35kV 线路 3 次 
河流 2 次 10kV 线路及弱电线 30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30.2%、丘陵 69.8% 
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交叉 
跨越 

国道或省道 0 次 钻越 220kV 线路 1 次 
铁路 0 次 35kV 线路 0 次 

占地类型 平地 39.5%，丘陵 60.5% 

（3）导线选择及机械特性参数 

架空线路：依据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①葛坳

—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导线采用 2×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两根 24

芯 OPGW-120 光缆；②渡口 -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导线选用

2×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一根 24 芯 OPGW-120 通信光缆和一根

JLB35-120 铝包钢绞线。 

本项目 110 送出工程导线均采用 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①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的地线，与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同塔双回的部分采用两根 24 芯 OPGW

光缆，而单回路的部分则一根采用 JLB35-100 铝包钢绞线，另一根采用 24 芯 OPGW

光缆；②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的地线，与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同塔双回的部分

采用两根 24 芯 OPGW 光缆，而单回路的部分则一根采用 JLB35-100 铝包钢绞线，

另一根采用 24 芯 OPGW 光缆；③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的地线一根采用 JLB35-100

铝包钢绞线，另一根采用 24 芯 OPGW 光缆；④葛坳-银坑 110kV 线路的地线双回路

部分采用两根 24 芯 OPGW 光缆，单回路部分则一根采用 JLB35-100 铝包钢绞线，

另一根采用 24 芯 OPGW 光缆；⑤渡口-银坑线 π 入 110kV 车溪变线路工程的地线一

根采用 JLB35-100 铝包钢绞线，另一根采用 24 芯 OPGW 光缆。 

导地线机械物理特性见下表 1-4： 
表 1-4   导、地线机械特性曲线一览表 

类别 导线 JL/G1A-300/40 地线 JLB35-100 地线 OPGW-24 

计算截面 
（mm2） 

铝股 300.09 52.46 - 
钢芯 38.90 48.42 - 
综合 338.99 100.88 97.59 

计算外径 mm 23.94 13.0 13.2 

（4）架空杆塔塔型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共新建 479 基铁塔，其中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共使用杆塔 158 基，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9 基，葛坳-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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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线路工程 109 基，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66 基，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工程 64 基，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64 基，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

路工程 9 基。具体杆塔型号及相关参数见表 1-5，塔型图见附图 4。 
表 1-5  具体杆塔型号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塔型 呼高（m） 转角范围（°） 塔基占地面积（m2） 数量 永久占地面积（m2）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2A1-ZMC1 27、30 0 31.85  6 191.12  

2A1-ZM2 30、33 0 41.49  7 290.43  

2A1-ZMC2 30、33 0 41.49  19 788.30  

2A1-ZMC3 33、39 0 56.00  26 1455.95  

2A1-ZMC4 39、48 0 86.35  10 863.49  

2A1-ZMCK 45、51 0 72.29  4 289.14  

2A5-JC1 27、30 0-20 54.08  20 1081.57  

2A5-JC2 27、30 20-40 54.08  16 865.26  

2A5-JC3 27、30 40-60 54.08  7 378.55  

2A5-JC4 27、30 60-90 55.39  4 221.56  

2A5-DJC 30 0-90 55.39  1 55.39  

2D1-SDJC 24 0-90 123.84  1 123.84  

2B9-ZMC2 27、33、36 0 49.89  9 449.00  

2B9-ZMC3 30、36、42 0 63.81  7 446.68  

2B9-ZMC4 36、45 0 66.15  4 264.62  

2B10-JC1 24、30 0-20 69.36  9 624.26  

2B10-JC2 24、30 20-40 72.35  5 361.73  

2B10-JC3 30 40-60 81.67  2 163.34  

2B10-JC4 30 60-90 81.67  1 81.67  
共计 158 8995.88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2D1-SDJC 27 0-90 123.84  1 123.84  

2A1-ZMC2 36 0 41.49  2 82.98  

2A5-JC3 30 40-60 55.39  1 55.39  

2A5-JC4 30 60-90 55.39  3 166.17 

2A5-DJC 30 0-90 55.39  2 110.78  
共计 9 594.54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1A3-ZM1 24 0 11.22  2 22.43  

1A3-ZM2 27、30 0 19.78  13 257.17  

1A3-ZM3 33、36 0 28.83  13 374.76  

1A3-ZMK 42 0 46.13  2 92.27  

1A3-J1 24 0-20 30.18  7 211.23  

1A3-J2 24 20-40 30.18  6 1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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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J3 24 40-60 35.98  3 107.94  

1A3-J4 24 60-90 41.15  2 82.30  

1A9-ZM1 21、24 0 16.25  2 32.50  

1A9-ZM2 27、30 0 22.81  5 114.03  

1A9-ZM3 33、36 0 32.46  3 97.37  

1A9-J1 24、30 0-20 24.27  4 97.07  

1A9-J2 24 20-40 24.27  2 48.53  

1A9-J3 24 40-60 26.04  1 26.04  

1A9-DJ 24 0-90 32.15  1 32.15  

1D3-SZ1 24 0 14.76  2 29.52  

1D3-SZ2 27、30 0 21.60  11 237.55  

1D3-SZ3 33 0 32.25  4 129.02  

1D5-SJ1 24 0-20 33.17  5 165.83  

1D5-SJ2 24 20-40 34.19  4 136.78  

1D5-SJ3 24 40-60 42.99  3 128.96  

1D5-SJ4 24 60-90 45.10  2 90.21  

1D5-SDJ 24 0-90 终端 38.47  2 76.93  

1D11-SZ2 21、30 0 24.62  3 73.85  

1D11-SZ3 27、36 0 34.19  2 68.39  

1D11-SJ1 18、24 0 32.05  3 96.16  

1D11-SJ2 24 0-20 38.36  1 38.36  

1D11-SDJ 21 0-90 47.76  1 47.76  

共计 109 3096.15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1A3-ZM1 24 0 11.22  2 22.43  

1A3-ZM2 27、30 0 19.78  15 296.73  

1A3-ZM3 33、36 0 28.83  12 345.94  

1A3-ZMK 42、45 0 46.13  4 184.53  

1A3-J1 21、24 0-20 30.18  8 241.40  

1A3-J2 21、24 20-40 30.18  7 211.23  

1A3-J3 24 40-60 35.98  3 107.94  

1A3-J4 24 60-90 41.15  3 123.44  

1A3-DJ 18 0-90 41.15  1 41.15  

1A9-ZM1 21 0 16.25  1 16.25  

1A9-ZM2 27、30 0 22.81  3 68.42  

1A9-ZM3 33 0 32.46  2 64.91  

1A9-J1 30 0-20 24.27  2 48.53  

1A9-J2 24 20-40 24.27  1 24.27  

1A9-J4 24 40-60 26.04  1 26.04  

1A9-DJ 24 0-90 32.15  1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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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66 1855.37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工程 

1A3-J1 21 0-20 30.18  10 301.75  

1A3-J2 27 20-40 30.18  8 241.40  

1A3-J3 27 40-60 35.98  2 71.96  

1A3-ZM1 27 0 11.22  3 33.65  

1A3-ZM2 27、30 0 19.78  19 375.86  

1A3-ZM3 33、36 0 28.83  16 461.25  

1A3-ZMK 39、42 0 46.13  4 184.53  

1A3-DJ 24 0-90 41.15  2 82.30  

共计 64 1752.70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1A3-J3 24  35.98  1 35.98  

1D3-SZ1 24 0 14.76  3 44.28  

1D3-SZ2 27、30 0 21.60  21 453.50  

1D3-SZ3 33、36 0 32.25  13 419.30  

1D3-SZK 39、42 0 46.66  4 186.65  

1D5-SJ1 24 0-20 33.17  8 265.33  

1D5-SJ2 24 20-40 34.19  6 205.17  

1D5-SJ3 24 40-60 42.99  3 128.96  

1D5-SJ4 24 60-90 45.10  2 90.21  

1D5-SDJ 24 0-90 终端 38.47  3 115.40  

共计 64 1944.78 
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1A3-J1 21 0-20 30.18  1 30.18  

1A3-J2 18 20-40 30.18  1 30.18  

1A3-J3 21 40-60 35.98  2 71.96  

1A3-J4 21 60-90 41.15  1 41.15  

1A3-ZM2 21 0 19.78  1 19.78  

1A3-ZM3 33 0 28.83  1 28.83  

1A3-DJ 18 0-90 41.15  2 82.30  

共计 9 304.36  

总计 479 18488.40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配套线路工程塔基永久占地面积约为

18488.40 m2，临时施工占地面积约为 6000m2，塔基挖方量约为 2395m3，产生挖方均

可进行塔基处压实回填，不产生弃方。本次新建工程线路杆塔均采取现浇板式、刚

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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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①杆塔对地距离： 

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导线与地面

的距离，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不应小于表 1-6 所列数值。  
表 1-6  导线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 

序号 线路经过地区 
110kV 线路最

小间距（m） 
220kV 线路最小

间距（m） 
计算条件 

1 居民区 7.0 7.5 导线最大弧垂 
2 非居民区 6.0 6.5 导线最大弧垂 

3 对树木自然生长高度 
垂直距离 4.5 4.5 导线最大弧垂 
净空距离 4.0 4.0 导线最大风偏 

4 步行可以到达的山坡 5.0 5.5 导线最大风偏 
5 对果树、经济林及城市街道行道树距离 3.0 3.5 导线最大弧垂 
6 铁路（至轨顶（电气轨）） 11.5 12.5 导线最大弧垂 
7 公路（至路面） 7.0 8.0 导线最大弧垂 

②杆塔距建筑物距离 

根据《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送电线路不应

跨越屋顶为燃烧材料做成的建筑物。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在最大计

算弧垂情况，不应小于表 1-7 所列数值；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净空距离，在最

大计算风偏情况下，不应小于表 1-7 所列数值；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在

无风情况下，不应小于表 1-7 所列数值。 
表 1-7  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距离 

标称电压（kV） 220kV 
最大计算弧垂情况

下最小垂直距离（m） 
6.0 

最大计算风偏情况下

最小净空距离（m） 
5.0 

无风情况下 
最小水平距离（m） 

2.5 

标称电压（kV） 110kV 
最大计算弧垂情况

下最小垂直距离（m） 
5.0 

最大计算风偏情况下 
最小净空距离（m） 

4.0 
无风情况下 

最小水平距离（m） 
2.0 

本线路工程在规划、设计时，对沿线的环境敏感目标进行了避让，依据可行性

研究报告及现场踏勘情况，本线路架设没有对居民楼进行跨越。在跨越已建送电线

路、公路、铁路、河流、通信线路时均选择合适的跨越高度和距离，能够满足相关

标准的要求。 
4.3 涉及变电站及线路概况 

①埠头 220kV 变电站 

埠头 220kV 变电站位于兴国县埠头乡，变电站于 2006 年 12 月建成投产，埠头

变现有主变 2 台，主变容量为 2×120MVA，220kV 现有出线 2 回。埠头 220kV 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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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一期工程于 2007 年 4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赣环督字[2007]95 号）

（批复见附件 4-1），变电站二期工程于 2009 年 9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

批复（赣环督字[2009]360 号）（批复见附件 4-2）。埠头 220kV 变电站一期工程于

2012 年 7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竣工环保验收批复（赣环辐函[2012]4 号）（附件

4-3），埠头 220kV 变电站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3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竣工环保

验收批复（赣环辐函[2015]7 号）（附件 4-4）。 

 

图 1-6  埠头 220kV 变电站 220kV 出线间隔处现状图 

②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 

横田 220kV 变电站环评期间命名为梅江变（调度函见附件 4-5），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为 220kV 宁都梅江输变电工程中的建设项目。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于

2009 年 9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督字[2009]361 号）（批复见附

件 4-6），该线路现运行良好。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于 2012 年 7 月取得江西省环

境保护厅竣工环保验收批复（赣环辐函〔2012〕4 号）（批复见附件 4-7）。 

③赤水 110kV 变电站 

赤水 110kV 变电站环评期间命名为青塘变（调度函见附件 4-5），赤水 110kV

变电站于 2010 年 3 月建成投产，位于赣州市宁都县青塘镇，属于户外式变电站。赤

水变目前站内主变 1 台，容量为 20MVA，110kV 现有出线 2 回。赤水 110kV 变电站

于 2009 年 9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督字[2009]361 号）（批复

见附件 4-6），该变电站现运行良好。现正委托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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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赤水 110kV 变电站现状图 

④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 

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于 2009 年 2 月建成投产，位于赣州市兴国县古龙岗镇，属

于户外变电站。主变压器现有 1 台，容量为 40MVA，现有 110kV 出线 2 回。该变电

站为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早期已建成投产输变电项目（赣州市）环境现状评估中的

工程内容，于 2016 年 12 月取得赣州市环保局关于《赣州 110 千伏寻乌等 14 项输变

电工程环境现状评估报告》的备案意见（批复见附件 4-8）。 

 

图 1-8  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现状图 

⑤大林 110kV 变电站 

大林 110kV 变电站环评期间命名为瑞林变（调度函见附件 4-5），大林 110kV

变电站于 2015 年 6 月建成投产，位于瑞金市瑞林镇，属于户外智能变电站。主变压

器现有 1 台，容量为 40MVA，现有 110kV 出线 2 回。大林 110kV 变电站于 2013 年

12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辐字[2013]294 号）（批复见附件 4-9），

该变电站现运行良好。大林变电站于 2016 年 12 月取得赣州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

验收批复（赣市环审字【2016】102 号）（批复见附件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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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大林 110kV 变电站现状图 

⑥银坑 110kV 变电站 

银坑 110kV 变电站于 2011 年 5 月投产，位于赣州市于都县银坑镇，属于户外变

电站。主变压器现有 1 台，容量为 40MVA，现有 110kV 出线 1 回。银坑 110kV 变电

站于 2010 年 4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评字[2010]131 号）（批

复见附件 4-11），该变电站现运行良好。现正委托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图 1-10  银坑 110kV 变电站现状图 

⑦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为银坑 110kV 输变电工程中的建设内容，银坑 110kV 输变

电工程于 2010 年 4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评字[2010]131 号）

（批复见附件 4-11），该线路现运行良好。现正委托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⑧车溪 110kV 变电站 

车溪 110kV 变电站于 2012 年 11 月建成投产，位于赣州市于都县车溪乡，属于

户外智能变电站。车溪变现有主变 1 台，容量为 40MVA，现有出线 1 回。车溪 110kV

变电站于 2012 年 1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赣环辐字[2012]2 号）（批

复见附件 4-12），该变电站现运行良好。车溪变电站于 2016 年 6 月取得江西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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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厅竣工环保验收批复（赣环辐函〔2016〕52 号）（批复见附件 4-13）。 

 

图 1-11  车溪 110kV 变电站现状图 

5、路径协议情况 

本工程选址选线已征得了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及相关单位的意见，详见表 1-8。 

表 1-8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协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意见 附加条件 解决方案 附件 

1 
于都县人民政府 

同意 
涉及林地征用、房

屋拆迁、青苗赔偿，

双方商定赔偿 
依法办理、协商解决 附件 5-1 

2 于都县城乡规划局 同意 / / 附件 5-2 
3 于都县人武部 同意 / / 附件 5-3 

4 于都县环保局 
原则同意 涉及敏感点尽量做

到影响最小 
设计中尽量避让

敏感目标 附件 5-4 

5 
于都县林业局 

同意 
须办理征占林地和

林木采伐手续；施

工须保护古树名木 

办理相关手续；避

让古树名木 附件 5-5 

6 于都县公安局 同意 / / 附件 5-6 

7 
于都县矿管局 

原则同意 
涉及采矿权、探矿

权项目与产权人协

商解决 
依法协商解决 附件 5-7 

8 葛坳乡人民政府 同意 / / 附件 5-8 

9 银坑镇人民政府 
原则同意 施工时须向镇政府

报告具体施工线路 
施工时上报施工

线路 附件 5-9 

10 车溪乡人民政府 
原则同意 施工时须向镇政府

报告具体施工线路 
施工时上报施工

线路 附件 5-10 

11 桥头乡人民政府 同意 / / 附件 5-11 

12 瑞金市城乡规划局 
原则同意 注意避让村庄及人

口稠密区 
已避让村庄及人

口稠密区 附件 5-12 

13 瑞金市矿管局 原则同意 / / 附件 5-13 
14 瑞金市环保局 原则同意 / / 附件 5-14 
15 瑞金市水利局 同意 / / 附件 5-15 
16 瑞金市国土局 同意 / / 附件 5-16 
17 瑞金市文广局 同意 / / 附件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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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瑞金市公安局 同意 / / 附件 5-18 
19 瑞金市交通局 同意 / / 附件 5-19 

20 瑞金市林业局 
原则同意 按规定办理占用征

收林地手续 
按规定办理占用

征收林地手续 附件 5-20 

21 
瑞金市瑞林镇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21 

22 瑞金市人民武装部 同意 / / 附件 5-22 
23 兴国县国土局 同意 确保安置补偿到位 依法补偿 附件 5-23 

24 兴国县文物局 
同意 如存在文物，请绕

道而行 
如存在文物，请绕

道而行 附件 5-24 

25 兴国县环保局 
原则同意 工程建设应符合国

家保护要求 
线路对环境敏感

点进行避让 附件 5-25 

26 兴国县水利局 
原则同意 杆塔位置不能选址

在河道等附近 
杆塔设置尽量远

离河道，符合规范 附件 5-26 

27 
兴国县潋江镇人民

政府 
原则同意 确保对群众生产生

活无影响 
线路已尽量避让

居民 附件 5-27 

28 
兴国县梅窖镇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28 

29 
兴国县埠头乡人民

政府 
原则同意 / / 附件 5-29 

30 
兴国县古龙岗镇人

民政府 
同意 / / 附件 5-30 

31 
兴国县江背镇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31 

32 
兴国县杰村乡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32 

33 宁都县国土局 同意 尽量避让现有建筑 已尽量避让建筑 附件 5-33 
34 宁都县环保局 同意 / / 附件 5-34 
35 宁都县交通局 原则同意 / / 附件 5-35 
36 宁都县人武部 同意 / / 附件 5-36 

37 
宁都县文广局 

原则同意 
如发现地下文物第

一时间报告，并保

护好现场 

发现地下文物第

一时间报告，并保

护好现场 
附件 5-37 

38 宁都县城乡规划局 同意 / / 附件 5-38 

39 
宁都县赖村镇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39 

40 
宁都县青塘镇人民

政府 
同意 / / 附件 5-40 

6、环保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 2594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165 万，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0.64%。

具体环保投资清单见表 1-9。 
表 1-9  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组成 环保措施 投资概算（万元） 

1 变电站 
施工期临时沉淀池、排水 2 
主变压器事故油收集系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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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油池 10 
主变压器基础垫衬减振材料，低噪声风机 8 

化粪池 3 
站址周边绿化及生态恢复 20 

2 线路工程 绿化及生态恢复 100 
3 环境影响评价 7 
4 竣工环保验收 7 

总计 165 

7、工程与政策相符性 

本工程属于城乡电网建设项目。根据国务院国发[2005]40 号“国务院关于发布实

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9 号《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列为“第一类  

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取得了赣州市相关部门的支

持性意见，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当地的城乡规划。本工程的建设符合《赣州供电区“十

三五”电网规划》中的目标网架的要求。 

因此，本工程的建设与国家产业政策、赣州市供电区的电网发展规划是相符的。 

8、工程建设计划 

根据电力系统要求，本工程预计将于 2018 年建成投产。 

9、现有工程“三同时”验收执行情况 

本项目涉及到的现有工程环评及环保竣工验收情况如表 1-10 所示（附件 4）。  
表 1-10    现有工程执行环评制度及验收情况表 

工程名称 工程环评情况 环保竣工验收情况 备注 

埠头 220kV
变电站 

一期工程：江西省环境保护局 
（赣环督字[2007]95 号）（附件 4-1） 

二期工程：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督字[2009]360 号）（附件 4-2） 

一期工程：江西省环境

保护厅（赣环辐函

[2012]4 号）（附件 4-3） 
二期工程：江西省环境

保护厅（赣环辐函

[2015]7 号）（附件 4-4） 

/ 

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督字[2009]361 号）（附件 4-6）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辐函〔2012〕4 号

（附件 4-3） 

横田变环评期

间命名为梅江

变（附件 4-5） 

赤水 110kV
变电站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督字[2009]361 号）（附件 4-6） 

正在履行环保竣工验

收手续 

赤水变环评期

间命名为青塘

变（附件 4-5） 
古龙岗

110kV 变电

站 

赣州市环保局关于《赣州 110 千伏寻

乌等 14项输变电工程环境现状评估报

告》的备案意见（附件 4-7） 
/ / 

大林 110kV
变电站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辐字[2013]294 号）（附件 4-8） 

赣州市环境保护局 
赣市环审字[2016]102

号（附件 4-9） 

大林变环评期

间命名为瑞林

变（附件 4-5） 
银坑 110kV
变电站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评字[2010]131 号）（附件 4-10） 

正在履行环保竣工验

收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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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评字[2010]131 号）（附件 4-10） 
正在履行环保竣工验

收手续 
/ 

车溪 110kV
变电站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辐字[2012]2 号）（附件 4-11）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赣环辐函〔2016〕52
号（附件 4-12） 

/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及评价重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分类表

中第五十、核与辐射第 181 类，本工程属于电压等级为 330kV 以下类别，应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表。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1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

环境》（HJ2.4-2009）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4-93）的要

求确定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及评价重点。 

1、评价因子 

施工期：粉尘、噪声、生态、固体废物、生活污水 

营运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生活污水、固体废物 

2、变电站及线路评价等级、范围 
表 1-11   各环境要素的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环 境

要素 判定依据 评 价

等级 评价范围 

电 磁

环境 

变电站 

葛坳 220kV 变电站为全户外布置变电站； 二 站界外 40m； 

涉及到的 220kV 变电站及 110kV 变电站

其出线间隔侧； 二 

110kV 变电站 110kV 出

线间隔界外 30m；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

线间隔界外 40m； 

220kV
输 电 线

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架空输电线路边导线

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 
二 边导线投影外两侧各

40m；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边导线

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 
三 边导线投影外两侧各

40m； 

110kV
线 路 工

程 

葛坳 -赤水 110kV 线路、葛坳 -古龙岗

110kV 线路、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渡

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边导线投

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 

三 边导线投影外两侧各

30m；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架空输电线路边导

线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 
二 边导线投影外两侧各

30m； 

生 态

环境 

①变电站占地面积为 10148m2＜2km2，输电线路总

长为 137.2km＞100km； 
②项目所在区域是一般区域； 

三 
①变电站围墙外 500m； 
②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 300m； 
声 环

境 
①建设项目所处的声功能区涉及 1 类区；②评价范

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 3dB(A)以下，且受影响
二 ①变电站围墙外 40m； 

②110kV 线路边导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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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遍变化不大； 面投影外两侧 30m； 
③220kV 线路边导线地

面投影外两侧 40m； 
地 表

水 
①本项目变电站站内无工业废水产生，生活污水水质

较为简单，设计采用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 只进行简单环境影响分析。 

注：依据 HJ19 及 HJ2.1 中“3.5.3 评价工作等级的调整”，根据输变电工程为点位间隔占

地、不造成生态阻隔的特点，本评价的生态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 
3、评价重点 

本评价以工程污染源分析和工程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生态环境现

状调查分析为基础，评价重点为施工期生态评价为重点，其中包括土地植被保护、

水土保持措施及施工管理和防范措施；运营期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影响预测，

提出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1、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和调查，站址范围无军事设施，无古文物、化石群、遗址、遗迹、

不压矿。 

本工程属新建工程，与本项目有关的污染源主要有： 

声环境：线路工程沿线附近环境状况良好，无环境污染源。 

电磁环境：依据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对建设项目电磁环境本底的

监测数据可知，项目区域电磁环境现状良好。拟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及配套线

路工程占地类型主要为丘陵及山地，通过现场踏勘，站址无其它电磁环境污染源，

电磁环境较好；新建线路走廊有交叉跨越及与现有线路同塔架设情况，现有的交叉

跨越及同塔架设的输电导线、已建 220kV 及 110kV 线路及已投运的埠头 220kV 变电

站、赤水 110kV 变电站、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大林 110kV 变电站、银坑 110kV 变

电站、车溪 110kV 变电站为本工程的电磁环境污染源，通过现场监测，电磁环境能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 50HZ 工频电磁场限值要求。 

2、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环境问题 

根据现场踏勘和调查，区域环境质量良好，生态环境也较好，未出现过环境空

气、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环境污染问题。结合现状监测结果，线路走廊附近电磁环境

和声环境现状均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要求。 

主要环境敏感点： 
（1）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进行现场踏勘，本评价工程各评价因子重点评价范

围，确定主要环境敏感点见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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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输变电工程环保目标分布情况 

序号 环保目标 所属村庄 相对位置及距离 
楼房情

况 
楼房

高度 
220kV 葛坳变电站 

/ / / / / /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1 谢小明 

于都县葛坳乡杉树下

村（蛇井） 

拟建线路南侧约 15m 处 3F 平顶 9m 
2 2F 平顶 拟建线路北侧约 15m 处 2F 平顶 6m 
3 郭志发 拟建线路北侧约 30m 处 3F 平顶 10m 
4 郭一钉 拟建线路南侧约 12m 处 1F 平顶 4m 
5 祠堂 拟建线路南侧约 6m 处 2F 平顶 6m 
6 谢普生 于都县葛坳乡田背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12m 处 1F 尖顶 4m 
7 3F 在建民房 

于都县葛坳乡老屋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12m 处 3F 平顶 10m 

8 王金发 拟建线路南侧约 15m 处 2F 平顶 6m 
9 谢社长 拟建线路北侧约 15m 处 2F 平顶 6m 
10 谢应锦 

于都县银坑镇年丰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20m 处 2F 平顶 6m 

11 3F 平顶（2 户） 拟建线路南侧约 20m 处 3F 平顶 9m 
12 赖胜莲 拟建线路南侧约 20m 处 2F 平顶 6m 
13 张声炫 

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 
拟建线路北侧约 20m 处 3F 尖顶 9m 

14 张复宝 拟建线路南侧约 25m 处 2F 平顶 6m 
15 凌玉活 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 拟建线路北侧约 35m 处 3F 平顶 9m 
16 钟观绿 

于都县马安乡下溪背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20m处 3F 平顶 9m 

17 3F 民房 拟建线路东南侧约 20m处 3F 平顶 9m 
18 1F 民房 

于都县马安乡溪背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20m 处 1F 平顶 3m 

19 马安敬老院 拟建线路北侧约 30m 处 3F 平顶 9m 
20 唐婆婆家 兴国县埠头乡案胜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15m 处 1F 平顶 3m 
21 肖兴发 

兴国县埠头乡山田村 
拟建线路西南侧约 15m处 3F 平顶 9m 

22 肖仁祯 拟建线路东北侧约 15m处 2F 尖顶 6m 
23 胡朝阳 兴国县埠头乡枫林头 拟建线路东北侧约 20m处 3F 平顶 9m 
24 5F 在建楼房 兴国县埠头乡新屋下 拟建线路北侧约 15m 处 5F 平顶 16m 
25 刘长发 

兴国县埠头乡东坑2组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2F 平顶 6m 

26 刘衍华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32m处 3F 平顶 9m 
27 王晴英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3F 平顶 9m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 / / / / /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28 肖小兵：已搬离 宁都县赖村镇新民村 拟建线路东侧约 15m 处 2F 平顶 6m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29 肖小兵：已搬离 宁都县赖村镇新民村 拟建线路东侧约 20m 处 2F 平顶 6m 

30 2.5F 居民楼 兴国县古龙岗径背村 拟建线路西南侧约 24m处 
2.5F 平

顶 
9m 

31 曾阿姨 兴国县古龙岗源头村 拟建线路南侧约 12m 处 3F 平顶 9m 
32 刘冬英 兴国县古龙岗江湖村

松山组 
拟建线路南侧约 28m 处 3F 平顶 9m 

33 周先生 拟建线路南侧约 15m 处 3F 平顶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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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黄晨 兴国县古龙岗营前村 拟建线路东侧约 25m 处 4F 平顶 13m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35 李宗汇 
瑞金市瑞林镇建设村

老屋组 
拟建线路西南侧约 12m处 2F 尖顶 6m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36 大田村委会 

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 

拟建线路西侧约 5m 处 
（距厨房） 

3F 平顶 9m 

37 3F 在建楼房 拟建线路西侧约 12m 处 3F 平顶 9m 
38 廖兰香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2F 平顶 6m 
39 冯德旗 拟建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2F 平顶 6m 
40 1F 居民楼 于都县银坑镇冷水村 拟建线路北侧约 10m 处 1F 平顶 3m 

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 / / / / / 

 

  

   

  

15m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15m 

谢小明 

2F 居民楼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30m 

6m 12m 
郭志发 

郭一钉 祠堂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12m 

谢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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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 

22m 

12m 

谢社长 

王金发 在建民房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20m 

20m 20m 

20m 
25m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35m 

20m 
20m 

凌玉活 

3F 民房外出打工 钟观绿 

赖胜莲 

3F 平顶 谢应锦 

张声炫 张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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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马安敬老院 1F 民房 

30m 20m 

15m 
唐婆婆家 

15m 
15m 

肖兴发 肖仁祯 

5F 在建楼房 

胡朝阳 

15m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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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与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共塔）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2.5F 居民楼 

肖小兵 

刘衍华 刘长发 

曾阿姨 

刘冬英 

15m 

15m 
15m 

15m 

12m 

15m 

王晴英 

周先生 

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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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线路及变电站周边敏感目标位置图 

本项目输电线路不经过自然保护区，不涉及国家级、省级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工程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1F 居民楼 

黄晨 

李宗汇 

25m 

12m 

10m 

15m 

15m 

12m 

5m 

廖兰香 冯德旗 

大田村委会 3F 在建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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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集中栖息地等生态敏感区。 

新建线路工程环境保护目标是针对当前设计阶段的，其随工程设计阶段的不断

深化而有可能变化，特别是配套输电线路工程涉及到的环境保护目标。 

新建输电线路在下一设计阶段若塔基终勘定位产生路径微调时，应向离开居民

点的方向调整；如因工程原因确需向居民点方向调整，则需重新确认居民点的距离

并依据本环评的原则采取措施确保其电磁环境及噪声均满足相应评价标准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江西省环保厅全省生态空间保护红线图件，全省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56291 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3.7%。其中一级管控区面积 6126 平方千米，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 3.7%；二级管控区面积 50165 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0.0%。 

本项目输电线路不涉及生态红线一级管控区，离最近的一级管控区边界（兴国县

取水口）最近距离为 3.3km；本项目涉及二级管控区，线路位于二级管控区的长度为

89km，占总长度的 60%，具体位置见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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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横田π入葛坳 220kV 线路 

葛坳至埠头变线路 

葛坳至古龙岗变线路 

葛坳至赤水变线路 

葛坳至银坑变线路 
葛坳至大林变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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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本项目线路与生态空间保护红线管控区位置关系图 

渡口-银坑π入车溪变线路工程 

图例 
220kV 线路 

110kV 线路 

一级管控区 

二级管控区 

车溪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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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地形地貌、地质：变电站站址地形地貌为丘陵低岗地貌，原始地形标高主要在

170-187m 之间，相对高差为 17m，站址地势总体较为平缓，起伏较小，高程呈从中

心向四周降低趋势。站址地下水主要以第四系孔隙潜水及基岩裂隙水为主，埋藏较深，

水量不大。山间洼地以第四系孔隙潜水为主，埋藏较浅且水量较丰富；地下水的补给

方式为大气降水和地表水，山坡斜坡地带为径流区，排泄方式为蒸发及向低处渗透，

水位随季节有所变化。 

根据《江西省区域地质志》、江西省地质构造图（1∶100万），变电站拟选站址

大地构造均位于华南褶皱系赣中南褶皱之赣西南拗陷。站址构造全新世以来少有活

动，距上述深大断裂均大于10.0km以上，且场址内无活动断裂通过，场址稳定。 

气候、气象：项目所在地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9.7℃。一月和七月平均气温分别是8.2℃和29.7℃，极端气温

为39.9℃和－8℃，年均降水量1507毫米，4-5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47%，年日照时数

1621.9小时，年均无霜期305天。有寒潮、台风、高温干热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 

水文：变电站站址附近无大中型地表水体，站址位于梅江汾坑站水文站的上游或

者附近。根据于都县水利局提供的2015年《于都县防洪预案》和汾坑水文站百年一遇

洪水位成果，站址标高大于该处相应的百年一遇洪水位，故不受该处百年一遇洪水影

响。 

植被：项目所在地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境内植物资源丰富，主要植树类

型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针叶林，油茶林等。根

据现场踏勘，本工程站址四周不涉及珍稀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域。 

动物资源：根据现场踏勘和调查、资料收集可知，工程所在区域人为活动干扰频

繁，野生动物种类较为单一，可见的有小型鸟类、鼠类及蛙类等常见小型动物。本工

程评价范围内没有自然保护区，不涉及国家级、省级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集中栖

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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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于都县：2016 年，于都县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32426 万元，比上年

增长 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3513 万元，增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893099

万元，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 685814 万元，增长 12.6%。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 6.3%、46.1%和 47.6%。三次产业比例结构由上年的 14.1:50.0:35.9 优

化为 13.8:48.8:37.4，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均生产总值（人均 GDP）21027 元，比

上年增加 1883 元。 

2016 年，于都县全县财政总收入 169022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22879 万元，下降 4.9%。全年各项税收收入 123375 万元，比上年增长

5.1%，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72.2%。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含专款）480168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0.1%。 

兴国县：2016 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141.56 亿元、增长 9.3%，三产结构比由

22.1:46.8:31.1 调整为 21.9:46.3:31.8。完成财政总收入 15.04 亿元,同口径增长 10.2%，

增速排名全省第 13、全市第 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7.6 亿元，同口径增长 5.6%。税收

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达 86.3%，全市排名第 2。投资和消费稳步扩大。完成 500 万元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 115.3 亿元，增长 17.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5 亿元，增长

13.7%。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43.3%。全县贷款余额 125.68 亿元，净增 36.29 亿元，

其中“五通”贷款余额 14.9 亿元。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 23872 元、8794 元，分别增长 8.39%和 12.04%。 

宁都县：2016 年，宁都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142.38 亿元，增长 9.1%，

总量列全市第 6 位。分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1.05 亿元，增长 4.3%，第二产

业增加值 55.72 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55.61 亿元，增长 13.0%，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21.8：39.1：39.1。人均 GDP 为 17573 元，增长 8.7%。全县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 72.6 亿元，增长 9.4%，占 GDP 比重达 51.0%。 

2016 年，宁都县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 10.42 亿元，增收 3038 万元，增长 3.0%（同

口径增速 9.7%）。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 7.68 亿元，增长 2.6%（同口径增速

10.1%）。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0.32 亿元，同比增支 3.6 亿元，增长 9.8%。 

瑞金市：2016 年，瑞金市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44737 万元，比上年增长 9.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42212 万元，增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442212 万元，增

长 9.1%；第三产业增加值 699200 万元，增长 10.6%。三次产业结构比由去年的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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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0.9 调整为 15.1：32.9: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7.4%、33.5%、59.1%。人

均生产总值 21265 元，增长 9.7%，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3201 美元。 

2016 年，瑞金市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34902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4.3%。其中，农业产值 153246 万元，增长 2.9%；林业产值 13872 万元，

增长 15.5 %；牧业产值 121935 万元，下降 7.5%；渔业产值 42513 万元，增长 7.2%；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3336 万元，增长 7.2%。 

2016 年，瑞金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8 户，实现总产值 1387624 万元，比上

年增长 25.3%；实现增加值 325339 万元，增长 9.2%；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87526 万

元，增长 21.3%；利润总额 92996 万元，增长 4.5%；实现税金 40876 万元，增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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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 

为了解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电场、磁场强度现状，建设单位委托江西省核工业

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对项目站址、线路代表性区域及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的电磁场

强度及噪声环境现状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单位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2016 年 11 月

18 日对现场进行了监测工作，测量时晴天，大气压强 101.6-103.3kPa，温度 18-27℃，

相对湿度 57%-72%。 

  

  
图 3-1  部分现场监测图 

1、电磁环境现状 

（1）测量方法 

HJ 681-2013《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2）测量仪器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仪器见表 3-1。 
表 3-1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仪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测量范围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校准单位 

1 工频电

磁场仪 
PMM8053B 电场：0.01V/m～100kV/m 

磁场：0.1nT～10mT 
2016F33-10-001357 2017-06-07 上海市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院 

（3）监测点布设 

在拟建葛坳 220kV 变电站四周、线路路径区域代表点位及线路环境保护目标处、

已建线路及变电站四周布设监测点位，监测布点示意图见监测报告。 

35 

http://172.30.1.2/MassManage/EquipmentDetail.aspx?EquipNo=2213
http://172.30.1.2/MassManage/EquipmentDetail.aspx?EquipNo=2213


（4）监测结果 

监测点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如表 3-2 所示： 
表 3-2 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工频电磁场环境本底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场强度（μT） 备注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工程 
D1 220kV 葛坳站址西北侧 6.71 0.035 / 
D2 220kV 葛坳站址东北侧 5.26 0.037 / 
D3 220kV 葛坳站址东南侧 4.85 0.029 / 
D4 220kV 葛坳站址西南侧 5.74 0.031 /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D5 渡横线 π 入葛坳变渡口破口点 103.4 0.079 / 
D6 渡横线 π 入葛坳变横田破口点 85.41 0.065 /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D7 蛇井村谢小明家门口 1.35 0.016 / 
D8 蛇井村祠堂门口 3.54 0.021 / 
D9 老屋村王金发家门口 0.84 0.014 / 

D10 年丰村谢应锦家门口 3.24 0.020 / 
D11 下溪背村钟观绿门口 0.67 0.012 / 
D12 溪背村马安敬老院 0.88 0.014 / 
D13 山田村肖仁祯家门口 0.65 0.015 / 
D14 枫林头村胡朝阳家门口 4.87 0.027 / 
D15 新屋下村 5F 在建楼房门口 3.20 0.024 / 
D16 东坑 2 组刘长发家门口 27.66 0.038 / 
D17 220kV 埠头变东北侧围墙外 5m 28.74 0.067 / 
D18 220kV 埠头变东南侧围墙外 5m 30.58 0.072 / 
D19 220kV 埠头变西南侧围墙外 5m 250.4 0.102 / 
D20 220kV 埠头变西北侧围墙外 5m 267.5 0.112 /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D21 新民村肖小兵家门口 0.50 0.011 / 
D22 大坑头村线路通道下 0.74 0.016 / 
D23 110kV 赤水变东北侧围墙外 5m 96.41 0.077 / 
D24 110kV 赤水变东南侧围墙外 5m 12.14 0.038 / 
D25 110kV 赤水变西南侧围墙外 5m 46.52 0.054 / 
D26 110kV 赤水变西北侧围墙外 5m 88.41 0.072 /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D27 江湖村松山组周先生家门口 1.64 0.017 / 
D28 营前村黄晨家门口 4.27 0.022 / 
D29 110kV 古龙岗变东北侧围墙外 5m 48.84 0.030 / 
D30 110kV 古龙岗变东南侧围墙外 5m 25.21 0.021 / 
D31 110kV 古龙岗变西南侧围墙外 5m 104.5 0.075 / 
D32 110kV 古龙岗变西北侧围墙外 5m 75.24 0.051 /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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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石灶村线路通道下 0.88 0.015 / 
D34 建设村老屋组李宗汇家门口 3.32 0.021 / 
D35 110kV 大林变东北侧围墙外 5m 21.02 0.030 / 
D36 110kV 大林变东南侧围墙外 5m 52.37 0.049 / 
D37 110kV 大林变西南侧围墙外 5m 42.51 0.042 / 
D38 110kV 大林变西北侧围墙外 5m 125.6 0.081 /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D39 大田村委会门口 23.41 0.024 / 
D40 冷水村线路通道下 1.21 0.014 / 
D41 110kV 银坑变东南侧围墙外 5m 96.54 0.043 / 
D42 110kV 银坑变西南侧围墙外 5m 19.65 0.029 / 
D43 110kV 银坑变西北侧围墙外 5m 21.74 0.032 / 
D44 110kV 银坑变东北侧围墙外 5m 86.27 0.044 / 

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D45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银坑破口点 320.4 0.341 / 
D46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渡口破口点 341.2 0.410 / 
D47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线路通道下 24.51 0.032 / 
D48 110kV 车溪变东侧围墙外 5m 13.21 0.046 / 
D49 110kV 车溪变南侧围墙外 5m 19.42 0.054 / 
D50 110kV 车溪变西侧围墙外 5m 65.12 0.079 / 
D51 110kV 车溪变北侧围墙外 5m 39.45 0.066 / 

限值 4000 100 / 

由表 3-2 可知，各监测点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评价标准要求。 

2、声环境质量现状 

（1）监测方法及测量仪器 

监测方法：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监测方法进行。 

测量仪器：见表 3-3。 
表 3-3  声环境现状监测仪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测量范围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校准单位 

1 
多功能声

级计 
HS6288E 30～135dB(A) 

GFJGJL2023 
16912023689 

2017-05-30 
国防科技工业3611

二级计量站 

（2）测量结果：测量结果见表 3-4。 
表 3-4  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声环境现状监测数据表 

序号 测量点位描述 昼间 dB（A） 夜间 dB（A） 备注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工程 

N1 220kV 葛坳站址西北侧 46.8 37.6 

2 类区 
N2 220kV 葛坳站址东北侧 47.9 38.1 
N3 220kV 葛坳站址东南侧 47.2 38.4 
N4 220kV 葛坳站址西南侧 48.0 39.2 

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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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渡横线 π 入葛坳变横田破口点 48.8 38.4 
1 类区 

N6 渡横线 π 入葛坳变渡口破口点 47.5 38.0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N7 蛇井村谢小明家门口 50.7 40.8 

1 类区 

N8 蛇井村祠堂门口 50.1 39.2 
N9 老屋村王金发家门口 50.9 40.1 
N10 年丰村谢应锦家门口 52.7 41.5 
N11 下溪背村钟观绿门口 49.5 38.2 
N12 溪背村马安敬老院 51.8 38.0 
N13 山田村肖兴发家门口 49.4 38.2 
N14 枫林头村胡朝阳家门口 52.0 41.7 
N15 新屋下村 5F 在建楼房门口 56.8 45.2 2 类区 
N16 东坑 2 组刘长发家门口 48.8 38.0 1 类区 
N17 220kV 埠头变东北侧围墙外 1m 51.2 40.5 

2 类区 
N18 220kV 埠头变东南侧围墙外 1m 51.5 41.8 
N19 220kV 埠头变西南侧围墙外 1m 50.2 40.7 
N20 220kV 埠头变西北侧围墙外 1m 51.1 40.4 

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工程 
N21 新民村肖小兵家门口 52.4 43.4 2 类区 
N22 大坑头村线路通道下 48.1 41.6 1 类区 
N23 110kV 赤水变东北侧围墙外 1m 50.9 41.1 

2 类区 
N24 110kV 赤水变东南侧围墙外 1m 52.4 41.4 
N25 110kV 赤水变西南侧围墙外 1m 52.7 42.0 
N26 110kV 赤水变西北侧围墙外 1m 51.2 40.9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N27 江湖村松山组周先生家门口 50.9 42.6 

2 类区 

N28 营前村黄晨家门口 56.3 44.8 
N29 110kV 古龙岗变东北侧围墙外 1m 52.2 41.8 
N30 110kV 古龙岗变东南侧围墙外 1m 51.8 42.0 
N31 110kV 古龙岗变西南侧围墙外 1m 51.2 41.7 
N32 110kV 古龙岗变西北侧围墙外 1m 50.9 41.1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N33 石灶村线路通道下 47.5 38.2 1 类区 
N34 建设村老屋组李宗汇家门口 53.7 41.5 

2 类区 
N35 110kV 大林变东北侧围墙外 1m 50.4 40.2 
N36 110kV 大林变东南侧围墙外 1m 52.3 42.1 
N37 110kV 大林变西南侧围墙外 1m 51.0 42.0 
N38 110kV 大林变西北侧围墙外 1m 50.9 41.7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N39 大田村委会门口 55.9 43.2 2 类区 
N40 冷水村线路通道下 49.0 37.1 1 类区 
N41 110kV 银坑变东南侧围墙外 1m 50.4 40.6 

2 类区 
N42 110kV 银坑变西南侧围墙外 1m 50.6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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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3 110kV 银坑变西北侧围墙外 1m 52.1 41.7 
N44 110kV 银坑变东北侧围墙外 1m 51.6 41.3 

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 
N45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银坑破口点 48.2 37.8 

1 类区 N46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渡口破口点 48.0 38.4 
N47 渡银线 π 入车溪变线路通道下 49.0 38.1 
N48 110kV 车溪变东侧围墙外 1m 50.2 40.1 

2 类区 
N49 110kV 车溪变南侧围墙外 1m 51.3 41.4 
N50 110kV 车溪变西侧围墙外 1m 50.6 41.0 
N51 110kV 车溪变北侧围墙外 1m 50.9 39.8 

标准

值 
1 类功能区 55 45 / 
2 类功能区 60 50 / 

由表 3-4 可见，工程所选取的本底监测点声环境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相关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的要求。 

3、生态环境现状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拟建站址位于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拟建站址场地及周

围目前均为松林地。配套线路工程经过地型主要为丘陵及山地，现状主要植被为松

树、杉树及灌木林。区域环境质量良好，生态环境也较好，未出现过环境空气、生

态环境等方面的环境污染问题。 

4、环境质量状况小结 

经现场监测，建设项目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和噪声均满足相应评

价标准的要求。建设项目区域电磁环境现状和声环境现状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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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根据赣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关于确认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

电工程环评适用标准的确认函“（附件 2），本工程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

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执行标准如下所示： 

1、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 

2、葛坳 220kV 变电站及相应线路接入侧变电站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环境噪声限值；输电线路位于农村的声环境执行《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位于集镇区域声的环境执行执行《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位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

城市快速路等道路两侧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

位于铁路干线两侧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 

3、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表 4-1 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评价标准值 
因子 评价标准 标准来源 

电场强度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k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

道路等场所：10 kV/m 
磁感应强度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1mT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变电站运行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功能区噪声排放限值要求（即昼间≤60dB(A)，夜间

≤50dB(A)）； 

2、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

噪声限值标准。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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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简述（图示） 

 
图 5-1  变电站建设流程及产污图 

 

图 5-2  架空线路建设流程产污图 

1、变电站 

（1）施工期： 

变电站建设大致流程为场地平整（包含填土）、建构筑物建设、电气设备安装以及

场地绿化，站址自然标高可满足本项目建站防洪防涝要求。 

施工期主要污染工序有施工机械、车辆产生的噪声、施工场地扬尘、施工废水、建

构筑物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等。 

①噪声：施工机械主要有挖掘机，施工车辆主要是土方运输车以及建筑材料运送车。

施工噪声在 70～105 dB(A)之间。 

②废水：变电站施工期污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施工泥浆废水，二是施工人员

场地 
平整 

基础开挖、 
建设 

设备 
安装 

投产 
使用 

噪声、粉尘、 
水土流失 

噪声、粉尘、 
水土流失 

噪声、粉尘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噪声、生活污水、   
固体废物 

 

 
 

工频电、磁场 

基础开挖 

噪声，粉尘， 
   生态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塔基建设 

噪声，粉尘， 
   生态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铁塔安装 

噪声，粉尘， 
   生态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送电线路架设 

噪声，粉尘， 
   生态 

工地污水， 
固体废物 

投产使用 

工频电、磁场 

可听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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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污水。 

③废气：扬尘主要由运输车辆产生，此外在天气干燥、有风条件下也会产生扬尘。 

④固体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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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生态：站址占地属于丘陵地形，现为松林地，施工期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将破

坏原有覆盖植被，使大面积的土地完全曝露在外，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站址用地人为干

扰较为严重，占地变电站建设对当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影响极其微弱，对附近生物群落

的生物量、物种的多样性的影响较小。 

（2）运行期： 

营运期间主要有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站内值守人员将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

和生活垃圾。 

①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工频即指工业频率，我国输变电工业的工作频率为 50Hz，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②可听噪声：主变压器、220kV 断路器、110kV 断路器和机械噪声。 

③废水：变电站在正常工况下，无生产性用水。站址按“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原则

设计，日常值守仅 1 人，污水产生量较小，生活污水经化粪池进行处理，定期清掏。 

④固体废物：变电站运营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值守人员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小，

站内设置垃圾箱分类收集，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2、输电线路 

输电线路是从电站向消耗电能地区输送电能的主要渠道或不同电力网之间互送电能

的联网渠道，是电力系统组成网络的必要部分。输电线路一般由绝缘子、杆塔、架空线

以及金具等组成。 

输电线是架空敷设的用以输送电能的导线和用以防雷的架空地线的统称，输电线具

有低电阻、高强度的特性，可以减少运行时的电能损耗和承受线路上动态和静态的机械

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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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送电线路基本工艺示意图见图 5-3。 

 

 

 

 

 

                                 塔  杆                         塔  杆 

     图 5-3  高压输电线路基本工艺示意图 
输电线路施工主要包括：材料运输、基础施工、铁塔（杆塔）组立以及导线架设等。 

输电线路的建设主要是建设处地表的开挖、回填以及物料运输等施工活动，高压走

廊的建设将会对局部的植被造成破坏；施工临时占地、土石方开挖将引起局部植被破坏；

施工扬尘、噪声、废水、固废都可能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1）施工期 

①噪声 

各牵张场内的牵张机、绞磨机等设备产生一定的机械噪声。 

②废水 

施工过程中产生废水主要来源于塔基施工，施工中混凝土一般采用人工拌和，塔基

的施工废水量约为 5L/基。 

③固体废弃物 

输电线路塔基采用现浇混凝土板式基础，塔基施工开挖的土石方进行回填、平整。 

④植被损坏和水土流失 

输电线路架设、输电线路塔基开挖位置、所设的牵张场以及施工临时占地都将破坏

原有植被，使土层裸露，容易导致水土流失。 

⑤扬尘 

扬尘来自于平整土地、开挖土方、装卸和搅拌等过程，如遇干旱无雨季节扬尘则更

为严重。运输车辆行驶也是施工工地的扬尘产生的主要来源。 

（2）运行期 

①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电能输送或电压转换过程中，高压输电线路等高压配电设备与周围环境存在电位差，

形成工频（50Hz）电场；高压输电线路导线内通过较强电流，在其表面形成工频磁场。 

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工频电、磁场大小与线路的电压等级、运行电流、导线排列及

地线 

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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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有关。 

②噪声 

输电线路噪声主要是由导线、金具及绝缘子的电晕放电产生。在晴朗干燥天气条件

下，导线通常在起晕水平以下运行，很少有电晕放电现象，因而产生的噪声不大。但在

湿度较高或下雨天气条件下，由于水滴导致输电线局部电场强度的增加，会产生频繁的

电晕放电现象，从而产生噪声。 

3、环境风险情况 

变电站的事故风险可能有变压器油外泄污染环境意外事故。 

针对变压器箱体贮有变压器油，项目在变压器下方设封闭环绕的集油沟，并设 1 个

地下配备有油水分离装置的事故油池，集油沟和事故油池等建筑进行防渗漏处理。防止

出现漏油事故的发生或检修设备时而污染环境。 

按照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2006）及《电力设

备典型消防规程》（DL5027-1993）的规定，变压器采用推车式灭火器。 

根据电力部门提供事故油池设计资料，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事故油池有效容积为

60m3，本期工程中变电站设计的事故油池的有效容积能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

防火规范》（GB50229-2006）中“6.6.7 屋外单台油量为 1000kg 以上的电气设备，应设

置贮油或挡油设施。挡油设施的容积宜按油量的 20%设计，并应设置将事故油排至安全

处的设施；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且变压器未设置水喷雾灭火系统时，应设置能容纳全部

油量的贮油设施。当设置有油水分离措施的总事故贮油池时，其容量宜按最大一个油箱

容量的 60%确定。”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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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气 
污染物 

施工期 粉尘、汽车尾气 较少 较少 
营运期 / / / 

水 
污染物 

施工期 施工废水 
生活污水 较少 

施工废水预处理后回用于

工程用水及道路降尘等、

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

理后定期清掏 
营运期 生活污水 较少 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 

固体 
废物 

施工期 
生活垃圾 较少 环卫部门处理，不外排 
废角料 较少 废角料回收处理，不外排 

营运期 
生活垃圾 较少 环卫部门处理，不外排 

废变压器油 较少 交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

不外排 

噪 
 

声 

施工期：变电站施工期主要噪声来自场地的挖掘、主变基础及电气设备

架设等；输电线路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基础施工，杆塔建设，导线架设施

工等几个阶段，主要噪声源有牵张机、绞磨机等。 
营运期：变电站营运期主要噪声为变电站主变等电气设备产生的噪声；

输电线路主要为运行过程中电晕放电产生，在晴朗干燥天气条件下，导线通

常在起晕水平以下运行，很少有电晕放电现象，因而产生的噪声不大。但在

湿度较高或下雨天气条件下，由于水滴导致输电线局部电场强度的增加，会

产生频繁的电晕放电现象，从而产生噪声。 

电磁环境 

变电站投入运行后，将对变电站站外环境将产生一定量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影响，但变电站围墙外，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影响能够满足相应标准要

求。 
输电线路投入运行后，将对线路边界附近环境产生一定的工频电场、工

频磁场影响。 

主要生态影响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为全户外布置变电站，变电站围墙轴线长 118m，宽 86m，

围墙范围内用地面积为 10148m2，拟建站址为松林地。本工程由于地表的开挖、树木的

砍伐、工程车辆的行驶、施工人员的施工、生活等，施工区域将产生水土流失、弃渣、

生活垃圾等，对区域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其余临时占用土地施工结束后恢复其原

有功能。 

输电线路占地类型主要为丘陵及山地，植被主要为松树及灌木林，线路建设对当地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影响极其微弱，对附近生物群落的生物量、物种的多样性的消失影响

较小。 

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主要在施工期，属于短期影响，长期影响为当地景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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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境影响分析 

本期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主要是变电站的建设、输电线路的架设、及间隔扩建： 

1、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1、声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建设及间隔扩建施工阶段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运作，该类噪

声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具有噪声高、无规则等特点，且

施工过程中往往是多种机械同时工作，各种噪声源相互叠加，噪声级将更高，影响范围也

更大，所以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在架线施工过程中，各牵张场内的牵张机、绞磨机等设备也将产生一定的机械噪声，

但其噪声值不大，施工量小、历时短。牵张场场地远离居民住宅等敏感点，并且合理安排

施工时间，可以减少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影响。 

由于施工期历时短且是暂时性的，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噪声源强高的设备放置远

离居民住宅去等措施，施工过程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期施工场地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用《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进行评价，如表 7-1 所示： 
表 7-1    施工作业噪声限值表 

噪声限值 dB(A) 
昼间 夜间 
70 55 

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施工机械所产生的噪声大多数属于中低频噪声，因此在预测其

影响时可只考虑其扩散衰减，可近似视为点声源处理。点声源受传播距离、空气吸收、阻

挡物的反射与屏蔽等因素的影响，声级产生衰减。根据 HJ2.4-200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声环境》，施工噪声预测计算公式如下： 

               )/lg(20 1212 rrLL −=   

式中：  L1——为距施工设备 r1（m）处的噪声级，dB； 

        L2——为与声源相距 r2（m）处的施工噪声级，dB。 

根据上述模式，可以计算出施工机械挖掘机的施工噪声值随距离衰减后的情况见表

7-2。  
表 7-2  施工噪声值随距离的衰减值计算表 

距离（m） 源强 10 20 3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挖掘机噪声值（dB） 96 76 70 66.5 62 56 52.5 50 48 46.5 

由表 7-1、7-2 可以看出，昼间挖掘机 20m 以外为施工期机械噪声达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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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进入施工场地车辆的速度应低于 20km/h； 

②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的正常工作状态； 

施工期间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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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夜间施工。白天施工时，尽量选用优质低噪设备。挖掘机等确需夜间施工

时必须经当地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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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水环境影响分析 

站址及线路施工期有生活污水产生，在施工生活区应设置简易厕所和化粪池，污水在

池中充分停留处理后定期清掏，不会对项目周围地表水构成污染影响。施工废水预处理后

回用于工程用水及道路降尘等。 

1.3、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施工初期，土石方的开挖、回填和道路运输会产生扬尘和粉尘，预计施工现场近地面

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将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的要

求。但这种施工产生的悬浮颗粒物粒径较大，产生地面扬尘沉降速度较大，很快落至地面，

其影响范围较小局限在施工现场附近。且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影响是短期的，随着施工作

用结束而基本恢复原来的水平。 

1.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建筑垃圾与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可能会暂时的影响周围环

境带来影响。施工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应分别堆放在指定位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

门妥善处理，及时清运。在跨河流架线作业时，合理的确定塔基位置及施工方式，防止生

产废水及废渣进入河流区域，可降低固体废物对外环境的影响。 

1.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建设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开挖和临时占地对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

坏造成的影响。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施工生活场地全部布置在站址征地范围内，故对土地的占用仅

限于征地范围内。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主要产生在施工期，属于短期影响，长期影

响为当地景观的改变。 

架空输电线路对当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影响极其微弱，对附近生物群落的生物量、物

47 



种的多样性的影响较小。 

输电线路路径所经区域用地类型主要为丘陵及山地，输电线路塔基开挖时原有植被将

被损坏。施工结束后，对塔基施工基面遗留的弃土进行清理，对硬化地面进行翻松，以便

原有植被以及原种植经济作物的恢复。线路跨道路区时，设置临时支撑架，减少导线架设

时对道路运输产生的阻塞。 

另外，牵张场地选择根据线路路径的实际情况而确定，每处按 20m×10m 计，尽量选

择在空地。本项目所设的牵张场、材料场以及施工便道路，均为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可

恢复土地原来用途。 

本线路工程线路路径沿线区域无珍稀动植物，再加上施工结束后，马上栽种植被，在

亚热带湿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下，植被的生长较快，生物修复效果好，因此输电线路的建设

对生态影响较小。 

1.6、施工期的水土流失 

施工期可能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降雨和地表开挖。项目所在地年平均降雨量高

于 1507mm，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雨季（4 月至 6 月），夏季暴雨较集中，降雨大，降雨

时间长。这些气象条件会造成项目建设施工期的水土流失。 

在施工过程中土壤暴露在雨、风和其它干扰之中，陡坡、边坡的形成和整理，会使土

壤暴露情况加剧。同时，施工过程土壤结构会受到破坏，土壤抵抗侵蚀的能力会大大减弱，

由降雨所产生的土壤侵蚀，将会造成项目建设过程中严重的水土流失。 

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挖填土方采取编织袋装土堆砌成护坡，对临时堆土进行防护，减少

水土流失产生。针对表层的土壤采取分层剥离措施，利用表土恢复原地貌，利于植被的恢

复生长，减少施工对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工程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设中施工扬尘、机械噪声，泥浆废

水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及进出线路的架设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通过采取适当的环

境保护措施，对环境影响较小。 

2、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工频电磁场、通风设备噪声、废水、固体废

弃物和环境风险等。 

运行期变电站采用类比监测预测方法，输电线路采用理论计算和类比监测预测方法。 

2.1、工频电磁场环境影响类比预测与评价 

（一）变电站 

48 



1.葛坳 22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变电站内的主变压器及各种高压电气设备会产生一定强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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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磁场难于用模式进行理

论计算。为准确、客观地做好本输变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评对象的电

压等级、主要设备容量、设备布置及规模情况，选择了与本项目输变电工程电压等级、布

置形式相似、主变规模相同的变电站作为类比监测和调查的对象。本项目选择南昌东新

220kV 变电站作为类比对象，进行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类比的可行性 
表 7-3  主要技术指标对照表 

主要指标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 南昌东新 220kV 变电站 
电压等级 220kV 220kV 
主变规模 2×180MVA 2×180MVA 

220kV 出线回数 3 回 4 回 
110kV 出线回数 5 回 6 回 

总占地面积（m2） 22626 20112 
布置方式 常规设备户外布置 常规设备户外布置 
环境条件 评价范围无环境保护目标，为荒地 评价范围无环境保护目标，为荒地 

由表 7-3 可见，葛坳 220kV 变电站与东新 220kV 变电站的指标相比较，葛坳 220kV

变电站的电压等级、主变容量与东新 220kV 变电站一致，220kV 及 110kV 出线回数均比

东新变少 1 回，东新 220kV 变电站站址周边环境与葛坳 220kV 变电站站址周边环境类似，

占地面积相当，南昌东新 220kV 变电站做类比监测站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因此以南昌东

新 220kV 变电站作类比进行本项目站址的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是可行的。 

（2）监测单位、测量时间及气象状况 

监测单位为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类比测量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4 日，

晴，温度 35 ℃，相对湿度 68％，气压 101.6kPa，风速 1.2m/s，类比监测时，南昌东新 220kV

变电站运行工况为 110.6MW。 

（3）测量结果 

监测结果如表 7-4 所示。 
表 7-4  南昌东新 220kV 变电站工频电磁场类比测量结果 

测量点位描述 电场强度（V/m） 磁感应强度（μT） 备注 
站址围墙外东侧 5m 146.7 0.039  

站址围墙外西侧 5m 56.9 0.030  

站址围墙外北侧 5m 127.9 0.016  

站址围墙外南侧 1m 725.9 0.347  

站址围墙外南侧 5m 848.6 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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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址围墙外南侧 10m 510.3 0.264  

站址围墙外南侧 15m 324.1 0.241  

站址围墙外南侧 20m 207.9 0.181  

站址围墙外南侧 25m 179.5 0.162  

站址围墙外南侧 30m 142.1 0.121  

站址围墙外南侧 35m 85.6 0.086  

站址围墙外南侧 40m 30.1 0.042  

标准限值 4000 100  

 

图 7-1 类比变电站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衰减线曲线图 
由表 7-4 及图 7-1 可见，东新 220kV 变电站东、西、北侧围墙外 5m 离地面 1.5m 高处

测量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56.9～146.7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6～0.039μT；变电站南

侧衰减断面围墙外离地面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30.1～848.6V/m，工频磁感应强度

为 0.042～0.382μT。上述类比监测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

限值 100μT 的要求。 

综上所述，根据变电站现状监测结果（表 3-2）及相似变电站的类比监测数据（表 7-4），

葛坳 220kV 变电站建成运营后，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项目建设后，站址周边环境中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在投产运行

后会有一定的增加，但均符合相关标准限值的要求，不会对项目区域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输电线路 

依据《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及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导线均采用 2×JL/G1A-300/40 型钢芯铝

绞线，本项目 110 送出工程导线均采用 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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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中表 2 的评价等级划定原

则，确定①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评价等级为二级；②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

线路工程评价等级为三级；③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葛坳-大

林 110kV 线路、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评价等级为三级；④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评价等级为二级。 

本项目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均采用理论预测

计算及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价；渡口-横田 π 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葛坳-赤水

110kV 线路、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渡口-银坑 π 入车溪变 110kV

线路工程采用理论预测计算方法评价。 

本次线路工频电磁场强度评价是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中高压交流架空输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电场强度及高压交流架空输电线路下

空间工频磁场强度的计算方法计算。 

⑴理论计算模式 

① 工频电场强度值的计算 

高压送电线上的等效电荷是线电荷，由于高压送电线半径 r 远远小于架设高度 h，所

以等效电荷的位置可以认为是在送电导线的几何中心。 

设送电线路为无限长并且平行于地面，地面可视为良导体，利用镜像法计算送电线上

的等效电荷。可写出下列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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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U －各导线对地电压的单列矩阵； 

[ ]Q －各导线上等效电荷的单列矩阵； 

[ ]λ －各导线的电位系数组成的 n 阶方阵（n 为导线数目）。 

[ ]U 矩阵可由送电线的电压和相位确定，从环境保护考虑以额定电压的 1.05 倍作为计

算电压。 

[ ]λ 矩阵由镜像原理求得。电位系数λ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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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ε －空气介电常数， mF /10
36

1 9
0

−×=
π

ε ； 

ijL －第 i 根导线与第 j 根导线的距离； 

’ijL －第 i 根导线与第 j 根导线的镜像导线的距离； 

ih  －第 i 根导线离地高度； 

iR －导线半径； n
i R

nrRR =  。                   式（3） 

式中： R －分裂导线半径； 

n －次导线根数； 

r －次导线半径。 

由
[ ]U

矩阵和
[ ]λ

矩阵，利用式（1）即可解出
[ ]Q

矩阵。 

当各导线单位长度的等效电荷量求出后，空间任一点的电场强度可根据叠加原理计算

得出，在（x，y）点的电场强度分量 xE
和 yE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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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i yx、 －导线 i 的坐标（I=1、2、…、 n）； 

m －导线数量； 

', ii LL －分别为导线 I 及其镜像至计算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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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任一点合成场强为： 

E =
22
YX EE +                                    式（6） 

② 工频磁场强度的计算 

工频磁场强度预测根据“国际大电网会议第 36.01 工作组”推荐的计算高压输电线单相

导线对周围空间的工频磁场强度贡献的计算公式： 

22π2 Lh
IH
�

�                                     式（7） 

式中：I－导线 I 中的电流值； 

h－导线与预测点垂直距离； 

L－导线与预测点水平距离。 

对于三相线路，由相位不同形成的磁场强度水平和垂直分量都必须分别考虑电流间的

相角，按相位矢量合成。 

⑵计算参数 

计算塔型选型原则：理论计算塔型选择以直线塔型、出现频率较大且对环境影响最大

的塔型来作为理论计算塔型。本工程理论计算塔型图详见图 7-2。 
表 7-5  理论计算参数表 

项目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渡口-横田 π入 220kV 葛坳变线路工程 
电压等级 220kV 
架设方式 单回线路架设 
塔型 2A1-ZMC2 

悬挂方式 单回三角排列 
导线型号 2×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分裂间距 0.400m) 

导线总截线面积 338.99mm2 
导线外径 23.94mm 

 最大线路运行电流 711.9A 

底导线对地距离 
6.5m（最大弧垂经过非居民区的最低设计高度） 
7.5m（最大弧垂经过居民区的最低设计高度） 

计算范围 
工频电场强度：水平方向：边导线投影起，两侧 40m，间距 1m；垂直方向：

地面 1.5m。工频磁感应强度：水平方向：边导线投影起，两侧 40m，间距 1m； 
垂直方向：地面 1.5m。 

项目 

葛坳-赤水线路工程（单回路部分）、

葛坳-古龙岗线路工程（单回路部

分）、葛坳-大林线路工程、渡口-
银坑 π入车溪变线路工程 

葛坳-赤水线路工程（双回路部分）、葛

坳-古龙岗线路工程（双回路部分）、葛

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电压等级 110kV 
架设方式 单回线路架设 双回线路架设 
塔型 1A3-ZM2 1D3-SZ2 

悬挂方式 单回三角排列 垂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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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型号 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导线总截线面积 338.99mm2 

导线外径 23.94mm 
 最大线路运行电流 355.9A 
底导线对地距离 6.0m（最大弧垂经过非居民区的最低设计高度） 

 7.0m（最大弧垂经过居民区的最低设计高度） 

计算范围 
工频电场强度：水平方向：边导线投影起，两侧 30m，间距 1m；垂直方向：

地面 1.5m。工频磁感应强度：水平方向：边导线投影起，两侧 30m，间距 1m； 
垂直方向：地面 1.5m。 

 

 
2A1-ZMC2 理论计算塔型图 

  
1A3-ZM2 理论计算塔形图           1D3-SZ2 理论计算塔形图 

图 7-2  理论计算预测塔头图 
（3）预测结果 

本评价预测的电场强度、磁场强度见表 7-6-表 7-8，图 7-3-图 7-8。 
表 7-6  2A1-ZMC2 塔型 220kV 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理论计算结果 

距离边导线

水平投影距

离 (m) 

底导线对地距离 6.5m 底导线对地距离 7.5m 
离地 1.5m 高处电场

强度（kV/m） 
离地 1.5m 高处磁感

应强度（μT） 
离地 1.5m 高处电场

强度（kV/m） 
离地 1.5m 高处磁感

应强度（μT） 
0 6.54 20.19 5.11 19.19 
1 6.52 19.17 5.17 18.29 
2 6.07 18.21 4.95 17.43 
3 5.38 17.30 4.54 16.61 
4 4.61 16.45 4.04 15.84 
5 3.87 15.65 3.51 15.12 

B 
A 

C 

A B 

C 

A 

B 

C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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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1 14.90 3.01 14.44 
7 2.66 14.20 2.56 13.79 
8 2.21 13.55 2.17 13.20 
9 1.83 12.95 1.84 12.63 
10 1.53 12.39 1.57 12.11 
11 1.29 11.86 1.34 11.62 
12 1.09 11.38 1.15 11.16 
13 0.93 10.92 0.99 10.73 
14 0.80 10.50 0.85 10.33 
15 0.69 10.11 0.74 9.95 
16 0.60 9.74 0.65 9.60 
17 0.52 9.39 0.57 9.27 
18 0.46 9.07 0.50 8.96 
19 0.40 8.77 0.44 8.66 
20 0.36 8.48 0.39 8.39 
30 0.14 6.37 0.15 6.33 
35 0.09 5.66 0.10 5.63 
40 0.07 5.08 0.07 5.06 

 
图 7-3  2A1-ZMC2 塔型底导线对地距离不同高度理论计算电场强度分布图 

 
图 7-4   2A1-ZMC2 塔底导线对地距离不同高度处的理论计算磁场强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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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6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A1-ZMC2 塔型挂 2×JL/G1A-300/40 钢芯铝绞线单回路

220kV 线时，导线经过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最低离

地高度 6.5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7～6.5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5.08~20.19μT；导线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地高度为 7.5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工频电场强

度为 0.07～5.11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5.06~19.19μT。通过理论计算可知，输电线路在

经过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最低离地高度 6.5m 时，

边导线 0m 外离地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中的要求；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高度 7.5m 时，边导线外 5m 离地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的要求。 
表 7-7  1A3-ZM2 塔型 110kV 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理论计算结果 

距离边导线

水平投影距

离 (m) 

底导线对地距离 6.0m 底导线对地距离 7.0m 
离地1.5m高处电场

综合量（kV/m） 
离地 1.5m高处磁场

综合量（μT） 
离地1.5m高处电场

综合量（kV/m） 
离地 1.5m 高处磁场

综合量（μT） 
0 2.24 19.56 1.67 17.09 
1 2.26 19.2 1.72 16.71 
2 2.09 18.23 1.65 16.02 
3 1.82 16.89 1.5 15.09 
4 1.52 15.46 1.31 14.06 
5 1.24 14.09 1.12 13.03 
6 1 12.85 0.94 12.05 
7 0.81 11.76 0.79 11.15 
8 0.66 10.82 0.66 10.34 
9 0.54 9.99 0.55 9.62 

10 0.44 9.28 0.46 8.98 
11 0.37 8.65 0.39 8.41 
12 0.31 8.1 0.33 7.9 
13 0.26 7.61 0.28 7.45 
14 0.22 7.17 0.24 7.04 
15 0.19 6.79 0.21 6.67 
16 0.16 6.44 0.18 6.34 
17 0.14 6.12 0.16 6.04 
18 0.12 5.83 0.14 5.76 
19 0.11 5.57 0.12 5.51 
20 0.1 5.33 0.11 5.28 
21 0.09 5.11 0.1 5.07 
22 0.08 4.91 0.09 4.87 
23 0.07 4.72 0.08 4.69 
24 0.06 4.55 0.07 4.52 
25 0.06 4.39 0.06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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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05 4.24 0.06 4.21 
27 0.05 4.1 0.05 4.07 
28 0.04 3.97 0.05 3.94 
29 0.04 3.84 0.04 3.82 
30 0.04 3.73 0.04 3.71 

 

 
图 7-5  1A3-ZM2 塔型 110kV 单回路三角挂线综合电场强度分布图 

 
图 7-6  1A3-ZM2 塔型 110kV 单回路三角挂线综合磁场强度分布图 

由表 7-7 可以看出，本期单回路三角挂线工程在 1A3-ZM2 塔型挂线时，导线经过非

居民区最低离地高度 6.0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电场强度为 0.04～2.24kV/m，磁感应强度

为 3.73~19.56μT；导线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地高度为 7.0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电场强度

为 0.04～1.72kV/m，磁感应强度为 3.71~17.09μT。 

根据理论计算数据可知，本工程 110kV 单回路三角挂线输电线路在经过居民区时 1.5m

高度处的电场强度及磁场强度数据均能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

57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即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4000V/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100μT 的要

求；本工程 110kV 单回路三角挂线输电线路在非居民区时 1.5m 高度处的电场强度及磁场

强度数据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

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要求及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100μT 要求。 
表 7-8  1D3-SZ1 塔型 110kV 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理论计算结果 

距离边导线

水平投影距

离 (m) 

底导线对地距离 6.0m 底导线对地距离 7.0m 
离地1.5m高处电场

综合量（kV/m） 
离地 1.5m高处磁场

综合量（μT） 
离地1.5m高处电场

综合量（kV/m） 
离地 1.5m 高处磁场

综合量（μT） 
0 1.94 28.41 1.40 25.32 
1 1.83 27.47 1.37 24.58 
2 1.57 25.98 1.24 23.53 
3 1.27 24.26 1.06 22.29 
4 0.99 22.55 0.87 21.00 
5 0.75 20.97 0.69 19.75 
6 0.56 19.55 0.54 18.57 
7 0.42 18.29 0.42 17.50 
8 0.31 17.17 0.32 16.52 
9 0.23 16.17 0.25 15.63 

10 0.18 15.28 0.19 14.82 
11 0.14 14.47 0.14 14.08 
12 0.11 13.75 0.11 13.40 
13 0.09 13.08 0.09 12.79 
14 0.07 12.48 0.07 12.22 
15 0.06 11.93 0.06 11.70 
16 0.05 11.42 0.05 11.21 
17 0.05 10.95 0.04 10.77 
18 0.05 10.51 0.04 10.35 
19 0.04 10.11 0.03 9.96 
20 0.04 9.73 0.03 9.60 
25 0.03 8.20 0.02 8.12 
30 0.02 7.06 0.02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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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1D3-SZ1 塔型 110kV 同塔双回逆相序垂直挂线综合电场强度分布图 

 
图 7-8   1D3-SZ1 塔型 110kV 同塔双回逆相序垂直挂线综合磁场强度分布图 

由表 7-8 可以看出，本期同塔双回线路工程在 1D3-SZ1 塔型挂线时，导线经过非居民

区最低离地高度 6.0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2～1.94kV/m，工频磁感应

强度为 7.06~28.41μT；导线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地高度为 7.0m 时，离地面 1.5m 高处工频

电场强度为 0.02～1.40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7.01~25.32μT。 

根据理论计算数据可知，本工程 110kV 同塔双回逆相序垂直挂线输电线路在经过居民

区时 1.5m 高度处的电场强度及磁场强度数据均能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

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即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4000V/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0.1mT 的要求；工程 110kV 同塔双回逆相序垂直挂线输电线路经过非居民区时 1.5m 高度

处的电场强度及磁场强度数据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输电

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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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要求。 

（4）类比测量 

1、220kV 线路类比测量 

①类比的可行性 

类比对象选择的原则：本线路工程主要架设形式为同塔双回路架设及单回路架设，导

线选择 LGJ-300/40 型钢芯铝绞线。本环评从电压等级、杆塔型式、导线型号、导线排列

方式及所在区域等方面，尽量选择与本工程新建输电线路相似的已投运输电线路进行类比

监测。 

根据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的导线类型、铁塔类型、线路回数等特征，选择 220kV

清盐线单回架空线路作为类比对象。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类比对象选择高万Ｉ、

Ⅱ线。 

类比线路参数见表 7-9。 
表 7-9  类比线路主要技术指标对照表 

技术指标 评价线路 类比线路 评价线路 类比线路 

线路名称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 220kV 清盐线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 高万Ｉ、Ⅱ线 

电压等级 220kV 220kV 110kV 110kV 
回路数 单回线路 单回线路 双回线路 双回线路 
导线型号 2×JL/G1A-300/40 2×JL/G1A-300/40 JL/G1A-300/40 JL/G1A-300/40 
排列方式 三角排列 A B C 三角排列 A B C 垂直排列 垂直排列 

运行负荷 / 电压 220kV，电流425A / 电压 110kV，电流
125A 

②监测时间及天气情况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对 220kV 清盐线单回线路进行

监测。天气状况：晴，温度 32℃，相对湿度 68%，气压 101.1kpa。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对高万Ｉ、Ⅱ线进行监测。天

气状况：阴，温度 29℃，相对湿度 60%，气压 101.2kpa。 

③监测方法及监测仪器 

与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相同。 

④监测断面及布点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220kV 线路衰减断面以弧垂最大处边导线的地面投影

点为测量原点，沿垂直线路方向进行线路衰减断面监测，测点间距为 5m，测至边导线地

面投影外 40m 处。110kV 线路衰减断面以弧垂最大处边导线的地面投影点为测量原点，沿

垂直线路方向进行线路衰减断面监测，测量以边导线投影为起点，测点间距为 5m，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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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导线地面投影外 30m 处。 

    ⑤监测结果 
表 7-10  220kV 清盐线同塔单回送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点  位  描  述  E（V/m） B（µT） 
边导线投影下 0m 739.1 1.020 
边导线投影外 2m 655.0 0.664 
边导线投影外 4m 589.7 0.516 
边导线投影外 6m 543.7 0.451 
边导线投影外 8m 455.8 0.325 
边导线投影外 10m 269.2 0.104 
边导线投影外 15m 185.6 0.098 
边导线投影外 20m 74.0 0.073 
边导线投影外 25m 36.8 0.040 
边导线投影外 30m 17.7 0.032 
边导线投影外 35m 12.5 0.024 
边导线投影外 40m 10.1 0.020 

依据表 7-10 可以看出，220kV 清盐线单回输电线路下方工频电场强度为 10.1～

739.1V/m，工频磁场强度为 0.020～1.020μT，该条类比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场强度

均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 
表 7-11  110kV 高万Ｉ、Ⅱ线路工程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点  位  描  述  E（V/m） B（µT） 
边导线投影下 0m 265.31 0.662 
边导线投影外 5m 209.23 0.541 
边导线投影外 10m 163.54 0.230 
边导线投影外 15m 65.85 0.225 
边导线投影外 20m 35.41 0.210 
边导线投影外 25m 26.65 0.165 
边导线投影外 30m 19.32 0.130 

依据表 7-11 可以看出，110kV 高万Ｉ、Ⅱ线路工程下方工频电场强度为 19.32～

265.31V/m，工频磁场强度为 0.130～0.662μT，该条类比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场强

度均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 

（5）理论预测小结 

综上所述，在保证输电线路最大弧垂架设高度满足环评要求高度条件下，通过类比线

路监测与理论计算预测结果表明，与现状监测值相比，输电线路建成运行后，周围的电场

强度和磁场强度都会有所提高。 
本工程 220kV 单回输电线路在经过非居民区时，边导线外 1.5m 高度处的工频电场强

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

61 



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要求；

经过居民区时，距边导线 5m 外 1.5m 高度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均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即工频电场强度

控制限值 4000V/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0.1mT 的要求。 

本工程 110kV 单回输电线路及双回输电线路在经过非居民区时，边导线外 1.5m 高度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

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为 10kV/m 要求；经过居民区时，距边导线 0m 外 1.5m 高度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

应强度数据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即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4000V/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0.1mT 的要求。 

2.2 输电线路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对敏感目标的电磁影响预测采取理论计算预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预测模

式参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附录 A、B 推荐中的模式进行预测。 
表 7-12   敏感目标处导线架设高度 

序

号 敏感目标名称 涉及线路工程 形式 楼房情况 
底导线

计算线

路高度 
1 杉树下村（蛇井）谢小明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线路南侧约 15m 处 3F 平顶 7.5m 
2 杉树下村（蛇井）祠堂 线路南侧约 6m 处 2F 平顶 7.5m 
3 田背村谢普生 线路南侧约 12m 处 1F 尖顶 7.5m 
4 老屋村 3F 在建民房 线路南侧约 12m 处 3F 平顶 7.5m 
5 年丰村 3F 民房 线路南侧约 20m 处 3F 平顶 7.5m 
6 平安村张声炫 线路北侧约 20m 处 3F 尖顶 7.5m 
7 上宝村凌玉活 线路北侧约 35m 处 3F 平顶 7.5m 
8 下溪背 3F 民房 线路东南侧约 20m处 3F 平顶 7.5m 
9 案胜村唐婆婆家 线路南侧约 15m 处 1F 平顶 7.5m 
10 山田村肖仁祯 线路东北侧约 15m处 2F 尖顶 7.5m 
11 枫林头村胡朝阳 线路东北侧约 20m处 3F 平顶 7.5m 
12 东坑 2 组刘长发 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2F 平顶 7.5m 

13 新民村肖小兵 葛坳-赤水线路

（与古龙岗共塔） 线路东北侧约 15m处 2F 平顶 6.5m 

14 径背村 2.5F 居民楼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线路西南侧约 24m处 2.5F 平顶 6.5m 
15 源头村曾阿姨 线路南侧约 12m 处 3F 平顶 6.5m 
16 江湖村松山组周先生 建线路南侧约 15m处 3F 平顶 6.5m 

17 建设村老屋组李宗汇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线路西南侧约 12m处 2F 尖顶 6.5m 

18 大田村委会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 线路西侧约 5m 处 3F 平顶 6.5m 

依据上述设定导线架设高度参数理论预测，本工程输电线路建成后线路两侧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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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电磁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对线路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在国家许

可范围之内。 

表 7-13  敏感目标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理论值 

序

号 敏感目标名称 工程 预测高度

（m） 

理论值 
电场强度

(kv/m) 
磁感应强度

(μT) 

1 杉树下村（蛇井）

谢小明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

工程 

1.5 0.74 9.95 
4.5 0.71 10.38 
7.5 0.66 10.70 
10.5 0.59 10.94 

2 杉树下村（蛇井）

祠堂 

1.5 3.01 14.44 
4.5 3.19 15.82 
7.5 3.14 17.09 

3 田背村谢普生 1.5 1.14 11.16 

4 老屋村 3F在建民

房 

1.5 1.14 11.16 
4.5 1.10 11.78 
7.5 1.02 12.26 
10.5 0.89 12.63 

5 年丰村 3F 民房 

1.5 0.39 8.39 
4.5 0.38 8.64 
7.5 0.36 8.82 
10.5 0.33 8.94 

6 平安村张声炫 
1.5 0.39 8.39 
4.5 0.38 8.64 
7.5 0.36 8.82 

7 上宝村凌玉活 

1.5 0.10 5.63 
4.5 0.10 5.71 
7.5 0.10 5.76 
10.5 0.10 5.79 

8 下溪背 3F 民房 

1.5 0.39 8.39 
4.5 0.38 8.64 
7.5 0.36 8.82 
10.5 0.33 8.94 

9 案胜村唐婆婆家 1.5 0.74 9.95 

10 山田村肖仁祯 1.5 0.74 9.95 
4.5 0.71 10.38 

11 枫林头村胡朝阳 

1.5 0.39 8.39 
4.5 0.38 8.64 
7.5 0.36 8.82 
10.5 0.33 8.94 

12 东坑 2 组刘长发 
1.5 0.74 9.95 
4.5 0.71 10.38 
7.5 0.66 10.70 

13 新民村肖小兵 葛坳-赤水线路（与古龙

岗共塔） 

1.5 0.05 11.76 
4.5 0.07 12.4 
7.5 0.09 12.91 

14 径背村 2.5F 居民

楼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

工程 

1.5 0.07 4.09 
4.5 0.07 4.18 
7.5 0.07 4.23 

15 源头村曾阿姨 1.5 0.3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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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0.32 6.91 
7.5 0.29 7.18 
10.5 0.25 7.17 

16 江湖村松山组周

先生 

1.5 0.21 5.71 
4.5 0.20 5.95 
7.5 0.19 6.12 
10.5 0.16 6.10 

17 建设村老屋组李

宗汇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1.5 0.34 6.54 
4.5 0.32 6.91 

18 大田村委会 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

路工程 

1.5 0.68 19.88 
4.5 0.88 23.51 
7.5 1.20 25.95 
10.5 1.37 28.10 

3、声环境影响分析 

（1）变电站工程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运行期的噪声源主要来自变压器本体噪声及其冷却系统风机

噪声，变电站的电气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本项目所用主变压器为自冷式有载调压变压

器，运行时在离主变压器 1m 处噪声（含冷却风机噪声）不大于 75dB(A)。 

噪声理论预测 

将拟建 2 台主变压器(含冷却风机)看作点声源。主变压器噪声（已含冷却器风机噪声）

经距离衰减和空气吸收衰减到达预测点的噪声值采用式（1）计算。 

     )()/lg(20)()( 000 rrarrrrefLrL AA −−−=                 （式 1） 

式中：LA（r）－预测点的噪声 A 声压级（dB） 

LAref（r0）－参照基准点的噪声 A 声压级（dB） 

r－预测点到噪声源的距离（m） 

r0－参照点到噪声源的距离（m） 

a－空气吸收附加衰减系数（1dB/100m） 

噪声叠加公式见（式 2）： 

                                    （式 2） 

式中：L1+2-叠加声级（dB） 

 L1-第 1 个声源的声级（dB） 

 L2-第 2 个声源的声级（dB） 

预测按照 HJ/T2.4-200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中的预测模式进行。根据变

电站的总平面布置图，各主变压器距离变电站围墙边界的距离见表 7-14 及图 7-9。 

)1010lg(10 1010
21

21 L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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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1#、2#变压器站内分布图 

表 7-14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主变压器距边界距离 

主变编号 距站址东北边界

（m） 
距站址东南边界

（m） 
距站址西南边界

（m） 
距站址西北边界

（m） 
1# 32.7 47 67.3 31 
2# 52.3 47 47.7 31 

根据噪声源到各预测点的距离，先分别计算两台主变压器噪声在变电站边界的衰减

量，叠加计算出本工程的贡献值。噪声计算预测结果见表 7-15。 
表 7-15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边界噪声贡献值 

位  置 噪声源 单台主变贡献值 
dB(A) 

本工程合成贡献值 
dB(A) 

站址东北围墙外 1m 
1#主变 44.4 

45.9 
2#主变 40.5 

站址东南围墙外 1m 
1#主变 41.4 

44.4 
2#主变 41.4 

站址西南围墙外 1m 
1#主变 38.3 

43.0 
2#主变 41.2 

站址西北围墙外 1m 
1#主变 44.9 

47.9 
2#主变 44.9 

根据理论预测可知，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建成后，主变对变电站边界围墙外 1m 处

噪声贡献值为 43.0～47.9dB（A），建成前后站址厂界昼夜间噪声贡献值能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标准限值要求。 

（2）输电线路工程 

输电线路的噪声主要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晕）产生的，输电线路产

N 

1# 2# 

31m 

47m 

67.3m 32.7m 

52.3m 
 

47.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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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电晕放电频次随电压等级的升高而增加，通常在电压等级高于 500kV 时才考虑送电线

路的噪声影响。一般来说，在干燥的天气条件下，导线通常运行在电晕起始电压水平以下，

线路上只有很少的电晕源，因而也就不可能造成很大的噪声。 

采用类比分析方法来预测本工程送电线路对声环境的影响。测量结果见表 7-16。 
表 7-16  类比线路营运期噪声测量结果       单位：dB(A) 

距边导线投影距

离（m） 
220kV 清盐线单回三角排列 110kV 高万Ｉ、Ⅱ线路工程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0 45.9 39.4 50.1 40.2 
5 45.6 39.6 50.3 39.7 
10 45.7 39.7 50.7 39.2 
15 45.3 39.3 49.6 38.7 
20 45.2 39.4 49.2 38.2 

由表 7-16 类比结果可知，220kV 及 110kV 送电线路营运期噪声较小，输电线路工程

建运行后，线路周边居民区昼、夜间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

区标准限值要求；线路经过商贸区昼、夜间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区标准限值要求；线路经过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道路两侧

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位于铁路干线两侧区域执行《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 

本项目线路最近敏感点为拟建葛坳-银坑 110kV 双回线路西侧约 5m 处的大田村委会，

类比 110kV 高万Ｉ、Ⅱ线路工程可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区

标准。 

4、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总占地面积 47114.4m2，其中永久性占地 41114.4m2，施工临时占地 6000m2,

占地类型分别为平地 3875m2、丘陵 37320m2、山地 5919.4m2。项目挖方量约 63802m3，填方

量约 63802m3，实现挖填平衡。 

本新建站址及线路工程占地类型主要为丘陵及山地，站址用地为松林地，线路用地主

要为松树、杉树及灌木林。经现场调查和向当地林业局咨询，本项目占地不涉及珍惜野生

植物集中分布区及古树名木。 

根据江西省已投入运行的多个类似 220kV 变电站、220kV 及 110kV 输电线路调查结

果显示，变电站周围、塔基周围、输电线路下植被生长正常。本工程的建成投运后对项目

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5、水环境影响评价 

变电站正常运行时，生活污水主要为值守人员的少量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采用化粪

池进行处理后定期清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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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本项目运行期间没有工业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不会造成影响。 

7、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变电站运营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产量约 1.0kg/d，设置垃圾箱分类收集，

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变电站内的变压器四周设有封闭环绕的集油沟，并设置有事故油池，可有效防治漏油

事故的发生。事故废油由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设备生产厂商回收，产生的含油废水及其

他危险废物委托有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8、运行期间事故风险分析 

变电站的事故风险可能有变压器油外泄污染环境意外事故。 

本项目所使用的变压器油为环烷基变压器油，具有较好的低温流动性，有利于发挥冷

却散热功能，经过精制的环烷烃多数为五元环，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电场析气性、氧化

安定性、较好的热稳定性，无毒性，无挥发性气体的产生，生成酸和油泥的倾向大大低于

石蜡基油，因此，可以保证主变压器的正常运行。 

项目在变压器所在四周设封闭环绕的集油沟，并设 1 个地下事故油池，集油沟和事故

油池等建筑进行防渗漏处理。防止出现漏油事故的发生或检修设备时污染环境。 

在消防措施方面，主变压器采用自动报警系统，其余电气间均设置温感、烟感自动报

警系统，电容器设备间采用七氟炳烷气体灭火系统，因此可防止各项消防事故的发生。 

输电线路的事故风险有：线路设备在运行期受损。 

本项目线路的设计原则根据《110～750kV 架空送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等规程进行；导线的结构和物理参数按规范选用，并购用国家定点厂家生产的产品。根据

江西省污区分布图（2011 版），本工程涉及区域处于 C 级污秽区，参考《高压架空线路

和发电厂、变电所环境污区分级及外绝缘选择标准》，本线路导线和地线均采用国家标准

型防震锤；导线、地线在与公路、输电线路等重要交叉档不得有接头，为线路的持久、安

全运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9、扩建间隔后的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输电线路工程在埠头 220kV 变电站扩建 1 个 220kV 间隔，古龙岗 110kV 变电站、

赤水 110kV 变变电站、大林 110kV 变电站各扩建 1 个 110kV 间隔，银坑 110kV 变电站及

车溪 110kV 变电站各扩建 2 个 110kV 间隔。间隔扩建工程没有增加站址内主变容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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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均在现有站址内进行，且新增间隔影响区域属于站址的影响范围，所有在现有站址

内增加进出线间隔对现有站址周边的电磁环境影响增幅较小。 

本期工程变电站扩建出线间隔，扩建工程不增加声污染源设备，项目建成投运后对站

址声环境现状影响较小。 

10、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小结 

综上所述，本工程建成投运后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通过理论计算及类比预测评价可知，本工程的建成投运对环境的影响在规范

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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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形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防治理 

效果 

大气 
污染物 

施工期 施工 
场地 扬尘 

（1）及时清扫运输过程中散落

在施工场地和路面上的泥土， 
（2）运输车辆应进行封闭，离

开施工场地前先冲水； 
（3）施工过程中，应严禁将废

弃的建筑材料作为燃料燃烧。 

达标排放 

运行期 无 无 无 无 

水 
污染物 

施工期 

①工程施工过程中各项施工废水、废渣不得排入水体，

涉及水源保护区的，应尽量采用施工量小的塔基方案，

减少施工量，保护水环境。 
②工期应尽量避开雨季，最大程度地减少雨季水力侵

蚀；如无法完全避开雨季，则采取临时挡护和覆盖的

措施。 
③施工工序要安排科学、合理，土建施一次到位，避

免重复开挖。 
④采用土工布对开挖土方及砂石料等施工材料进行覆

盖，避免水蚀和风蚀的发生。 
⑤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遗弃物，集中外运妥善处

置， 并进行植被恢复。 
⑥通过加强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施工管理措施。 
⑦对施工人员加强宣传教育，严禁随意向河道中排放

废水及生活垃圾，树立环保意识。 

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运行期 生活 
污水 

CODcr 、
SS 

站址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定期清掏。 达标排放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堆放点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处理 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泄漏变压器油 建设漏油收集系统及事故油池 

噪 
 
声 

施工期 
①进入施工场地车辆的速度应低于 20km/h； 
②先建围墙，再进行内部施工； 
③施工用混凝土应用搅拌车集中运输； 
④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的正常工作状态； 
⑤如需夜间施工，须经当地环保部门审批同意。 
⑥施工等强噪声设备安置于单独的工棚内，并远离敏感点。 
⑦选择自冷式低噪变压器，主变压器基础垫衬减振材料； 
⑧选用低噪风机； 
变电站营运期 
①加强电气设备运行管理，定期对站址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输电线路营运期 
①加强输电线路运行管理。 
②定期进行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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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变电站： 
①选用低电磁干扰的主变压器 
②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与加强宣传 
③做好变电站电磁防护与屏蔽措施 
输电线路： 
①导线对地、交叉跨越距离满足电力设计规程的要求； 
②选择合理的跨越公路的跨越点； 
③明确线路保护范围，根据国务院令第 239 号《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

电力线路保护区第一款，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所形成的

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 220kV 电压等级为 15m，110kV 电压等级为

10m。 
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与加强宣传，输电线路铁塔座架上应于醒目位置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标明严禁攀登、线下高位操作应有防护措施等安全注意事项，以使

居民尤其是儿童发生意外。同时加强对线路走廊附近居民有关高压输电线路和

环保知识的宣传、解释工作。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项目附近没有生态敏感点，主要的生态影响是在施工过程中开挖地基对周围植被和

水土的影响，由于工程量小，对生态的破坏非常有限。 

本项目变电站及输电线路不涉及生态红线一级管控区，涉及二级管控区，区内主要

植被为毛竹、杉树、松树、灌木丛，针对对管控区生态影响提出以下措施： 

1、变电站 

建议建设单位以合同形式要求变电站施工单位严格控制开挖范围及开挖量，施工活

动尽量限制在征地范围或施工区域内；在施工单位合理堆放土、石料及在施工后认真清

理和恢复的基础上，不会发生土壤结构破坏、土壤理化性质恶化的情形。 

对于永久占地造成的植被破坏，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

门缴纳相关青苗补偿费、林木赔偿费，并由相关部门统一安排植被恢复。 

2、输电线路 

（1）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优化路径方案，减少林木砍伐量。 

2）在基面土方开挖时，施工单位要注意全方位高低腿铁塔和加高主柱的配置情况，

结合现场实际地形慎重进行，不可贸然大开挖；开挖基面时，上坡边坡一次按规定放足，

避免在立塔完成后进行二次放坡；当高度差超过 3m 时，注意内边坡保护，尽量少挖土

方，当内边坡放坡不足时，需砌挡土墙。 

3）基础施工时，应尽量缩短基坑暴露时间，一般应随挖随浇基础，同时做好基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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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排水工作，保证塔位和基坑不积水。 

4）在施工期选用先进的施工手段，按设计要求施工，减少开挖土石方量以及树木的

砍伐，减少建筑垃圾量的产生，及时清除多余的土方和石料，严禁就地倾倒覆盖植被。 

5）塔基开挖时采取表土保护措施，进行表土剥离，将表土和熟化土分开堆放，并按

原土层顺序回填，以便塔基占地处未固化的部分的土地恢复。 

6）架设跨越河流塔基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严禁随意倾倒，生活区、施工场地应远

离河流，防止产生的污水对附近河流产生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恢复措施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场地，对输电线路的施工临时占地和塔基未固化的部分，

进行原占地植被类型生态恢复。 

（3）生态环境影响补充措施 

对于永久占地造成的植被破坏，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向政府和相关主管部

门缴纳相关青苗补偿费、林木赔偿费，并由相关部门统一安排植被恢复。 

线路施工时对周边植被会成少量损坏，但影响一般最多一季，施工结束后即可恢复；

采取上述生态恢复措施后，损坏的植被数量较少，因此线路施工对所经过地区的生态环

境影响较小， 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想想是暂时的、可逆的、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自

然植被的恢复而消失。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1、变电站 

（1）优化设计 

1）统筹规划施工布局及工序，力争地下设施施工一次到位，避免重复开挖。回填土

回填后及时碾压夯实，大面积的回填采用碾压机碾压，小范围基槽或边角处的回填用蛙

式夯土机夯实，夯实要严格按照施工工艺要求进行，压实系数要达到工程地基处理要求。

工程中采用合理的施工平整工序、科学的施工布局、严格的施工工艺使扰动破坏地表面

积减少。 

2）变电站施工用地在站址围墙内空地解决，不另外租地。 

（2）工程措施 

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场地采用公路型、水泥混凝土路面。根据场地地质、地形特

点，对挖、填方地段设计相应的挡土墙。 

2、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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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拟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塔型改进、基础优化、基面综合治理及采

用合理施工方案等。 

（1）合理选址塔位 

在选线和定位时，尽量避开陡坡和易发生塌方、滑坡、冲沟或其它地质灾害的不良

地质段，并防止对堤岸产生影响。 

（2）改进塔型及基础型式 

1）采用全方位高低腿和加高基础 

铁塔基础施工基面大开挖的根本原因是铁塔不能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布置，为避免塔

基大开挖，保持原有的自然地形，可以因地制宜的采取全方位高低腿。全方位塔的腿长

调节级差为 1.0～1.5m，但对每一个基础而言，仍有一定量的土石方开挖。 

2）有限采用原状土基础 

本工程地质条件适宜优先采用原状土基础，如掏挖式基础和嵌固式岩石基础。这类

基础避免了基坑大开挖，塔位原状土未受破坏，并大幅度减少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3）综合治理基面 

1）基面挖方放坡 

基面挖方放坡必须按规定要求放坡，并且一次要放足。并要求在基础浇制或埋没之

前清除铁塔附近上山坡方向有可能活动的危岩滚石，以免影响铁塔的安全。 

2）基面外设排洪沟、排水沟、防止水土流失。 

3）砌护坡和挡土墙， 基础边坡。 

4）采用人工植被，保护基面和边坡。 

5）工程建设过程中不设取土场，塔基开挖余土本着就近原则，用于塔座基面四周的

平整，就地堆放在铁塔附近较平缓的坡面，使土石方就地堆稳，不允许余土流失山下，

影响生态环境。 

（4）施工措施 

对施工临时道路，设置集中弃渣点并做好防护，预防水土流失，妥善解决路基路面

的排水问题，减少冲刷。对牵张场地一般选择较为平坦的荒地，注意文明施工对场地的

保护，不得大面积砍伐树木、损坏林草。对施工临时占地破坏的原有地貌，应清理残留

在原地面的混凝土，利于植被尽快恢复生长，保护生态环境，对占用土地采取植被复垦

等措施恢复或改善原有的植被状况，有条件的播撒草籽或种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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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环境管理监测计划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特点，在运行主管单位宜设环境管理部门，配备相应专业

的管理人员。环保管理机构及其人员分工应按照前文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的内容成立，

环保管理人员应在各自的岗位责任中明确所负的环保责任，并加强日常环保管理。环境

管理的职能为： 

（1）制定和实施各项环境管理计划。 

（2）建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现状数据档案，并定期向当地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3）掌握项目所在地周围的环境特征和重点环境保护目标情况。建立环境管理和环

境监测技术文件，包括：污染源的监测记录技术文件；污染控制、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

和运行管理文件；导致严重环境影响事件的分析报告和监测数据资料等，并定期向当地

环保主管部门申报。 

（4）检查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保证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5）协调配合上级环保主管部门所进行的环境调查、生态调查等活动。 

1、环境监测方案 

开展营运期工频电磁场环境监测工作，对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人员，进行环境保护

技术、政策方面的培训、电磁辐射知识的宣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

环保管理的能力，尤其要使公众提高对环境污染的自我保护意识，并能更好地参与和监

督项目的环保管理，减少项目施工和运行产生的环境影响。各输变电建设项目建成后应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对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

等项目进行监测。本次项目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9-1。 

2、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本次项目的建设应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本次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运

行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

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除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验收主要

内容应包括： 

（1）工程运行中的噪声水平、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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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运行期间环境管理所涉及的内容。 

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一览表见表 9-2。 
表 9-1  环境监测计划 

时段 项   目 工程减缓措施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营运

期 

工频电、磁

场 

变电站采用良好的屏

蔽防护，牢固各接头。

控制架线高度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强度 

本工程完成后试运行投产后

结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一次。正常运行后主要针对环

保投诉情况和工程运行工况

的变化进行监测。 电磁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等，

牢固各接头 
变电站厂界噪声及线

路现状监测点噪声 

监测布点位置 

变电站：站址四周围墙外 5m 处，监测高度在 1.5m，测量工频电场及磁场；

四周围墙外 1m 处，监测高度在 1.2m 以上，测量噪声。 
输电线路：边导线垂线下，监测高度在 1.5m，测量工频电场及磁场；边导线

垂线下，监测高度为 1.2m 以上，测量噪声。 
环境敏感点：在距导线最近侧，分别在不同楼层布点监测，测量高度在 1.5m，

测量工频电场及磁场；监测高度为 1.2m 以上，测量噪声。 
表 9-2  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 
组成 

序

号 验收类别 环保设施 
内容 验收标准要求 排放要求 

材料

及手

续 

1 核准文件、相关批复文件、

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材料齐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 

2 
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

行情况、环评结论及环评

批复的落实情况 
满足环境管理检查内容要求 / 

变电

站 

1 生活污水 化粪池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定期清掏。 
2 雨污分流 雨污分流系统 符合环保要求的雨污分流管网 

3 变压器油 事故油池 60m3（视单台主变最大规模而

定）。 
变压器油经收集系统收集

后流入事故油池，不外排。 

4 变压器噪声 低噪声风机 站址周边 1m 处达到 
（GB12348-2008 ）2 类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5 
建设项目各

监测点电磁

辐射现状 

采用低辐射

设备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公众曝露限值：电场强度：

4kV/m，磁感应强度：

0.1mT； 

输电 
线路 

1 安全警示 沿线安全警

示标志 
—— —— 

2 

建设项目各

监测点电磁

辐射现状及

环境敏感点 

抬高架线高

度，牢固各

接头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架空线路经过居民区公众

曝露限值，电场强度：

4kV/m，磁感应强度：

0.1mT；耕地、园地、牧

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

水面、道路等场所，电场

强度：10kV/m，磁感应强

度：0.1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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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路运行噪

声及环境敏

感点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2、4 类功

能区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1 类：昼间：55 dB(A)
夜间：45 dB(A) 

2 类：昼间：60 dB(A) 
夜间：50 dB(A) 

4a 类：昼间：70 dB(A) 
夜间：55 dB(A) 

4 永久占地及

临时占地 生态恢复 
本工程站址及塔基永久占地

面积约为 28636.4m2，临时占

地面积约为 6000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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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公众参与 

根据江西省环保厅《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号），开展本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本工程公众参与对

象为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1、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为了让工程所在地更多的公众了解本次工程建设情况，我中心在接受委托后，在赣

州市环境保护局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6.11.08 至 2016.11.18）、项目现场

针对相关人员进行公众意见调查，见下图。 

 
图 10-1   赣州市环境保护局网上信息公示情况 

2、现场问卷调查 

（1）调查范围 

针对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居民进行调查。 

（2）调查对象和人数 

本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及 2017 年 1 月 4 日对拟建变电站、拟建

线路评价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问卷式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28 份，收到有效问卷共计 24

份，对居民不在家情况进行了公示的张贴。本次 24 份有效问卷均评价范围内居民，因此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具有可代表性。 

（3）调查内容 

主要问卷调查内容详见图 1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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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现场调查问卷格式 

    （4）调查结果分析 

针对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面临部分居民未在

家或被调查公众担心承担某种不良影响，不愿透露个人相关信息，表示无所谓态度。提

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能够远离现有建筑物。 
表 10-1    公众参与代表名单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住址 相对位置及距离 职业 文化

程度 电话 意见 

葛坳—埠头 220kV 线路工程 
1    杉树下

村（蛇

井） 

线路南侧约 15m 处 / /  无所谓 
2    线路北侧约 30m 处 农民 初中  无所谓 
3    线路南侧约 12m 处 农民 小学  无所谓 
4    田背村 线路南侧约 12m 处  初中  无所谓 
5    老屋村 线路南侧约 15m 处 农民 高中  支持 
6    

年丰村 
线路南侧约 20m 处 个体 高中  支持 

7    线路南侧约 20m 处 农民 小学  支持 

8    
平安村 

线路北侧约 20m 处 个体   有条件

支持 
9    线路南侧约 25m 处 农民 初中  无所谓 
10    上宝村 线路北侧约 35m 处 农民 初中  反对 

11    下溪背 线路西北侧约 20m处  初中  有条件

支持 

12    溪背村 线路北侧约 30m 处  初中  有条件

支持 
13    案胜村 线路南侧约 15m 处    无所谓 
14    山田村 线路西南侧约 15m处 农民 初中  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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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5    线路东北侧约 15m处 农民 小学  反对 

16    
枫林头

村 
线路东北侧约 20m处 个体 大学  反对 

17    

东坑 2
组 

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支持 

18    线路西北侧约 32m处 农民 小学  有条件

支持 

19    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农民 小学  有条件

支持 
葛坳-古龙岗 110kV 线路工程 

20    
江湖村

松山组 
线路南侧约 28m 处 农民 初中  支持 

21    营前村 线路东侧约 25m 处 个体 高中  有条件

支持 
葛坳-大林 110kV 线路 

22    
建设村

老屋组 
线路西南侧约 12m处 农民 小学  有条件

支持 
23    

大田村 
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农民 小学  无所谓 

24    线路西北侧约 15m处 退休 中师  无所谓 
本次公参调查收到有效问卷共计 24 份，持有支持 5 份，有条件支持 8 份，无所谓 8

份，反对 3 份。8 位被调查者表示输电线路尽量远离房屋，并在对公众身体无影响的情

况下表示支持本项目。建议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做好项目附近公众输变电知识的宣传、解

释工作；进一步优化设计，尽量避让居民区，减少电磁、噪声等环境影响，切实保障公

众的环境权益。 

（5）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表 10-2   公众参与代表反对的理由和建议 

序号 姓名 反对理由和建议 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1 凌玉活 

担心安全问题（主

要为雷电引起的

安全问题及高压

隐患）及电磁辐射

影响 

拟建线路设置了两根地线，有效避免雷电对附近居民

影响；拟建线路均采用完整导线（不存在接头），且杆塔

距离居民敏感点较远，有效地降低了电磁环境影响，边导

线与敏感点处建筑物的间距及线路架设高度（导线最大弧

垂情况下）均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

范》（GB50545-2010）中相关要求； 
根据现状监测和理论预测结果，3 处居民点的电场强

度及磁感应强度均可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故该不支持意见不

采纳。 

2 肖仁祯 

3 胡朝阳 

（6）本项目公众参与现场调查情况如图 10-3、10-4 所示。 

78 



 

 

 

 
图 10-3   部分公众参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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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部分现场张贴公示情况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在赣州市环境保护局及现场公示期间，均未收

到任何的意见。 

（7）小结 

输变电工程建设已经发展比较成熟，有完整的施工规程及设计规范，设计运行中注

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建立了完善的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保护工作管理体系，运行管

理经验丰富。 

针对公众提出的尽量远离房屋及在保证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支

持本工程：本项目设计阶段已尽可能避让居民区，远离房屋，边导线与敏感点处建筑物

的间距及线路架设高度符合相关要求。根据现状监测和理论预测结果，本项目居民点的

电场强度及磁感应强度均可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 

拟建线路设置了两根地线，有效避免雷电对附近居民影响；拟建线路均采用完整导

线（不存在接头），且杆塔距离居民敏感点较远，有效地降低了电磁环境影响，边导线

与敏感点处建筑物的间距及线路架设高度（导线最大弧垂情况下）均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中相关要求；根据现状监测和理论预测结果，

3 处居民点的电场强度及磁感应强度均可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故该不支持意见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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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本次环评决定不采纳反对意见，同时建设单位应当积极做好相关的宣传

工作，进一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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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建设项目的分析、对周围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以及项目主要污染物对环境

的影响分析等工作，得出如下结论： 

1、项目概况及选址布局合理性分析结论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拟在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新建江西赣州于都葛

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本工程的建设内容如下：①新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主变容

量为 2×180MVA；②220kV 线路出线 3 回，为新建 1 回 220kV 线路至 220kV 埠头变电站

及渡口—横田π入葛坳220kV线路；③110kV线路出线5回，为葛坳220kV变至赤水110kV

变 110kV 线路单回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古龙岗 110kV 变 110kV 单回线路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大林 110kV 变 110kV 单回线路工程、葛坳 220kV 变至银坑 110kV 变 110kV

双回线路工程；④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 入车溪变；⑤配套间隔扩建工程。 

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总投资 2594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165 万，环保

投资占总投资 0.64%。 

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后，将明显改善于都县的电网结构，对提高于

都县的供电可靠性、降低损耗、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站址的选址及线路的选线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开了居民集中区，并取得了政府部门及

国土等部门的相关意见，项目的选址、选线较合理。 

2、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通过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和调查分析，项目线路拟选址及评价区域内电场强度、磁感

应强度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建设项目各监测点声环境质量现状均可达《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 

3、项目施工期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施工期将产生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建筑施工中产生的粉尘、

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弃土等也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都将随着工程的完

工而自然消失。站址及线路施工期有生活污水产生，在施工生活区应设置简易厕所和化

粪池，运行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定期清淘，对项目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施工生活区、

施工场地应远离地表水，合理安排好施工时段（避开雨季），塔基建设过程中会开挖地

表，降雨会产生地表径流，因开挖面积较小，对地表水产生的影响较小，随着施工期结

束，影响消除。但在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执行施工管理条例，按照有关管理部门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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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管理要求和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措施，切实做好防护工作，合理安排施工，使其对

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周围居民的干扰。 

4、项目营运期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变电站部分：类比预测结果东新 220kV 变电站，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建成后，站

址围墙边界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工频感应电场强度推荐限值 4000V/m，工频磁场强度推荐限值 100μT

的要求。本工程间隔扩建工程不会增加站址内主变容量，建设内容均在现有站址内进行，

且新增间隔影响区域属于站址的影响范围，所以在现有站址内增加进出线间隔对现有站

址周边的电磁环境影响增幅较小。 

线路部分：①本项目 220kV 线路工程在保证输电线路最大弧垂架设高度满足环评要

求高度条件下，经过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最低离

地高度 6.5m 时，边导线 0m 外离地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10kV/m，工频

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高度 7.5m 时，边导线外 5m 离

地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的要求。 

②本工程 110kV 单回路及双回路输电线路在经过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

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最低离地高度 6m 时，各预测点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

数据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10kV/m

的要求，工频磁场强度满足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经过居民区最低离地高度 7m 时，

各预测点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数据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要求中工频电场强度标准限值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标准限值 100μT 的要求。 

4.2、水环境 

站内雨水与污水采用雨污分流制，并设有化粪池处理设施，站址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后定期清掏，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4.3、大气环境 

营运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不会造成影响。 

4.4、声环境 

根据新建站址理论噪声计算值及线路类比监测数据表明，站址满足《工业企业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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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功能区噪声排放限值要求。输电线路工程建

运行后，线路周边居民区昼、夜间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区

标准限值要求；线路经过商贸区昼、夜间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区标准限值要求；线路经过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道路两

侧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 

4.5、固体废物 

变电站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值守人员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

统一处理，含油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

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4.6、生态环境 

根据现场调查和向当地林业局咨询，本输变电工程变电站站址评价范围内及输电线

路所经区域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国家级、省级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集中栖息地等生态

敏感区。 

根据对国内已投入运行的多项 220kV 输变电工程调查结果显示，变电站周围、塔基

周围及输电线路下植被生长正常，当地也未发现变电站、输电线路对农业生产、林木植

被、家禽家畜饲养繁殖造成影响的迹象。由此可知，本工程建设投运后对周围的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较小。 

5、污染防治措施 

依据电力设计规程的要求进行设计、架设及安装，最大限度的远离线路路径上存在

的居民点，输电线路铁塔上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牌。 

建设过程要加强施工队伍的教育和监管，落实周围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期应尽可

能避开雨季，在生态影响较大处，线路工程减少对树木及植被的破坏程度，工程完工后

要尽快回填土复绿，塔基弃土应尽快按指定地点填埋，减少水土流失。 

6、工程与政策相符性 

本工程属于城乡电网建设项目。根据国务院国发[2005]40 号“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9 号《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列为“第一类  鼓励类”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取得了赣州市相关部门的支持性意见，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当地的城乡规划。 

7、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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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拟建变电站、拟建线路评价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问卷式调查，收到有效问卷共计

24 份，其中 3 份公众调查因担心安全及辐射问题而持有反对意见。拟建线路设置了两根

地线，有效避免雷电对附近居民影响；拟建线路均采用完整导线（不存在接头），且杆

塔距离居民敏感点较远，有效地降低了电磁环境影响，边导线与敏感点处建筑物的间距

及线路架设高度（导线最大弧垂情况下）均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545-2010）中相关要求；根据现状监测和理论预测结果，3 处居民点的电场强度

及磁感应强度均可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综上分析，本次环评决定不采纳反对意见，同时建设单位应当积极做好相关的宣传

工作，进一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8、综合结论 

综上分析，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赣

州市供电电网规划。本项目选址选线合理、可行，在严格执行本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规定

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是可行的。 

9、建议 

（1）施工期引起的噪声和粉尘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应严格按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的规定进行施工，切实做到把环境影响减到最小。 

（2）在下阶段设计和建设中，建设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充分重视和认

真实施相关环保措施。 

（3）建设单位在下阶段工程设计、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应随时听取及收集公众对本

项工程建设的意见，充分理解公众对电磁环境影响的担心，及时进行科学宣传和客观解

释，积极妥善地处理好各类公众意见，避免有关纠纷事件的发生。 

（4）在项目实施中应加强项目环境管理，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减少

植被破坏。 

（5）定期对输电线路进行安全巡视，在线路沿线架设的输电线路铁塔座架上应于醒

目位置设置宣传安全及严禁攀登等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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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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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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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所在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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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葛坳变电站电气总平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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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附件 2-1 立项文件 



·-rr. 

, I 
I 

-2 -



tiiffi~ftt}JttJN "+~1i" ~tJJ 
! ' 

• 



• 

2. ;lp tit 4' M t II! Jt '1!1: • !t iii t 11!1 ~Ht Jk .ljL • Jt tt is ,t. 

••-•~~~•• · •m••••~a•tt~.-~t 
~ !( -i- to ~Ut. Jfu i.Ht 7l< • • J~ 2 o 2 o ~ • ~ ilii .1ft ) JX1. !@. • 

*~··~~~~~~t·fi-~Jfu~·~~-#;~~ 
~ ~ til x ~ ~ ~ -~;lt ;t !lU>J cp ~~ ; FJT ::ff n o + ~ .& 1)1. J:. ~ P-t 

" 
!t~·~·l£t~5*••·•Mt4~···~~ 

~·; •• t2+-·~~~M~~--~~····. 
~~t~~•~~*•;*a••~••••m~ ••• 
~-~~~a~~~'•••~~•~•4~~ .• ~m 
toft .t-*1l.t. ~. ~tl!.l[~ftt ~ ~1t.fi£t.~j!J 100%. 

~~&~ l[~~~~···~t~~~tt*x~J~;~ 

Jit)'i'~~J!I ~ SG - ERP. 

(- ) soo 'f~t ll'l,. !l : 
1~Htfi!Dl!l, .alif.-Jt;Jlini!'J, .tilt~- ilfJ(I .. :u . 1:!1t. Jllll. iih't1w. llli 

IU 
<.::.> 220'1'-~tll'l,. P: 

1111 : AR. IIJ. A!:Ji. -bUi. :t!IL -i!-•• 1~£- iiiiH\·i'f~rlf!iA..3t~. iCJ 
13-Jtilll--b .Uiil'<it · :i*i!l:f.l, if<.-1*, .7J.;itf<li. M!-\l. i\'71it • .J!.;!Ilt, IWC!~l!L<J, i 
:Uifi. :t*f. -ll>t-lt. ~.u~~.l\:· ! 

.7J.tt: ~~-~~-~*-~~2*-~~~f-~*~- h~~-~~~~-~ 1 
'l'f".lilff"."!!i*!l3 

••• , lUll~- 1t~f. /"~f. f.lt<to' • •• 
... : ll~*. !1-ilff. :t.*?t I 
J:.ti!: i\llf.l!e~- J:.tlt~&tl. PA\*t!J, ~*~· flfJ:l!:., a-71. ~;il. iP:ftllH}. 

. ~~!:.it. i\'l'llb'. ll!+ll $ : 
!tlti: :D:~ • .:4; J. f?.tl. :!flJiltT -JI'I-i!i iii!UHHii!iA.ilil .. -ltiJ--b~lil tU7• ; 

-ltilOII\'t~Mt·t>- lliJl1 -fillllJ11-IIU~A.itlll. liT I\~. 1 3 . • II! it. 1ffflt. 
liillt, Blff", itlltt:. ~.fllJii.IJ : 

. - 21 - . 



••= ~~···· •A···· *Aili*••~· •••r-~-£i .• lt 
r·-~~~*'*fHtl1ltk.ft. :lf;lfil!iJ, jJl.})l, iit!J. ill ilf". ;ll"illltr. Jll./ltit. ~ifoll'" 

~'*' 6i;H\1fi.. ~;?tm·l!l!UHtft . ~11. ~}:ffli!.T.=.Wil!tll 
~~: *tM·~~~. ~~t.~~~~t 
!Jffl : $A. •ill;~. if£4l:lJt. ~M •. 11t£. 1.1S~.I ~~l e111.* · *l.f· fHI!!.rl! 

' t:: . ~j~!J'". 1<'\'lt 
, t~ ~•· l~iliAtr•• · ~~ili••••·•ili· *~· ~~.a•r. 
· ·;ni it . ~ J!l.lt I (.':.) liO'ti*II!.Ji!l lJi!l . 
· lilil: ~ill. ili"lf- lilft. Jll.li,iliU\'.$. 00#.. Fall}l:t,. t:.Uiilt$. 1-ll<lil.*· 
~Air !l:Dt!JI,. Jli.,IQl.~. 1!W. -*~. lit it. t.PB . ·UJt. j~ tli. :it Ji;. -tar. J!(:l~ 
-J,hHii. ~:f. ·UU~*"· ~-=-it'l!f.* · 2\"'"t. -:ft:Jt • .\'l,i;)·~l. ~m. ·~IS:. lH. 

1

11>4£. iiHf~-1} . M.liE;t;. -*·IU:.*. ;t~i/hil!.<ti. t:.m. ~il!i . .lllf~-r" I'<J, W'.it 
1r. ~~r.~~~r. ••r·•~~•· ~ili~•· &:t.-K•••·~•Tr 

I tH!b'flili~APB •U. llti.'i11'3lt.!,l7fltflt~~~llA.~;Hi. U:\i'Jtli!l T li-lk..f.l~ . tt 
, 1?: :>< l§ T 1U~Ht1o. iJ..::. /11-li lit I t.Htl!f !i A.;\; llB . Jl':~ -:t lU i!i ;It il1ll I~ 
: -'.:1}1.!!1 
, .iLK: iiJ'~ . jt11t. ,vt. iJ.:lt. ;;t'l'n~*· i!J)IJ . ••· *""· :=.~*ill.l!:li. 
14'·4f-. f'Ji!f , ;it$. :Plot. Bi.t!re*· ,i~:~;f:4!{1t;L llt~. V'ft!JJIIt, 1H. $#ill.~. 

l
m"r · ~*~.~~r. ~~~-~~~. ~~~.~~~.~w~~.Mo~~ . 
•.t it :Jt: jf, .::.. [§} t i!li 

. :t<it•: i!!il!!Jlt. 1\i!IB. ~;JI. o.:!l . ~4f-. ~;\'J • .::..~ ,: . <!'$. l".l!\if'.lU't'i/. 
l tfN!I(.t\. ~~it .. f<J'KJr, .;f<~IIHf, ~~~> ;I(UJU. ~$;ti;t .::..U 

••' Ht. 11*· i.>lt.lf.. !lil!lliiru. Jdi.tll. ;U.ttn~<Jf. lf~. !lt~·Jt.\11. . 
.1\i mJ\Ii' 

~·: ~ •. j • . -~···· · *~· ·~·•*·*•·*& •. ·~· · 
l
l.! lii · :o~. flt:<t:iliilf.~. ~fl.*.~. 1t1t"~~- m~tflf.t">. ~;e.. ~~a • . s'E:M. 
'-"· l*-*a'~· ~a;: . wtA. -t~nl!i . il:ll. av-t. ;tt.lJHt • .fl\1.:wf'. i!\.*'lfll". 

1

:-:uw. ~wit. i!!i~tt. AJ.IIf' . 'JGaliU'· g,,4<'l!(if'. X~r~r-

••' ····~· ~.P.SWilf.~.*tll·8•&•+~. ~~.MS. elM. 
*· J'ilill • . ~u. ~*i'll · JU.tt w. ;ll J:.~··**· JI;PJi. -ru.. #-*. tlt~. f ~ilL '*· l.ll:1•-li;Jll . $Jl.t~ . i;J>;Jttf'. •UI.il". !filii'. ~ l!l lt. /Jt~~· . .• >f-f", ~!!< 
'lt . ~i11~ .1¥-. 1:-Jll ~ T !i -1:; .t. IJI-#<lt 

-~ ~·R·····~H. SH. ···~1.#11·•• · *~· ~~. 
m~~•-•~m•. ~~~·.~~·•*·~~.~ft.~~·~"'· ~~. ~~ 
-f'll ili . ;ut 11'. ~ • :It ;s; ~&~ m• . :o .!iJ m• . ~ *' ll'" li\ ifi • If. f!; • lll :It • "ij; 111 . H lll1 . 
~•· Ji;J;. *~*-i~i!l. r~f!lur. 10:*if· :uit. 1l!.Attr . >twit. ~~Jr. ~it: 
r. ••ilir. ••w~•·•~••· •~•• · ••~• 

1 
~~' .aH•J. i!!>w . ~h~ . ;.)-jj;li\*· J;li""ll. llittu, . .>J<.ii:. r.J.U \ if~ ili 

~-------------------------------------~ 
- 22 -



• 

(A) :ho~#f~tf.~, .ftoftitif.i'lftt.t~ 

1>-l ~ ~~ '* ~ 1l tJ!; Jl . ~ ill! j,) ~ .f. , .f)\ .t& 51 ~ .:I. !li . jlij 

*·**·~···~·~***·~··ftl···· 
~M·~··· ~-~~ ~~~·· ··-·~-·~ · 
*r~••~•~· ~~-~~~s•••~••~~ . 
ft 1t fit ~ ;fl ~u~ ~ . 

1i 2020 ~. ~~ 41- ~X.J:.~AHH-\:;ff-~~1&.. ~ iii£ 

~ ~J A. it:li.~ ~ ~ ~ (ill! • ~ Hli\ ~!' i$0~ 1r ~ , ~ j.IT ~ il< 1}-# 

* !ii ~ ~ tl' ~ ~ ;l;\U ilB • * HIHI' . .bu iJc *lit: "5t ~ " A~ 

oc••· ~MM. t~~--~-~~•«••~·80% 
1>-l...l:.. ~~ 1£ t ll6 260 !L 1£ ~;jjt 1 o E 1-. 

( :lt. ) ~oft II!. 7J -If. +l tt-l-. :.t.f.. ill l:!..ft;iJL .. l 

1. ~-- t«¥.. ~~~-~-. ~#.Plh1tl~:if 
-23 -



 
 

 

 



附件 2-2 核准文件 

 



 



 



 



 



 



 



 



 



 



附件 3  质量标准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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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J~Uii'~~J&". JtJtlf?I·Ji£, #E -?U!f!. . R>1~\'3Jit·~ i5L "f ~, 

:r.u~•ffJ••~•:HJ*aa•~•A. 

:=. . ~:r.U~-~¥~-~~--~1~~-~·-··· 
.& 411:. • ~ fH~ :l.l 11:1 ~ ~ 1!5 i~ ~Mi.&~ >It , .1-li~:r. :q;:IJi if< ¥ ~ o& 

~~. 

~.:r.~~A~rr~&~*tl!.~. F"~:IJt~a~~~:r.~. 

Aff~ftftffl$~··· •••:r.a~fiMB!J~:IJiK9. 
Ji.. ~~/.t}5J!ilto&.f~~~~ 20 a~. ¥Htt.>lt/5~~o&V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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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MH+: L :c~Ht~-~3& 

2, XI1!.9~tli1#~0fil 220KV ~.$~ 13 .IJ[l"iftr~Lt;I.~ 

~~j( ~-t.*il ~.w, 

~·: ·ffl·~··· ff~~~-. •~«•••· •aM~ 
m, J\Hf it . 

2012 .1f. 7 f) 2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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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f";{:Llfi . 220kV ~;k#2 i.~if:l{:L;fi~ 7 ~~~r!!.:L lfi . 

( - ) II OkV i'ifi ~ illij :!Jtllit ~ ~ :L.ti 

·-~~~~~ftf~~·~-~-~-~~--~~~ 
fl\.1 &; W ;It , *.lYiJi~ 2x40MVA .}: ~Jl-1.. 

·~ llOkV t!Hll. I IEJ, Iii llOkV .liil~.ll.-li\tiJ~A.-j.il;-'{ , 

#Jitl-1\t liOkV .li)1ft~~ 110kV ~~Jb:lif~3(}{.Fo:i/Hr~~. *~ 

11 OkV ~Jb :lf·-if;i :!Jt~llll}. 11 OkV .li:l/k. T-.P~~JI}, llOkV .j.il; 

-il:lfHJl.Jm., .lf!.!El~i~. ~j}1;-iE: 12Jkm, ~i!Vt£!1'k 45 £, 

~ ~.bi~.)l] LGJ-240/30. 

:r.ifHHHt 3455 71 x,, ::n.'f$f-.i!i<:jN(· 75 71 X.. 

( ;::. ) 110kV~i4H1.-*~~~ ~!;!i..I'§-:L~ .it JlOkV WT~~1.*1f-5196~Jlll.21EJ, ~.!?. 220kV19tw.l 

'ft, ~#..1.-*if-51~. Jli.l:!iPx!El*i~, ~.i. liiH:·iE: 2x14.2km, # 
~~.£~ 85£, -\1-~.ll.;J]!:)!! LGJ-150/25. 

:r..t!.Ut)t 2716 EX., Jt<l'$f-.11M~31t 30 Jflt. 

( ~ ) 11 OkV .liF5 *51 ~I..li 
1i<.-'P- llOkV ;{M:lt 1 1' llOkV ili ~fiiJ IW!. 
i'flt nokv ~]I} 21El: M1t1ftw 22okv ~?£.l~::o1f-5l ~ 

110kV ~ill} I lEI, r.f.~3{hll~, ~.;\i..l~::O,Jf-~1 ~ . .lf!.!El*i~, !;li. 

Jill.~*. 60krn, !Hll.?HJ!.-*JlJ LGJ-240/30 ;fit LGJ-150/25; .Jt$.ljl-

110kV 'ft~_l~;g~gl ~ llOkV ~li.Jlll- I lEI , il!\ .~1i<.f-~, ~.f,i,.l 

i!J::O,;Jl!51 ~. ~1El%1fil:, ~Jlll-~{U5km , ~tl-*!ll LGJ-2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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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380 ~ • 

.I.if!L~-ftJJf 4520 lift, ;jl;.'flfii<~JJf 42 n.lt. 
( 119 ) II Ok V 4!hL * iJI ~!t.I..ft 

'W-ili 220kV :lt¥ri! H' llOkV llH~f"l Mi, l"J D llOkV :{ 

~J! I 1- l!OkV t!Hl foil 1\l/.i . 

tfiJ! llOkV f&~ 2li!l :4f!tli 220kV :Jt~4"{h[(jN~l}l ~ llOkV 

f&ll3-, .it&.~, iil"tiJ ~' ~ ;R, 1!} ili i!9 ~51~> 11'-lel*~, ~~1:* 

15.5km; iij"O IIOkV ~~1!J-ll.Ji!9~~~ ~ liOkV ~Jl3., .i!&..IUOJD ~~ 

~.W-4f!wW~~~~~ iftli!l*iJL f&~1:* 9.8km. ~f&~?11:Jfl 

LGJ-150/20, 1:-Sll.#J.ll:~.£ 103 ~ • 

.I..ftM,ftlrf 1sso .n7t, ;J't.<f->r-ii<t!l:lrf 26 n.lt. 
Oi l 220k v W ]ij" ~ .lf< 1t ;E.~~ ~I f& .I.ifl 

WiiiJ 220kV :JttJi)ff]t21-220kV J'OJI\lli, .Jf-1t~~I J,5Jt]t 

21- 220kV f•l Jlki • 

.tJi'Jt220kV f&Jl3.2121: e!J"}>J~~.*ftc$i51~, fii.J~.:R\21* 

~, f&/tl}-1:* 2x9.5km, ~!~J!Ufl LGJ-·240/40, #ilt~.£ 42 .£ • 

.I.fU-ftJJf 2774 7J;t, ~o/.if{Jid~:ilt-33 7i7t. 

C*} 220kV ~;t#2 .i.~~tlt.I.Jfi 

220kV ~Jt~Mhl1it-T%4'--i-#it.ii.~~J!;J#J 6km jl:, E.~ 

150MVA .i. 'l( I ~ , 220kV 11:1 SJl. 5 !§l, II OkV 11:1 f& 3 !EJ. -*jl)j 

jf}t 150MVA .i.:Jt 1 ~, jtl}J~Jvf;i 2x7.5Mvar • 

.I..ft,~-ft:* 2494 .nfr,, ~o/.ifi*&:* 61 n.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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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20kV J:$-;k#2 .i.~f'j.jti.*£ 

220kV ;IJi!. !k ~ frM.ll:1ft -f~1H 1); ~ 00 .fl-~ .!k ~ ~ .1A#W i*i ~, 
E.~ 120MVA .i.~ I~. 220kV lJHli. 2!EI , llOkV ~!Hi 4 !EI . 

*}\lj tt~ 120MVA .i. ~ l t , 3EW~H~ 2x6.0Mvar. 

'2416 ]Jjt, 

=· ~t&i~'l!tffl/51. 

~LW~~IDM11'J3t~'IH6~*a~ «!Jt!Jk~it~i~:~-*» ;J{»}l: 

(- ) *~~~~~--&•••·4~I.·~··· 
5.8V/m - 724.5V/m, I.!~Ji~-5!.7:J 0.06i!T -0.72f.1T , ~~'W)t 

((SOOkV fill. ~}.f. it:t ~X~U,,ijt~_M fi'!Jt~,.t.] l.if·i!f ttilt1% 1g)) 

( HJtT24-1 998) 4t.ff-ft: I~ It·~~· 4000V/m. I.M~·Ji)I 
l!i\J.{ I OO)J.T; r .ff.Jiil!E.&~6 ~ ~· .~,t£ 0.5MHz at 3E t:!l. ~ -f:J:Itfi 
liJ 35.8dB()J.V/m) - 4l.l(f.IV/m) , Jlg)WJ)t «i%./I~~~~lli.!E.~ 

k~ It f':J:It ~rt'fii» ( GBI 5707-1995 ) t.W,.'iE~!Ht: liOkV ~.II ~f,lt 

~ O.SMHz Jtattf':J:It~{][J\7 46dB(f1V/m), 220kV ttli~W-11\r 

0.5MHz 3Ea~f'tU!t-fiD:f:J 53dB(~tV/m); ~ ~i!J;!iJliJU-~t 

~$ .~ lf-;IJt 't )IJ% fO] liJ 39.8 dB(A)- 47.5dB(A), 1~ frij .J\7 37.4 

dB(A) - 43.5dB(A), liiJJt ((~lf:l)tJVt"iit;j;f,>fl}) ( GB3096-2008 ) 

:tl1 U~*]l:r $-lf:IJt'Jii-Jl'~i :5J:#>/t}} ( GB12348-2008) Jt..;Jt. 

<~l•~a*a~Jll'~•~***••· ~-~~~ 
~~~~~~lli~lf:!l%~~~**· 

.=..~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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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I~~S¥»~9~~~~-~A •. 
~t•~~. •ro~•~~*~· ~rr~~~~~~~~I~ 

.Jt•~·~· 
11!1. .xtrYl" Eil 4-I§ ill rr~~l¥1~ * 
I@tA~fi~--~~-.~~~~B·Jit·I~.M 

~~-~~-*~~~·*·••I~. •w•ft•••· • 
1ii ij; . .l ~ ril , 1-H rjf ~ J.t 1~'dl' Pi ffi. ~I iff~ fi .Wl a~~ :l;t A 9 . 

-~~--~•**•ws~.*~~~-•~•~•• 
lliiWI ifi , ~~iifi. 1.1./e;-j;. ~ ~ ij;~~'l*-i"' ~, :1f~~:ltA 
1ft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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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附件 4-6 



1!1.tli 220 f"i!t~:Jt ~.I.if.i. 18 1', 220 f-tlt~ ~ !&~ .I.f.l 3 "i' , 11 o 
t-t~t~x ~t.:r.~ n 1-. n o t-1ftt~ntg&~.:r.f.l31'. ~/,)~;.~.:r. 

~- (~EI.I..fH!Iiti!t-Ji!.f>ftilf), 

=· ~EI~t~~·····A~* 
<- l 1t 1t~ ttrfi-*'*ft~ili.~tit 

1. ~~m•~~•5•~-±-~~4••~.#~•~ 
;%_g ft. II-*'~:li!Ji!O!~ .<!.Z. ~:lf.% ~It'~ II~~ iU.~/.!:l iJi., '!±~ 

iP s*J &>!CP.l ~T rti\U t-:: /.!:l a. ;g.;Jt EI!!.PMJI#: rt.IE ~~i!Hf:r)J liE 

:!tfl, i. !.IE~. EE, El(. t~*')XI.;fJL~ $.~i%f.l:lil.$ ft.{~~~~!$ 

?t $1:, , #-1tfft II liiD ~ft] lliliJt 111 ~<!t~ ~t\!'jj< IJHP~ i t >liT. 

2. ••zam.•*-•· ~--~g. •f.%ttfi. -~ 
WJ,tw. ~f&-f* j.F>g, JXt:;'t-~_iji[ • .it~!ktt~. ~'*-~a:If~HPg, 

~;jlt~lli]~$# . )j>"f~#~'tf-!i~~!EJ~. tii.~~*ffl~~* 

••· m.ams-•~~Rs. #-*•~~·~fi~t~l•• 
••~.J%1 . 1±»:.~ •;ru 1@) •~·oclfi m.*m :tt.;f!lfi.:fl~~~; -*Jfl i!i
§.1'}-fFliillt. ~it?!t!1Efi.i%:JiF~~ . ~!J.>-1lii~I~~:%. tV& 

Ei ~ ii n~ ~ ~ tlt €f.J Ji¥r ft. 1h ~ ~ ~ !3 #. ~ 1!f! m o-soo =t 17t ~ 

~~rt•••*•*•a»w~.•·~·~~oo~•~•I~ 
i%*'~~~~at•J!ii%D;-&ru~:i%. no t-t~t••~~~~!ii;ll; 
~£J9i:ifii8( $. ;k-T 9 *· 

<=> tm~MP~~ 

~fi-Jfl.I.Mtt • . IMd •. X.~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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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1Ht1 J!iHif, -<H: ~ m r ~ .* ~ !¥ Eltr ~ f#.t ® hll Eltr iJt %7ltfl,x. &.-~ tf.J 

~~.~~~~~~1-~*~~~~. ~~~~~~iX~~~# 

~·*~--~~k~~ . +~~~·-·~*·~-~~ . * 
•••~·~~ft~•~•t•s••~-

<;. > '*1''~~1l0is 

~Jfl f!t'*l'i~-tr . .:i ~JH~S0-il':f\f I. -'f}jlf ~ .P Jl:, .?ltJ!Xqlf 

~--~~~--~~~. ~~.r~•%t4*••fr · ··~ 
~~-

( t!!I)~Jl<.%~1\0)5-

··~~~···~~-- -~~m·••••*~'m~ 
~f'JJ<."ft fill . &liS"% JKt.H~'&tc-0-~tt f.J ~itm *· 1 ~JI..Jit·x·.~ 
~--~ ~tmQt•I·~-~~M••••· E6MJit~ 
*•~ ~A•~-~-4•~-m!f~-·-~=• ~- ~ ~~ rtrJ ~.,a , ~)U )!'.. m-6 t!::l ~ ti,X._QIQ )H1~ J!:! itt! rtU YS ~~';.X. o 10<. Xl:E-1¢ itc 

•~~••~«•••*tt*•~•· •~.r4=*%M. 
( 1i. l ~.I.~ ~Pl. 1~'dP 

~.:r..~ f"l *-·@·J'!i! '?f~F~.:r.. at!"l *"P~.I.;lYL~El\iiltfri. iA.1f~ ;i:; 

4·~--~·-· llO~A.:r..ttR.*a~--~-~-Wtt* 
ii;J ~. * .* ~±ik l,ijtj> -Hi!; 5 ffl.f"P ~:i'J ;fc. *.!i: ~ 1f ~~~ ff, IH: 

ffiH'HE~~·~· JliJ.Jl:.Jk±*J!t , ME:.:r..~AtFo, ~1!±:1!ta.:r..~:ll!i 

if.J~ 1t . ~1t . i'<1t ~ ]§- ~.:C..1'? . 

;..~§~~fi~-.:r..-~atr~-~* 

< -l~~~~***·~§·~~MF&~fi"EaE!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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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KdP'\II:.i{~ :F~~filiJ at'ihr. I5J et~.:I.. 1": !r.J'iiA:(~.Jil" a~ 

~~~~-~~~·~~. ~~R~~~~~ ~m. ~§ ~~~ 

~firt•~M~t~&.•~••t•••<~Bi8&aw>.*•• 
~ ~ I~PJI!. Jh;J!t jt iiiJ :~ • 

<=J~·~~~-.~·~~ftm~~·#~~.::r.~. ~ 

~U!C~i&?t:~~~l!?.ih~::i: 4 f-ifV:i!t < ~~® 1. 5 *-i!!i l ifg 

~ .® Z~:~ Wl 1EA €f..i ~$t1il Ei i-W- '.ffit, * F {~ ~ IU:'IJ ~ ~Jt 
.;li-~~J!!Ff :iU· ~. 

<; >~•~~~~~•- ~§~~fim <3~A~~~~ 

~~~~ff~~ff~~~~~~~~·~~~~~.~~~~Fo

$' @~..>-..iEJt~'ir . 

lZ!1 • ifiEJ i.~:E fi {tg ~ 111 # ~ ~ ;jt 
I- l t <'JUUt : 1!!.~-W~J.t!i/.·~~~~ «soo f-~.l!i~.!£il\. 

X t~« if!.~ ~*.t:t:f;ll~'l'Ji"'ift.Jt;!t~ii.» ( IIJ /124- 1998) J..t.R 
{1\j p~ {!, 

< = >~~~f~: ~*~~ «~5~m~~~t~x~~ 

I tUIUl» < G!ll5701-1995 J ~Jt~i!a1t. 

(;)~?: ~~~~p~~~~«~~~.:I.~*~~~~)) 

( GB1252 3-90 l ~;Jt . :if. ftM~ lii!.Pft:i!L~ :l\\J!' !i&~~~ «.::..'l!~ 

.'l!r ,w.~J.Jt'lll? jj~iik#>li'» < GBJ234 s- 2oo8 > 'I' t-m!li#l!, fill !ftij'i 
'l*J!.JiEJ!~IK~~ «~•fH&.~.>H;t'i;t;f.i:llt» I GB3096-93 l *DS 
>}j lie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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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Y l ~*-: :i!E..:r.iYl~*-~'iHT;t!f~jJJ «75*-!:i'.g..~f:il!zw 

Jl» ( GB8978-1996) -~*~~, /JilJJifW.. 

,li. *'t~{% !f;j{ 
1-l~§~~~-~~·*MI«M~«a%*»·~~ 

!tiXP1~. %'J§t§~i~P1~ - ±1!!.%. tJij}.iifr , ?!<m~~~&ifl-75~ 

~ :Jtr~ ~ gt 9:. 1li: :k ~ it~-fU: iii (.;}~IT ~ 1~ .W. ~~-!it f* ~ il' ~t-'} 

~-~~~~Z8~~~5~A~I, w~~ffl~~~~~·~ 

iUr !f1 ~ .W.~lf:!Jl.1~'df''$ j!t.f-~ . rrlfl*ftll ~ * '$ tH 1'fia~JT 
;/&-~ . 

I.=.. l 8 iitlfli1<1\:~. 1iF0-iilS11*~~J *41t;[Fo 20 1-.:r.ff 

8~. ••*~~lf••~•••••~~g•~••· aw• 
ft-~·····§~-A~~fi~Bt1\:9~-I~ ··~ 
~--~~-~·§1~-~-t~lf~··· 

iit11f: r.I'ff"5%}:1-zl.aJ 22okv .fl;?f~ 37 ~t..'tr~%.:c~1nm.. 

~.fA·~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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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I' : 

, .. JYiXLV'i. ~~ i't LH..!HHH 1: •1•./)i >t ,. 
1}!111 g{~ t.it·IIUI~. I&·!Hii.mf :L 1£1~ Jll. 

~ i,;._) (i .~ i'H~Ai', 

22UkV ~~; 
1. mi411 \'!Htl'ill'lf.~ o ~Ji:f/i ;:(2YI,<U-300). t.!.~H<~ I.Skon, roq llr.!< 

J. :t'VttillJt 14~gs Ji IN !tHY.. . .tJtA.I... : k -\! 11' •t . .!iJ • ~J.'.( : i!i911~MIJ. 

~ .'.1Ji)f 
;t . Jt 'I'Ii'!t·liU't 203 2. illi 'I-ll !'I Xl t>l .lr~ ,, ~~:lf.1Ji ~ ( 2' 1.01-2•10 ). !ll!'I: IUJ: I .Skm, fili J,If 

1ffM~.tJ { f~Hfi-tt ]j if,, ;f. Jill !if it :i :UL »: ~~!I; ·~ • ~M. : li'tr:t ot.!iJ, f,$.-J!,o.: "1111<:<1!.1! . 
I 220kV fh ·~i1/i j} , ,. !/i 1.1! 

f\42•1811MVA. i&Jiil IIDI<V !l.l'li: 
:P:•I•.:Lill i!i !il:ff ;If )•180M VA. 2:20kV lb ). IIQkV !J<t\':l' lE M/l/J o !~I;} \ 2<1..GI-2«<l l. !.!t ~·~Jt. 17km, r>lli$:R 

~-~WI4 liil.iUI 61iil; mr!tUi!; ~ ~;/1.: ,;!:;tr~. ~ .oil.: .J,I;');~d,!.:l/r. 
1t r~ I IIOkV tUtJI,;j<Jiii61i'J . 4. IIOkV Jit$f:A'l1~. o~lf!!oiU~ (2• 1,0 .1 ·240 ). l~l'l;-1<1~ s.SI<Jn.»:ml>\!1 

.iii, IW 14 ~J . 1.~ . 1~/.~.: "''" Jt •1•. ;~ • ~ .\~,: ~i!/1 :0: oi!,>l;. 
;). IIOkV ,f.i!f;tl:o\i;lo!Qt o!J;,l\1 < 2' 1.GJ-240 ). !U H <Jt 4.1km.i.tlll#il 

' l:t. ~Ai.: 
nilkV!I-ta 

:t.:IJiJt~•.tk . ~S. : Jt:J.!h}:B,;.Ii. 

.. I • IIPUI;: l i.ll'i ~Ill;;) 'Ji:(2 • LUHllll). IJ;.J'IH<: /Jl: 3 .51un . XWJ JIHL M 
J::JH\i~lli 7J 17625 71 • o/i. , rlilJJl:. t:H.: Jf.i-\1~. 

iii/;\ ljr Jt. , .lt91.H'HHt248 1101<V!,tlll\ 

ill.\llii )\1 ({~.Hi 7i ,1J,. *~~~.It i;; !JI. 2- IIOkV ~.JiltlJ~,!.t:JIW~~c 'i[J~i!lljl: ( 1.0.1-240 ). fjl. ~·KJ~ 

2 220kV lti fl * f .. iJ til~ 
~ 11(130MVA , ~~I 2~km, .!fi..IQJ ~t ll ;\l,"\ : J#;;,j~ . -*AI. : lUi~. 

:t ·l~J.t~ IU1£ Jxi80MVA. 120kV :h ). II Ok VI". tl> di!li 10'! ~H ti ill: t:J 1E .14 >\1 :iJ.: ( 2 x LO.l-240 ). tl.lfd< 
i~;J<i(lj HJ. i.!!J\11 H I: I( I km.l'l J'i' .It E'llit i.L I& A: .'li'<il$.'11.'. ~.~: 1!);';; '11.' . 

I!) 11\lkV ;J<Jl!i 1!1 . li£1111 4 . lll1k V~ ~ iJJ.iiflf ~ ~~~\!ill ]it f~ ill -9: l 2 x I.G.l-240 ). rHH: 
10 !ill . It I km.»: 1!'1 !!; i!l . ~l,•. : w .1).1)~1#: t l ~ t~ ,\11. : JUI 'L 

s. II OkV ~. Jil t!J IJf ;(! Ji J.\lf ~~ It "' ru. Jl\ i-\1 j: ( 2 xJ.GJ-240 ) , t&m 
·K;;C; I k"' ,~ 1!1 II; il . il!.J!;. : ;l( 'J'- !!,Ul;.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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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kV !1.1;: 
I. 220kV !J).~ 11f!/i·1:l' ~I i7:1\:!,1. 1\'l!li' cJ I!l\;\'.i~'l· ( l >I.<J.I-240/JU ), lif~ 

-1<& 171:oro,.!(l'!i!:i~ . IJ:,}.;,: ~t.,.ll:. !H.: Jilt.l~j{. 
2. 220kV !9, 1;\~~~t.~:; jJJ,I):.\:~13 I 2•L.<JJ.l40130 I, lil'IHi.:llt l~kno , :l\ 

!iii~ lJ: . ;1U.: .W.lt t . ~·· ;r; .Jfi 1:-
•.iii tHHH'f 17676.l3 T! 

-. 1 .. \: 

;it. ~··l· l1>1\i·lltff 2JC. 
llfii<V !'l~: 

liii;.. * JIJ! 1fr.M! H !!'. 
.). 110 kV !'-~ 7i~£·V1i ~ i\'ll!tt1 ill.J,oJI,:t;UJtll', • l.il.l-2•10). ~.~r·*~ 

220!;.V l'.i ;'r 'k'* I~ 24km.lx l!l\W tt. 1~/!. : M"' !).llf, ~A.t: ~~'< '*'-=" . ,,, ·./( ~.ltll; w lni~J~, t(J.t -IJI2< 150MVA.ieMij 
•• 11 0 kV JiiH.'IJ:/<:f(!JlJ;'fo!tJt:llt~.I~HII.llf ( LGJ-24U). ll'o.~i<Jt 

3xi50MVA. 220kV m :t•t .. L.fY. tJ t.ll:i<!~J 4 1!!1 . ·~)~) 8 1!!1: 
IOkno)i<I!!I!J<l.it. ~i'. : ;r,jf, ;A'. j:} .!i,: ~:It::!:. 

5. II OW .\l'i,Jt.t ¥* :J<'Ji Hll «;_;:tit ill: 220kV ;l;,jG~ !Ji.~l ( J.G.I-2<10 ). 
II OkV il!!~*Y,J 8 fill, !~lfoH:/l l(okndillll!Hk: ~#.-: II OkV iltl~'t , i!-.0.: 220kV J~j~ 
;~ J~l I() ~:! • '.0: . 

6. II OkV JH-dJ ::1:£ l lOkV \>R~t~!J!.~rt 1H~ 220kV ~:1~>;1:( LGI·240 l. 
<~. Iii! '"'§. 12km,mi!l ~l!X. Jl~ ili: ~-'f· J o ~. !}.~: 220kV ~~.j~~ -

7. 'liiJt\IY.:t.'l\4!-iodi 110 kV !li,J;\ ( LOI·240). !lli>1H<:I.I: IJkm. '~-Ill~ 
IX . U.&\: .ii.J~;: . ~R..: .fv;)(l1'_. 

2lOkV ~!!}: 

Ylt?J .·::, ~u 16697.77 n I. alil.t'P'-i~'LUOOkV ;'<w ·J!::tl.~ 12•LGJ-240130), i\~·K/~ 55k•u· 
ii;, ~~·If. i!l.j:<\\' 132 ~llll~oc. "'-~ ' :Nt.;:. jj:,o!;,, 500kV :k tLx. 

l20kV 'If Jjji_,, *Jtii~NiU'!<A~ I lOki' ~.lllf : 

IS '!< 'I(~.~ ~~ 1'r 11.· ;~ '};.- tJi it ill. lx150MVA , ~Yn z. ~ ;~:<'ii~ ;r.p m•~t:!!-.111- tcoJ-240 >. 111/H*!l: 17l<on, ill 111 !i: u. 
J.: •I! _L.{t 

f;.;.B- Jx i50MVt\ . 22(>kv m M.k.: '!Hla: . til .~?. : 7i.!IUf . 
tl<I<JIJI21i!l. iiillli 41!1: J. II OkV ,~ i\', olJ '1:>11 iiM!<tt oJ ii1 ;\';~,'9: >~1m I l.GJ-240 ), 1.\J'iHtl!t 20km, 
llOkV .il il/..f; Jill 5 1ll , ;~om~~ All ~ · ·u~!lk"' l'll.i: 'f. Ill 1t • 
~M 15 1'1 . 4. IIOk~.* !i; ,L :i;i-:~·~llllllf f~ oi!l;•ld~x ( LGJ-14(11 . 1\J.l*J~ !Oktu. 

; ,; l.o I· , • '"... ;< I • , :.;. ,1; 

I- -. . 
~fl.tllt~ i<JJ5J.()fJ If 220li<V ftl!f: 

220kV '!' 'l' l(l .il, ~ ij ii;. }t, • l• lH~ lit* 231 1. jit t> !(.1ii. I~J'J'.l'!J<J;H2s i..G J-240l.!HHUit 89km, Jt•!!!i!'i!&. ;!>},,!;.: 

16 ~'~~~t~ ;r. ~i ll!.:i<i i.l~ 71 X: .: :UII~flt:t)I'!J, i.i: 1:1~. fl. ti.: l,ii1J.;l. 
?: ol!,;ac.'fl ~~ "" 

I X I ~OMVA . ;~ ji)J IIOkV !i)[il: 
Jx i8UMVA. 220kV ~~ 2. ·l ·iL;I:JE'i'olll:~lll.l'/'t. t\ *-: t~ 2x4kn1 \ LCiJ-240130 J, ~{lf!l~·i:t .. ~ 

-·· 



~~:l<J:IJ L !iJU.!m H !l: 1~. /J l~il~. !\'1~7.J .?Ili:S: . 
II OkV IIHJI.*JW 4 l!i. J, IIOkV li\1~>~1' iJt~.)~;,lf¥;7L:I,' , t.'lc~<~J O.Skm ( U.U·24(Wl 0 ), qtl!;) 

ii!JUI 10 \!!1 . ~t!t_. ~;.:0, : ~~~~! !~tt!t r,2 . ~ R..: ·1 \lir.~. 
4. II OkV f~.~ 'l' .ro iJHHt;Jil(J iJ.~ , i.!. ·~ IS 0.7krn ( LOJ-240/30 ), itt 1m 

1: iL Ai\.§.: 'j';(o!,l."'ic , i!' ' : I~ iL ,f 
~ li•l!. l >Jt U .iHt'li h 3~6s 1i 41 ~~ l20kV t\!11-: 

17 220kV ~ ~1L1l1 .tilt 
j i; . J~ •I• .ti· A\ !H< 42 

I. * f;;!: ]i ~, .,,,~.r!illlf . 1o·i' 16-f. .. ~R . JP. \liliiiH~!lil. ~t!.*JJJ /1 ji,. l 20kV 111!3 . .<1< WI 
tli iii. !'If J.. 

2 1~ -
LGJ·2411'30, ft~.~. : ;k fill:' ~ .1<: :il-:,r ·~ r . 

f" . '· 
~ g .1\ lit* Jli SS52.J 4 now il.lll: 
;G . t> •r ~1\HHt n / , iJt J,0:. 1\>./?E~~'hll ;:i~.Jll \ll' O ·ItA f.~~~ I&)}. ( 2sLGJ<VIO ). 

220kV ij 
li :it. ;i.JW iii i.ili.:t.W. t~lf· ·~ Ji /..:-~~' ~.<'!. : /J:Pfli. )'/1 , lUi: :t: i!l1'. 

IS ,,r,j illl61 -HP.*i~ fii!.l: 'ill l >~.. I ~OMVA . ~)1/J U.OkV ~. Ill\.: 

'( •h. ;I: !'I. .!ttl! 3)1 1SO~VA. 220kV :U I. i>l i'Ji ~3UIJJl:xt!W.fl!l: O I}A l= i.\\~i.J,llf , ( LOJ-24013() 1, -'f'l!'!!!<tt. 
I.'VI< Jl!l 2Jd . ~)'}) 4 0. !.Uf~ll i>lll. M.\-\1,: '~/:It~¥· · ffA:.: .f-;,1\4: . 
II OkV UJIJI, :.l<J(Jj l WI , 2. if- If.~£ ill .t£ :!:tUf. ( LG.1·2•101JO ), :lll1l ~ i!l:. f!<J<H< IX 4~m. . 

ml~ls tm. 11,$1. : -- l!i J1 ;I(. tb> : f- 1!1!.1?., 
220kV {!. ;L .f£ ,'!,JX ~ 45'17.<1507 

19 •a ¥- -': LC:;jl Bill! li i( .. Jt q•JOI!l~'&' 91 
1. qlllf.''f .ljJ:{H:!l\Jil.(:!x l,OJ-240110), !~liiH'<:I~ 371uu, Jl. tm !!<'it, J!, /f.,: 

j\\;t{lll!>, 
7i li';.220~V !J<llf 11'1 . 

ill·'~~. i!/-.!1.: J:f,j!Jt 
ffl. l<f J;,ff 

llOkV l.llJi\ : 

\1( ~ -~·lJI: !Ifj!) 12320 7i 1. J~ 1h ~i<J.f.tli :i:!S.lif. ( 2•LGJ.240 ), JDI # »: 1'1 <JI: it . ;;jt )VI ~III~i~. 

:li:. . ll •I• .q; fl\.JHti 152 t'<IH; IH''Jl, ~.Jl>, ; 'fill~; t~.~~. ; W.~l ~~ 

llOW ll } j )L • .:t-lllr. ~t:£ ~tm. 
2. 220 'f' U:IUH~ r.;t D *'},ilf<U. :t 1,\~ ' ( WJ-400 ), !li..llif'* !lUI; 3 ~ ~!. 

!&Ill~; !P: ~· 11!1 ~ " - • k'-*· : lit " !!\ l\1 ; tU.: •\'tdf 'li;. 
20 !•1 >}:"1 r 1!- ~tl!JYi'l tN ;.tt ~~ LxJSOMVI\ , iitl!l J, ihh :it lUl' D !I:i~ll't. ( I,GJ-40()), tUII* !t!:'ll.H> J. , J'P.J1!1;'f.ijt, 

~· )ill :II: I~ JxLSOMVA. 220kV :~ 
l ;.ft :r. :tIll !)til': Jill 6 Ill ' ·J&JIJ! 8 1"1. 

;4;1;.: i!{P~ : ~A: b$ ,~j(. 

ll OkV ~j i\\;1<1~1 7 1'.1 , 
4, lk~l '.l:>I"tt~:l:!lJ.l'if . (lxi.GJ-240). !.ltlif*l~f.J 14 1>JI!.. -~' lil1,!!it . 

J&Ji!I JH<I. 
JM, : #)l! ;ol:.: ~ J.I. : ~lll 'lt. 

s . \Yft~JJ ~ J:J~ r,. $ .. r ;« li!l t~. m. . JY,·Jt•ll:>t-•~>r ~ m6..m :.t.<lL 
llUkV !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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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 4846.7 J) 

j j; • JN Il'(f.!J! * 9·1 
II UkV~.iJI /i )G • .:t<JIIl~ij l:i!:t~!.l\ 11\lkV !&~: 

25 '~*~ '.0: $-'lk ·11- ~ij II! ~ JxSOMVA , ;;; Jill 1. wUJIIi:!O::i\\#<!1:. ( LQJ.JOQ/25 J. !~IHJ.O 4..'!1'. · :!H>ll ~lL Ji.li.: 
~~J .{1 3~50MVA; IIOkV f!i. ~'ffi '/i. ~1- .li.: ,j(t~j;Jt.JI<~ . 1:· ;l<Jil 2 1<1. iiiJIJI 4 

!Jii 1!.1.'/,j~';i 2742.06 7i 
ji;, ,)!-'1' .q; 1\'dJI. >1- 32 

llOkV •jJ fAf 1i ·j[j. *lll$i~.l::£ IIUkV !,9.#1}: 

26 ~ ~.til -l( t.~~ tr. .y. ~it t x2~{\·IVA ' i& J\11 I. II Ok V Jjl.lfl· 'Nl ~ " 'if A j!t J.\1 ~ ~~ !If · !.'l.!IIH<I~ J.S ~lll I LG.I·2'10 ), 
•11..:tfJ l x40MVA . II OkV I& ~(li!l ~·(1:. ,\~,.~, l~ l~ o?J.'-ilttl . !$ .11.: t;·Jt~. 

Jilf, ;;ll(Jj H I. * Jiil 2 
lill. 

}Li'tl!l J:.flAHJI:;'f 1550 TJ:ii; . 

IIOkV il'i/JI 1 t . ir I! JN"!'I:HJ:~ 12 JJfr.. II OI<V !l~: 
27 ill~( •I!.:L ~}i:l!f?,t IIi ;;.I!. * lVI t\lt ~;t;!l. ~~ I. }\•>!1:\'.li 22UkV1/i jt~ . ( I.GJ-241)/30), !~m-t·IC: 12 .9~]1'.. !til~~~ 

~ 
I.lklilli! J..-40MV,\ l& 11! iJt, ~,!.~.: ;1.:.111'. f'*'l~: j~.f j', 
~VY/ !h ) x40MVA. i IOkV ,:Ut~ 

'" ) ;.f<Jii! I ®. >1#1 2lill. 
:Cftl\\ jQ ;It 34>9 li )i:,. 

IIOkV I" 4' r.t-.Jl. ~~ •I• Lf·~lltlil 52 7i fu. IIUkV tH/i: 

28 .!!,;!( oiJ11r tr ·~ :li.f.!: * JIUl Jt ,j;_ 1: l,l!. ~ I. II OkV 3i 1b iii/" 4'1HI<l'1t<ll: t:r ·ili!l, :f. o)J Jl: . ( I.G.I-24fl l . tllt>-t<lf( 

:ll. •I!.J-i!! M 
J)(40MVA iii m l x•I.Skm. »liDI$i:ijl. ~.11. : !!J:Il !.i,JI; , t.t-1!!.: .11, :oi dJ ll: . 
3;~MVA. l:~kV lJH& 
#~" A'2ffl, lit 4 S . 
:LlH?·&lM 2.137 Jijt. 

IIOkV 1:.~ ,II, .P tr. n: ~ llf n 7i fr.. IIOkV !$.JI.: 
29 iti~oilli J:t~ •lr ~Ht 

*Jii!~ lt.i'.Jl:NI.jj) J. ill· ;!I 1. II , , iltio,t,l;, ·11- T !Jl - Li!l ~l !\\' . 'I IMJ<>Jfill 'IHI. llOkV <1!. 

tl!.:L.f1 
l x•lOMVA, i.i J\ll !JI:l~ 'IHi.JH~M', !JI.liHU'l 1.2km. 
3•40MVA. llOkV ill; ~l 
!!;I;:WJ 2 1~.1<JVI 21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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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 



( 2 > ~m1>w u okH'!:if: ~t :r:.'f! 

.rjl~ f*J~12.i~ : l l OkV 4-#J ;t: ~ Yt. I IOkV 1:-.1\.~ . l lOkY 1i 

1:- I ~:Hu tlOkV 1i1:- I I t!L 

11 Ok 'I 1:- j\\j 1: It!, ~.~ : 11 OkV ± iti 1: >E.~,!; )tJ ~ f' ~H,l; ' :H!. ~~ .:r
!999 !if. ll Jl ~Jt:., !Jtfj"j:~ 2 i;, 1 ~_:E :Jl:~i:~ 40MVA, 2 ~±. 

~1$-i:~ 31. SMVA, 110kV i.IH~ 3 UU. 

llOk '/4-;ld~ : ~T ll OkV~i$11:~>-1;. k_'f llOkV ;ktfw;if: 

>E.1l;, ~* 26. 96lkm, J;j1i.4-ll#% l ~. *1R~.tf'.IIDtJ<.~. 2010 

"'¥- 2 tl ft:ii. 

llOkV Ji-1- 1 ~Jk liOkV 1i1!- 11 ~: JI&T- 220kV 1ilY.;1til!.~. 

Jl·f 11 0kV4-ffi5.1:1$J.~~. l 10kV Ji-1- J t,li,Jk lJOkV li±Ili.J<.#:IJ$-$!3 

~(3 ~) I. Skm T 2011 ~.l!lt{lf.~ lUt;iL Jt::fit'i-l.if..W~ ·lk. llOkV 

11.~ J t.'t.~* 3. 44lkm, 1 LOki' 1i4-11 ~~-!.<: 3. 3knl , 20121f 4 !J 

( 3) ~~1i·J.7J1f~ llOkV !fill~lti.~ 

Jgj!!f f*J~1z.J! : I IOkV .7J:If'.i!f ~li:!..i<! ftl l !OkV Jillfi I ~. l,t!JJ; 

;!till! 11 Ok I' ~ i11f ~ E.[Jt fi· lf% "} f;\i. 

7J 1f'ilf 11 OKV ~ rl!, !l,!;, ..7J .::Pili' 11 OKY ~ o!:'.~U ~ f' 11':11: <f!,.i'[,, 

;ijl.:fr j: 1:, 2 f.;' , ~ '§!- :lfg f) 4 OMV A, I t OkV tllf& 2 llil, 2 00 5 1f 1 0 }J 

l lOkV J'f.j.lf T ~: llOkY ~ i7 1.t~J.Mf' 220kV >*-1t-1tt€.il8, Jl 

-I- 110kV JJ:ifiir~ '1!, 5-,!;, 1!-·1<: IS. 771xm, .!;J ~nr.!*-:#l@: 4 ~(IN . 

~ 68ii - 70#$) , Jt~k!(l.0 !,It~ , 2005 1f I 0 !J ~)1)~. 

( 4) ~11i:k1i\' l!OkV tril;"H'. I..:fi 

' 



~!!! fklfi.{iWi: IIOkV *~~1!!,9,5;jo 110kV ~i§t\i, ~~$.11!!. 

11 0kV !\1.-~f!..({.filfif-ftj. 

llffl :Ht IIOkV ~II!.~: il:it IIOkV :l:~Bfi!J:I~.P;t-xl@.ir,f;, 

lt.:R'.£S: 2 S. fi.l,j!;~J!J ~i)I.(VA, 1-.£1:-f- 20081f. 8 })ft~, 21 

.£. ;{ -f 2008 ~ 9 }) :j!(:if;, 11 OkV 11: ~ 3 @ o 

110k\f :t-iN~: 110kV ~~ftM,-f 220kV iii~;:t~. Jl:-f 

I!OkV )dt~I@.M, ~*~tUm, .!¥i~:~!!i.%~ 9 )i (1#-91 

.4 } ' ~~ ;iJ it @] fi 1'3- 0 

(5) qMH~1: ll OkVtlfi~l@..r.ti 

Jji[ 131"iJ~{!/,jl; : l l OkV il:$:-1t<l:.M, llOkV J}tjrt!l.;{P llOkV Jft 

fu:JZ t&.o 

~Jii ~~ I!OkV ~ti!'. J\Ii : ~~ !JOkY xtfr,J;/iJ-1-f'.J11·~1@.:i~ , 

-!i/,.'?J±:U t•, ~~:!:!JJJ 3LSMVA. 1 113:.~-f 20035f.t2 f.l tQ::il!", 

2#.:li1: -f 2008 1f- 6}) i)tif; , l!OkV llif& 2 @!. 

! JOkY ,&t~£ll.: llOkV etilti~-f 220kV et~xli!.M . .il:-f 

I IOkV ~:$:-~tt!_ir,f; , 1:-* 7.9km, .!iibY.hJZ~Y!-" li.,ft24-#29 

~:lit. ,it~J!I~IID !&ey. -f 2009 &f~if;. 

J lOkV f,ULZUi: liOkY/}lhJX!&~-f220kVb\:!lixt~. Jl: 

f 110kV ~;t~ltM. -f-118-#19% T*ilt~1::Jl:tfr&, f&f!<.f!G 

!c.~!&. ~* 9. Sk11, if.!ii t!G~ft•t - #5 2h24 - n9 ~~. ~~ 0 

'-1 $1!1 !i ~. 
( 6) ~fflj( ffi II OkV ~1: I!!, X.~ 

!liD Jlifi.-@15: IIOkV j(Jii~•l!,~. llOkV~~!ll.*' IIOk\' ]f. 

}ttl, ~16~11!!. l l OkV ft~~ E.,lij, filffi'<-f~. 



~1!1;.( i# I HlkV ;t ~;'15 : ;.( ffi llOkV ~ ll!.~,5 Ji-±f' 1~~ cl!. 3,1;, 

~11i'.i.~ 2 f'g, 1 ~.i.'f~ii:J!J 20MVA, 2 %i.;l($:!E:J.r 31.5MVA, 

Hi~-f 2000 :1f 11 fl{j(.Ji, U.i't-f 2003 .if 6 JJJ!tl.E, I IOkV 

:±l tJl. 2 []!} • 

fJj. I 1 OkV 4t-;t ~: :±l ~}\; 220kV 1-~ 1: tj/; , J.l: f 11 OkV }( lW 

~ lle. Jl..!i , }{if{ 11 m ~ 1:. x ot frl; fl;f, ~~ Jil( 1f if~ 11 Ok v 1t ~ t&. ~ tJ 1r 

llti!f:J-- 11 OkV Jl.1:.x ~;,1;, {9:1\1-.@ 11 OkV 1t~~~Jt J,; 11 OkV ~]!. 

~.f< fo 11 OkV llUt t:l" n # ll~ :$}e. (lj: lf 1T • lt 'i' 11 OkV .\!UiU& iH{l 

26. 5km , LlOkV ~JJU!l.idtr 4. 7km. 

( 7 ) if f.l ~ 1i. 11 0 k v #: >e. §/). }~ .I ;f£ 

~ Fol II;J $. .7h 110 k v ~ 1i. ~!1. : l±l i!t ?\; 2 2 o k v 1l-:t 1: 1E. ~,5 , .ll:. -f 

220kV liYt~ ll!. frfi . 110kV 1l-3i~.U.<:~ 37km. 

< 8) ~11i~l!lcl;;ltpjtlOkHifr:.t 1\!.:C;f! 

lffiEJ f"Jti.'i2.t6: llOkY -a-;lt!M~~M . II OkV J!i.!FtUu l l OkV 

;!;-¥-!Pl< ~ ,.. ~ m.. 
cl; k f;\J 11 Ok 'I 1: 1\!. S6: <!r;lt I'll ll OkV ~ tl!. Y,!; 7J ~ f' 1h~ ll!. AL 

J!il.{i.i.1: 1 7:;, ~:li[J'g 40MVA, llOkV ill* 2 1E), 2009!f2)Hl{.Ji. 

~ 'T ~ n A -t ;It 1M ::( ,e_ Y,!; : liP ,<;~{ l1 OkV -;!;--#: ~J:i~ - PJ. 

3. 5504km, !J':fi!J~i}.(; Jf?Ji!. IIOkV .!!j<.c!;~- ¥,.<t 3. 88Jcm, ~iro*i.i . 

2009 ~ 3 f:l ~.li. ~~~'T?& 1993 ~~it. 

( 9) #1111£~ 11 OkV f.tr if!.!lUI~· .If! 

jffi IEJ r9.tf7~ 11 OkV 1t:i?~ : ~lfftt~A.1Hl~~ 220kV ::( tl!,)\1;, jf 

.~~, ;~ :i?li£ l!OkV ~ ~j,l;, ~~~* 72. 39 km. 

( !0) ~~~ .!:.~ I JOkHbti.'..#l. !~~.fi 



!)il W f.! fin l!Ok'i J:.4t~ ~~!lil.k:J.l J:A\:>L;j(<l!.r L LOkV 

MHI; . ~.ii.JlJ J:.~ llOk'l x'i!.il.\' . !&$~ ~ 16. 466km. 

( 11 ) ~f;:~l fi9 !.It 11 OkV ~ :Jt ~ :t:.;fll 
l}(§li;r~~j{; : LLOkV i*Jfil1: ~ll,\- . LL Okl' Ji!l\t~ . JLOkV J:f 

~~A.fTJ l!OkV ~'F-~mtli .• 

!Vi .s!t 11 o k v ,:n: 1i!. ~ : !Vi .s!t 11 o k v x 'I! !!,5 n ± J" fH\: rl!. :¥.i , t~ 'iJ 

.t't( 2 it, ~)i"J4if.J 31.5M'IA, llUkY ili!!~ 3]EJ , 2001 Jf-7 JH9:i!t . 
I I OkV lt!!.it~~ : 110k'llt!!, ~~l(,1:--\< 37. 75km, ,il&,\'i.J!JltJMt.:tlB 

i'/i . f;!'- ;li.~ ll!!ril~. 126 1~fli)c. l#-6#~f~fif~i£j~~Ji)c. ;ll;fr-- .tjl. 

m1 ~~ilt . 

LLOkV :Jif-~&: LLOkV :f,f ~tli.'*- 'X i'l'1tf~J~·±-¥: 2. 2km, .i(L!fi 

i}tf<tit. 

ll OkV :lii'll'l'- jtJ fLM :,~. 7J~.if- 220k\' ;tt tl!,;;fi, ~~~i¥.1 4. :<6km. 

35# - 40!1-fr lJ il!l ~ ~k~, 4·1 #- 42el5 #iliH~A%, ;ft:;t-.!ftiEf W,~ 

i'>t-
< 12 ) ti! J'll JtU::. 110 k v i~r ~ 'I! .I if£ 

J9(f.! I*.J~i!l.;'t : 1 1 0kV~~1::.1:<!!,;i,~.I I OkV m_~~iM I #&.& I IOkV 

,1\;~~~t.\t~ 'I' ~IlL 

J.Ji: ~G ll OkV ~ II!. j ,_l;: 1l OkV 1#:~~ :'i: rl!, i\5 59 4'-f ' f"; jo!;, ~;W ~ t 
2 i.'. 1 'V.t~~)i,;!j 31.5Wo'A, 2 -vi.~ :til)tf.J 63MVA, llOkV :t.: 

!;). 2 liD, 200l 1f 10 f.i ~'f;. 

I IOkV £U1J l !&: :M!i#&lit~~7a£ it.ii!J I tJi. 2Uf f , f;!'- ,li, 

;.~:; ttokv :liU~x 'i!.>i~ . ~-~~* 3. sskm • .!? ~~~i!!l#.ltk±~li::l~~. 

' 



.1J 1 10kV\fU;~<tsl; , ~~-it:::. 3.58km, ~ ~R. ~tJIIJ 1 iJi.~jji[#:!i}. 

( 13) ~IH:\'itif; ]] Ok'l ¥.1 :t t.:L~[ 
J)'i§ !i;J ;§'--@, ji!f; l ! OkV ~-~.li<;lt<f!. l\!i. l i OkV fo..;~ilj~i[.u 110kV 

., ..... '" .,, ..., * "';~o "'' 11!JE>o ),... ft .~~.lf- .:t.""!:! .u:, .. ~. 

#&ft; l !Ok'l :Jt!J!.-<1; : l l OkVi/i( ff-;Jt- <f!,~tJ~f' Ji;! J,J;, ~1\' :f. :'Jl: 

2f;l', 1-!J':f.:'Jl:fi.~JJ 31.SM'IA, 2-i}.Elfi.-lli:lirSO~IVA, I!OkV:J1 

~!i. 2 w' 2007-'¥- 2 }'] :JJt~. 

11 ilkV ;tJl; ~~ !&, .i\M, lir~ .1~ 1l O~V t !J!.11;, ~.liJJJ,r}t}j( II OkV 

:Jtrt~, ~!§1t-lk Ubi, Jt9' <tiM: l. 9km, *'£t%l.~ 0. 7klll, l1j 

;t s\!i :hi 1'1 f!H :f~ s~t 'I}. 

llOkV ftAfF- iHt: ~~ .~7-1 ~ dl:. LI OkV t tl!. >,!;. %E..:J!J JJJ!;4: 

I I OkV 1:, rt~.!;, !& !",}~* 2. Gkm. ;It lj-• !l\ i;i I. 9km, * ~!&~ 0. 7km, 

-~ :t-* i'H~~-i£k~. 
(14 ) ~fr~iJ1 1'- t I Ok 'l ®J:'Jl: <f!.I.li. 

.If.! 13 Fi Jti:.n 11 OkV !1 1'-:;( !f!. >i,L W. :lt~ .Jitll!!. 11 OkV tV4-.!41 e, X{ .fi 
1T-1'/tl -'H~. 

11-f l!OkV :'Jl: Q.;)/.; ; l! OkY t£ J ~ 'l!,Y,I; JJ-10 P Ji~~, J,q!,.:f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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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专家意见及修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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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     

                            

环评单位：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   

 

审核人员：             陈志平                    

 

职务/职称：              高工                     

 

所在单位：          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               

 

审核日期：        2017 年 8 月 18 日 

 



江西省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考评评分表 

考 评 内 容  分值 考核评分  

(1)贯彻、执行环保政策、产业政策、规划及法规、

标准  
12分  

贯彻、执行环保政策、法规  4  

贯彻、执行产业政策  4  

规划符合性分析  2  

环境功能正确，执行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批复的环保标

准  
2  

(2)工程概况、工程分析、环境状况介绍  20分  

工程概况介绍全面  2  

工程分析准确  14  

环境状况介绍清楚  4  

(3)环境现状（包括污染源数据及环境现状背景与监

测数据等）  
10分  

污染源数据准确、可靠，或生态类项目现场调查充分  5  

环境现状背景与监测数据等准确、可靠  3  

审批登记表填写完整、准确  2  

(4)评价级别、模式及参数（包括项目主要的环境要

素）  
10分  

完成相应评价级别的工作内容 4  

评价选用模式、参数合理、准确  2  

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准确、可信 4  

(5)环保对策、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及其适用性、可

行性  
20分  

 



对拟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进行了技术经济论证  8  

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具有针对性、可行性  8  

所提环保对策、措施对工程具有指导意义  4  

（6）环境风险、清洁生产  8分  

重大危险源辨识全面，环境敏感性调查全面，环

境风险分析合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  
4  

清洁生产水平评估清楚、清洁生产措施可行  4  

(7) 总量控制、公众参与  6分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准确，控制指标来源清楚、

合理，区域削减方案可行  
3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具有真实性、代表性的，调查

分析清楚  
3  

(8)评价结论  6分  

评价结论明确  3  

评价结论客观正确、可信，可为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3  

(9)报告书规范化  8分  

报告书内容全面  2  

附件、图表齐全、清楚  2  

计量单位使用准确,无错字、错句、拷贝错误，

无项目地理位置错误的，无专用名称错误  
2  

报告书印刷规范  2  

合计  100分  

 



评审考核人对报告表编制的具体意见 
（1）核实工程建设规模，完善工程建设规模一览表。如葛坳 220kV 变至银坑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线路总长 17.2km，其中双回路部分约 16.0km，单回路部分

约 1.2km。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 π入车溪变线路单双回架设等描述。补充配套工程

OPGW，光通信设备工程等信息。 

（2）核实工程涉及变电站及线路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补充完善批复文件。如埠

头 220kV 变电站二期工程验收情况，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验收情况（给出的时 2#

主变扩建批复，应附渡口-横田 220kV 线路），赤水主变规模，古龙岗现状评估批复，

大林变批复等。 

（3）核实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如生态环境应按线路总长判定，

声环境评价范围补充 220kV 范围等。 

（4）完善环境质量现状描述，核实线路位于农村地区（非集镇）声功能区及执

行标准。 

（5）补充营运期最近敏感点声环境影响分析；完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项目涉

及的挖方、填方，取弃土等相关数据应量化）。 

（6）类比变电站与本项目变电站出线回数不一致，补充类比可行性分析，据此

完善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分析。细化本项目变电站及输电线路对敏感点电磁环境影

响分析（对线路最近敏感点的影响） 

（7）细化并完善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完善公参代表合理性

及代表性分析，对有条件支持意见进行说明及采取措施。 

（8）规范相关附图、附件，完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具体意见可另附页填写。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修改清单 
专家综合修改清单 

序

号 
专家意见 修改备注 

1 

核工业

二七〇

研究所：

陈志平 

（1）核实工程建设规模，完善工程建设规模一览表。如葛坳 220kV

变至银坑 110kV 变 110kV 线路工程线路总长 17.2km，其中双回路部

分约 16.0km，单回路部分约 1.2km。渡口-银坑 110kV 线路π入车溪

变线路单双回架设等描述。补充配套工程 OPGW，光通信设备工程

等信息。 

已核实及完善，见 P3 及 P4；已补充配套工程，见 P4。 

2 

（2）核实工程涉及变电站及线路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补充完善批复

文件。如埠头 220kV 变电站二期工程验收情况，渡口-横田 220kV 线

路验收情况（给出的时 2#主变扩建批复，应附渡口-横田 220kV 线

路），赤水主变规模，古龙岗现状评估批复，大林变批复等。 

已补充完善，见 P15-P17 及表 1-10；赤水 110kV 变电站，银坑 110kV 变电

站尚未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3 
（3）核实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如生态环境应按线路

总长判定，声环境评价范围补充 220kV 范围等。 
已核实评价等级及范围，见 P21 及 P22。 

4 
（4）完善环境质量现状描述，核实线路位于农村地区（非集镇）声

功能区及执行标准。 
已完善核实，见 P37-P39。 

5 
（5）补充营运期最近敏感点声环境影响分析；完善生态环境影响分

析（项目涉及的挖方、填方，取弃土等相关数据应量化）。 
已补充，见 P66；已完善，见 P66。 

6 

（6）类比变电站与本项目变电站出线回数不一致，补充类比可行性

分析，据此完善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分析。细化本项目变电站及输

电线路对敏感点电磁环境影响分析（对线路最近敏感点的影响） 

已补充类比可行性及完善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分析（已核实东新变电站出

线回数），见 P49；变电站四周不存在环境敏感点，已细化输电线路对敏感

点的电磁环境影响分析，见 P63。 

7 
（7）细化并完善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完善公参

代表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对有条件支持意见进行说明及采取措施。 
已细化完善，见 P69-P72；已完善，见 P75；已补充，见 P77。 

8 （8）规范相关附图、附件，完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已规范及完善，见附图附件及信息表。 

 



建 设 项 目 环 评 审 批 基 础 信 息 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江西赣州于都葛坳 220kV 输变电工程 
建设地点 变电站位于于都县东北部的葛坳乡大田村，输电线路涉及到于都

县、宁都县、瑞金市、兴国县 项目代码  

建设内容、规模 新建于都葛坳 220kV 变电站，配套 220kV 线路 3 回，110 线路 5 回；渡

口-银坑 110kV 线路π 入车溪变；配套间隔扩建工程。 计划开工时间 2018 年 

项目建设周期 1 年 预计投产时间 2019 年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核与辐射项目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申请类别     √新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 5 年重新申报项目           □变动项目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改、扩建项目） 无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不需开展                                                      □已开展并通过审査 规划环评文件名 / 
规划环评审査机关 / 规划环评审査意见文号 / 

建设地点中心坐标(非线性工程） 经度 
 

115°43'34.13" 纬度 26°14'55.14"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地点坐标（线性工程）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工程长度  
总投资（万元 ） 25942 环保投资（万元） 165 所占比例（％) 0.64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

分公司 法人代表  
评价 
单位 

单位名称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

究中心 证书编号 国环评证乙字第

2306 号 
通讯地址 赣州市章贡区赞贤路 1 号 技术负责人  通讯地址 南昌市洪都中大道 101 号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电话  环评文件 
项目负责人 姚志刚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污染物 

现有工程 (已建+在建） 本工程 
(拟建或调整变更） 

总体工程 
(己建+在建+拟建或调整变更） 

排放方式 

①实际排放量  
(吨/年） 

②许可排放量 
 (吨/年） 

③预测排放量 
 (吨/年） 

④“以新带老”削减量 
（吨/年） 

⑤区域平衡替代本工程削

减录 (吨/年） 
⑥预测排放总贵 

 (吨/年） 
⑦排放增减景 

 (吨/年） 

废 水 

废水量        
√不排放 
□间接排放： □市政管网 
                      □集中式工业污水

处理厂  
□直接排放： 受纳水体 

COD        
氨氮        
总磷        
总氮        

废 气 

废气量        
/ 

二氧化琉        
氮氧化物        / 
颗粒物        / 

挥发性有机物        / 
    注：1. 同级经济部门审批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 

    2. 分类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3. 对多点项目仅提供主体工程的中心座标 

    4. 指该项目所在区域通过“区域平衡”专为本工程替代削减的量 



项目涉及保

护 区与风景

名胜 区的情

况 

                  影响及主要措施 
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级别 主要保护对象 

（目标） 工程影响情况 是否占用 占用面积 
(hm2) 生态防护措施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 是、否 否 避让、减缓、补偿、重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 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 是、否 否 避让、减缓、补偿、重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 —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

区 是、否 否 避让、减缓、补偿、重建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 核心景区、其他景区 是、否 否 避让、减缓、补偿、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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