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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建设必要性

江苏电网是华东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六纵七横”的 500kV

主干网架，并通过 4回 1000kV线路及 10回 500kV线路分别与上海、浙江、安

徽相联，3 回 500kV 线路与山西阳城电厂相联，1 回±500kV、1 回±800kV 直

流线路与华中电网相联。2017年江苏省全社会用电量和全社会最大负荷分别为

5808亿 kWh和 103330MW，同比分别增长 6.4%和 9.9%。

目前，江苏电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负荷高峰时电网供电能力相对不足；

2、电网电源结构单一，电源结构不尽合理；3、外来电力降压送出能力有待提高。

根据国家特高压电网总体规划，“十三五”期间，江苏电网逐步建成了南京

变电站、东吴变电站、泰州变电站以及相应的特高压交流线路；“十四五”期间，

规划建设特高压徐州变电站、溧水变电站、吴江变电站，并优化完善特高压华东

环网。随着江苏特高压网架的逐步形成，江苏电网将逐步演变成为华东受端电网

的中间环节，江苏电网从区外受进大量电力，转送部分电力至上海、浙江等邻近

电网，并将逐步完善和解决江苏电网存在的问题。

东吴站江苏侧第三台 1000kV主变扩建工程即为上述工程的组成部分，本工

程的建设有利于配合特高压电力接入、保障江苏电网尤其是苏南电网供电可靠

性，有利于提升东吴变电站运行稳定性、增强特高压主变降压送出能力，对地区

经济发展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工程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2 工程概况

东吴 1000kV变电站（前期名称为苏州 1000kV变电站）站址位于江苏省苏

州市昆山市花桥镇境内，本期拟扩建 1组 3000MVA主变，以及相应低压无功补

偿装置，本期工程需在站外新征用地。

3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范围、工作等级和标准

3.1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

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

(1) 施工期：噪声、扬尘、废水、固废、生态；

(2) 运行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废水、固废。



2

3.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及其他有关环评技

术规范，确定评价范围如下：

(1)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变电站站界外 50m；

(2) 噪声：变电站站界外 200m的区域

(3) 生态：变电站站界外 500m范围内。

3.3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3.3.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工程是电压等

级为 1000kV的特高压交流变电站扩建工程，变电站为户外式，因此本工程电磁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定为一级。

3.3.2 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本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声

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规定的 1、2类地区，项目建设前后环境敏感目

标处的噪声级增加量不大于 5dB(A)，受噪声影响的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因此，

按较高的评价等级划分，本次的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3.3.3 水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 水环境》（HJ/T 2.3-93）确定本次水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东吴变电站前期工程站内已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

水由该装置处理，不外排；本工程运行期不新增废污水。因此，对本工程的水环

境影响评价以分析为主。

3.3.4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扩建站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特殊及重要生

态敏感区，且占地面积远低于 2km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19-2011）的规定，生态环境影响进行三级评价。

3.3.5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为变电站扩建工程，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施工扬尘、固废及施工

噪声等影响范围较小，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对施工期水环境、环境空气、固废和声

环境影响以简单分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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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评价标准

3.4.1 电磁环境评价标准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以 4000V/m作为工频电场强度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以 100μT作为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3.4.2 声环境评价标准

由于东吴 1000kV变电站评价范围内的声功能区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本次沿

用东吴 1000kV变电站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周边区域声

环境(江苏境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周边区域声

环境(上海境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类标准。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有关规定。

3.4.3 水环境评价标准

东吴变电站前期工程站内已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由该装置处

理，不外排；本工程运行期不新增废污水。

4 环境敏感目标及环境质量现状

4.1 环境敏感目标

本工程变电站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看护房和工业企业。

4.2 环境质量现状

4.2.1 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环境现状监测结果，本工程厂界工频电场强度小于 4000V/m、工频磁感

应强度小于 100μT，周边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4000V/m的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和 100μT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4.2.2 声环境现状

根据环境现状监测结果，本工程厂界昼夜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处昼夜间

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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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5.1 施工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1.1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对扩建站址周边评价范围内各生态系统、土地利用、农业生态、植物

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景观生态及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影响轻微、

有限，在采取必要的、具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措施后，该建设项目对区域自然生

态系统的影响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满足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因此，从

生态保护的角度，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5.1.2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在采取必要的噪声治理措施后，可将扩建变电站施工期噪声对周边声环境的

影响降至最低。同时，施工期的声环境影响是短暂的，在施工结束后施工噪声影

响也将随之消失。综上所述，本工程扩建变电站施工期间施工噪声可以满足《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5.1.3 施工扬尘影响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建设中，由于土地裸露产生的局部、少量二次扬尘，可能对周

围环境产生暂时影响，但影响是有限的且工程完工后对裸露土地进行植被恢复即

可消除其影响。

另外，变电站在施工中，由于汽车运输使用施工道路，将使施工场地附近二

次扬尘增加，但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因此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很小。

5.1.4 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污水包括施工生产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废水主要为设备

清洗、物料清洗、进出车辆清洗及建筑结构养护等过程产生；生活污水主要来自

于施工人员的生活排水。本工程施工工程量较小，施工人员较少，施工车辆清洗

废水等生产废水澄清后现场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利用东吴变电站

内已有污水处理装置，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

5.1.5 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间将会产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对于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应分别堆放，并委托相关部门及时清运，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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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运行期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5.2.1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用类比分析的方法。通过与相近规模的变电站进

行类比分析，本期扩建工程投运后，变电站围墙外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

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5.2.2 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江苏省昆山市规划局的意见，同意将东吴变电站最东侧外 350m(江苏境

内)、最南侧外 350m(江苏境内)、最西侧外 400m(江苏境内)、最北侧外 550m(江

苏境内)设置为噪声控制区。经噪声预测，东吴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投运后，噪

声控制区边界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也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5.2.3 水环境影响分析

变电站运行期水污染源主要来源于值班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本期工程不新

增工作人员，也不会新增污水量，生活污水经站内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定期清

运，不外排。

5.2.4 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工程运行期主要固体废物为变电站值班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本期工程不

新增值班人员，不会新增垃圾产生量。变电站内已设置固体垃圾收集箱，并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处理。

此外，在变电站内设备检修时，可能会产生蓄电池等废弃零部件，这些废弃

零部件仅在损坏并需要更换时产生，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不随意丢弃在站

内。

变电站正常运行时固体废弃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6 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6.1 设计阶段

6.1.1 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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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吴变电站扩建站址避让人口密集区。

(2) 为限制电晕产生电磁干扰，在设备定货时要求导线、母线、均压环、管

母线终端球和其它金具等提高加工工艺，防止尖端放电和起电晕。

(3) 对站内配电装置进行合理布局，尽量避免电气设备上方露出软导线。

(4) 东吴变电站主变布置在站区中央预留位置。变电站附近高压危险区域设

置相应警告牌。

6.1.2 声环境

(1) 在变电站设备招标时，对主变等高噪声设备提出声级值要求，尽量采用

低噪声设备。

(2) 主变 A、B、C三相之间及主变外侧有防火墙隔开，降低各单相和各台

主变噪声之间的相互影响。

(3) 在东吴变电站扩建主变东侧设置隔声屏障，减小噪声影响。

6.1.3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变电站扩建主变压器下建有事故油坑与事故油池相连，事故情况下废油存储

在事故油池中，并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单位回收利用，不对外排放。

6.2 施工阶段

6.2.1 施工扬尘

(1) 弃土弃渣集中堆放，拦挡和苫盖，遇天气干燥时人工洒水。

(2) 材料转运和使用，合理装卸，规范操作，以防止扬尘。

(3) 对土、石料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

6.2.2 施工废水

(1) 施工现场要严格规定排水去向，施工中产生的泥浆水、车辆冲洗废水等

都应收集沉淀后回用，不外排。

(2)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置，不外排。

(3)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加强自我检查和监督意识，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

应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完善的水环境保护制度。

6.2.3 施工噪声

(1) 依法限制夜间施工，站区施工均应安排在白天进行。如因工艺特殊情况

要求，需在夜间施工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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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法》的规定，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公告

附近居民；同时禁止高噪声设备作业。

(2) 扩建站址施工场地周围应尽早建立围墙等遮挡措施，尽量减少工程施工

期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6.2.4 固体废弃物

在工程施工前应作好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的环保培训，明确要求施工过程中

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应分别堆放，并安排专人专车及时清运或定期运至建设主

管部门或环卫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置。

6.2.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要求各种机械和车辆固定行车路线。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

以保证周围地表和植被不受破坏。

(2) 工程施工区域相对集中，开挖面将视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3) 合理组织施工，减少占用临时施工占地；开挖面及时平整，临时堆土采

取拦挡、防护等措施安全堆放；施工完成后及时对施工扰动面进行恢复。

6.3 运行阶段

对当地群众进行有关输变电工程和相关设备方面的环境宣传工作；依法进行

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工作；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避免意外事故发

生。

7 主要评价结论

7.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本期工程投运后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满足 4000V/m的标准要

求，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 100μT的标准要求。

7.2 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江苏省昆山市规划局的意见，同意将东吴变电站最东侧外 350m(江苏境

内)、最南侧外 350m(江苏境内)、最西侧外 400m(江苏境内)、最北侧外 550m(江

苏境内)设置为噪声控制区。经噪声预测，东吴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投运后，噪

声控制区边界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也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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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7.3 水环境影响评价

东吴变电站前期工程站内已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由该装置处

理，不外排；站区雨水采用有组织排放，通过站区内雨水排水管道排至变电站北

侧的沟渠。本工程运行期不新增运行人员，不新增废污水。

7.4 固体废弃物影响评价

东吴变电站内前期已设置固体垃圾收集箱，并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处

理。本期扩建不新增工作人员，故也不会新增固体废物产生量。

7.5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对扩建站址周边评价范围内各生态系统、土地利用、农业生态、植物

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景观生态及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影响轻微、

有限，在采取必要的、具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措施后，该建设项目对区域自然生

态系统的影响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满足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因此，从

生态保护的角度，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7.6 结论

综上所述，本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满足地区和电网发展规划要求，对

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工程在施工期和运行期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减

缓措施后，可以满足国家相关环保标准要求。因此，从环保角度来看，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是可接受的。

8 补充说明

本简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方面意

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9 联系方式

9.1 建设单位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联系人：曹先生；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上海路

215号；邮编：210024；电话：025-85851966；传真：025-8585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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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评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地址：

上海市河南中路 99号；邮编：200001；电话：021-22017424；传真：021-3366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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