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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500kV 大港变电站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大港区东部石桥村以南 2 公里捆山河

路东侧，距离镇江市大港区约 10 公里，位于镇江大港区东部边缘。本工程建设

规模为：

（1）本期在大港扩建场地内，扩建 1 组 1000MVA（#3）主变及相应三侧设

备，三相分体，户外布置。

（2）本期扩建不增加 500kV 出线，本期扩建#3 主变 220kV 进线间隔，新

增出线 4回（石桥 2回、金凤 2回）。

（3）本期在扩建主变的低压侧新增 1×60MVar 并联电抗器和 2×60MVar 并

联电容器。在现有#1 主变 35kV 侧扩建 1组 60Mvar 并联电容器。

本工程于 2018 年 8 月 28 至 9 月 13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

//www.jshbgz.cn）”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在对本工程

变电站站址进行实地调查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后，在对本工程本进行分析、预测

和得出初步评价结论的基础上，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2评价因子、评价标准和评价范围

2.1评价因子

根据输变电项目的特点，本工程评价因子如下：

1）建设期：噪声、扬尘、废水；

2）运行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废水。

2.2评价标准

根据本工程前期环评标准的执行意见（工程周围环境未发生变化），本工程 环

境影响评价执行如下标准：

2.2.1.1 电磁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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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其他标准

500kV大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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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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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

2.3评价范围

http://www.jshbg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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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围墙外 500m内。

3 工程概况

3.1 项目基本组成

500kV大港变电站主变改造工程的建设规模及技术特性见表 3.1，项目地理

位置见 图 3.1。

表 3.1 本工程组成及主要特性一览表

项目名称 大港 500kV变电站第二 台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徐州勘测设计中心

建设地点
500kV 大港变电站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大港区东部石桥村以南 2公里捆山河路东侧，距离镇

江市大港区约 10公里，位于镇江大港区东部边缘。

工程性质 扩建工程

工程投资 静态总投资为 7194万元

计划进度 计划 2020年建成投运

本期扩建工程

（1）主变压器

本期扩建 1组 1000MVA（#3）主变及相应三侧设备。

（2）出线

本期大港变 500kV侧不新增出线，扩建 220kV出线间隔 4回。

建设规模 （3）无功补偿

本期在扩建主变的低压侧新增 1×60MVar并联电抗器和 2×60MVar并联电容器。

（4）占地面积

本期在大港变站内进行扩建，不新征土地。

给排水工程

站内主控通信楼等主要建筑物前期已建成，生活上、下水系统也已建成，生活给水系统接

自站区外自来水，接入站区后通过生活水箱及水泵供站区内各生活用水点用水。

变电站的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站内绿化，不外排。

本期改造工程不增加新的生活用排水量，生活给排水系统无需新增设计。

事故油池
当变压器发生事故时，通过排油管道集中排至事故油池，危险废油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

理，不外排。

绿 化 站内空地进行绿化



图 3.1 大港 500kV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3.2 工程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为 500kV主变扩建工程，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年版、2013年修订版）中的“第一类鼓励类”中的“500千伏及 以

上交、直流输变电”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大港 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依托现有变电站建设，充分利用站

址资源，不新征土地。工程的建设可充分利用现有变电站的主控楼、继电器室、

消防设施等，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4环境影响因素

4.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主要由各种变电设备（包括主变压器、高压断路器、隔

离开关、电抗器、电容器等附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港 500kV 变电站第二

台主变扩建工程主要污染源为主变、高压电抗器。

4.2 噪声

500kV变电站运行期间的噪声主要来自主变压器、电抗器和配电装置等电气

设备，变电站的噪声以中低频为主，其峰值频率一般在 125～500Hz倍频带之内。

本工程上党 500kV变电站为扩建变电站，其主要电气设备(如主变压器等)招标时

将提出声级值要求，以控制噪声源强。

大港 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

工程



4.3 废水

变电站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BOD5、NH3-N。大港 500kV变电站前期工程

运行人员、值守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站内绿化，

不外排。

本期工程不增加站内工作人员，不增加生活污水量，故不会对外界水环境产生

影响。

4.4 固体废弃物

变电站运行期主要固体废弃物有变电站值守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变压器等

废油。

大港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不增加站内人员，不增加固废量。变电站在正常情况

下，主变压器等含油设备无漏油产生。当发生突发事故时，可能会产生事故油。变电

站站内设有事故油池，本期扩建的主变压器等含油设备下设置有事故油坑，并与事

故贮油池相通，可贮存突发事故时产生的废油，废油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单位回收处

理，不对外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4.5 施工期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主要污染源包括：车辆运输产生的扬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

工噪声等。

5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5.1 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

（1）主变等高噪声设备布置在场地中部。

（2）尽量选用低电磁场强的电气设备并保证电气设备外壳良好接地，从源 头

上尽量削减电磁场；

（3）在设备的高压导电部件上设置不同形状和数量的均压环（罩）以改善

电场分布，并将导体和瓷体表面的场强限制在一定数值内，尽量减少在运行电压

下发生的电晕放电；

（4）使用设计合理、制造优良的绝缘子来减少绝缘子的表面放电，尽量使 用

能改善绝缘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保护装置。

（5）在设备招标时，对主变等设备声级值作出要求，采用低噪声产品，从声

源上控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2 施工期环保措施



（1） 对干燥的作业面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施工区堆放的

沙石料及时苫盖。

（2）施工现场要严格规定排水去向，防止工地中产生的车辆冲洗废水污染

附近的地表水。

（3）变电站夜间一般不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22:00至次日 6:00禁止打桩

作 业等高噪声机械作业；采用液压式打桩机等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工艺；合理安排

高 噪声机械作业时间，特殊情况如确需夜间施工，则必须征得地方环保部门的同

意。

（4） 施工单位应及时清运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不能随意堆

放，应及时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5）施工单位要做好施工组织设计，文明施工

6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6.1 电磁环境影响

通过类比监测结果分析，可以预测大港变电站本期工程投运后产生的工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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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T限值要求。

6.2 声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噪声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较小，昼间可以达标。建议施工单位精心组

织施工，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多台施工机械同时作业造成的叠加影响，夜间

禁止施工。

由于变电站施工期较短，工程竣工后，施工噪声的影响将不再存在，施工噪

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短期的。

（2）运行期

本期大港 500kV变电站扩建后产生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贡献值、预测值昼

间、夜间贡献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500kV 上党变电站前期环评阶段已向镇江市规划局丹徒分局请示在变电站

噪 声超标侧设置噪声防护范围，在此区域内不再审批新建永久性居民住址等环

境敏



感目标的项目，并取得镇江市规划局丹徒分局的复函（详见附件 9）。本次环评

噪声预测结果表明，在该噪声防护范围外厂界噪声昼夜间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变电站噪声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的影响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变电站外环境及敏感目标处的声环境质量均能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

6.3 水环境影响

（1）工程施工期间利用变电站前期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人员办公用房，变

电站临时施工场地设置旱厕，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定期清理，不外

排。

（2）对施工场地施工废水的排放加强管理，将物料、车辆清洗废水、建筑结

构养护废水集中，经过沉砂处理回用。施工人员就近租用民房，利用当地已有的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3）变电站运行人员产生少量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定期清

理。

6.4 生态环境影响

本工程为主变扩建工程，施工均在站内进行，不新征土地，工程施工期间利

用变电站前期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人员办公用房，对变电站所在区域的生态环

境基本没有影响。

7结论

综上所述，大港 500kV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

满足城镇发展规划及电网规划要求，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工程

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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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8联系方式

8.1 建设单位

名称：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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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环评机构

名称：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先生；地址：南京市江宁

区苏源大道 58号；邮编：211102；电话：025-68685852；传真：025-

6868539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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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