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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建设必要性 

（1）加强高岭换流站东北侧网架结构，提高电网运行安全性 

建设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的建设加强了高岭换流站东北侧

500kV 电网结构，有效缓解沙河营~高岭双回 500kV 线路输电压力，提高电网运行安全可

靠性。 

（2）加强辽西电网结构，提高对赤峰外送电力转送能力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的建设，为赤峰外送部分电力提供了

通道至高岭换流站，使潮流流向更为合理，电网运行更为灵活方便。 

（3）满足规划需求，提高地区供电可靠性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东北区域及辽宁省500kV主网架规划需要，满足地区负荷发展需要。

建设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加强了朝阳南部地区 500kV 电网结

构，降低了利州变停电可能性，提高了利州变供电可靠性。为建设为地区大电源特别是徐

大堡核电厂提供电网接入点，增强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和电网运行灵活性。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建设加强了辽西电网结构，满足了东北外送容量需要，缓解了沙

河营~高岭双回 500kV 线路输电压力，兼顾为周边大型电源提供接入点。因此，葫芦岛宽

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1.2 工程概况 

本工程环评阶段工程名称为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核准阶段工程名

称为葫芦岛宽邦 500kV 输变电工程，初设及对应批复文件中工程名称为辽宁宽邦 500kV 输

变电工程。为与前期工程对应，工程名称在本报告中确定为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

工程。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2）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3）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4）利州

~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5）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其中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

程包括 1）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和 2）高岭 500kV 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 1、2 线换

接工程。 

验收阶段具体建设规模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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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本次验收工程基本情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 
工程地理位置 本工程位于朝阳市喀左县、葫芦岛市建昌县和葫芦岛市绥中县 

建设单位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 
监理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东北电力设计院（宽邦 500kV 开关站） 
东北电力设计院（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沈阳电力设计院（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监理单位：辽宁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辽宁省送变电工程公司 

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

监测单位 
验收调查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验收监测单位：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规模 

环评 

（1）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本期为开关站，不装设主变。500kV
本期出线 4 回，分别至利州 2 回、至高岭换流站 2 回。本期装设 2 组 150Mvar
高抗，其中一组（为高岭换流站高抗搬迁至此）装设在远期至特高压站方向

预留的高抗位置上。 
（2）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扩建 2 个 500kV 间隔至宽邦

500kV 开关站，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 150Mvar 高抗搬迁至宽邦开关站。 
（3）利州 500kV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扩建 2 个 500kV间隔至宽邦 500kV

开关站，1 号和 3 号主变低压侧各新增 2×60Mvar 低压电抗器。 
（4）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线路路径全长 121.0km，全线按同塔

双回路架设。 
（5）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线路路径长度 34.5km，线路单、双

回架设。其中 34km 按同塔双回路架设，0.5km 按单回路架设。 
（6）高岭 500kV 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 1、2 线换接工程： 
1）高岭 500kV 换流站出口整理——高岭 500kV 换流站~500kV 高沙 1

线、2 线 3 号塔。线路长 0.95km，单回路架设。 
2）高沙 1、2#线换接工程——高岭 500kV 换流站~500kV 高沙 1 线、2

线 7 号塔。线路长度 3.25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 0.95km，同塔双

回路 2.3km。 

竣工环保验收 

（1）宽邦 500kV开关站新建工程：本期为开关站，未装设主变压器。

500kV本期出线 4 回，分别至利州变电站 2 回、至高岭换流站 2 回。装设 2
组 150Mvar高抗，1 组为高岭换流站高抗搬迁至此。 

（2）高岭背靠背 500kV换流站扩建工程：东北侧 500kV交流配电装置

扩建 2 个 500kV间隔至宽邦 500kV开关站；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 150Mvar
高抗搬迁至 500kV宽邦开关站。 

（3）利州 500kV变电站扩建工程：扩建 2 个 500kV间隔至宽邦 500kV
开关站；1 号和 3 号主变低压侧各新增 2×60Mvar低压电抗器。 

（4）利州~宽邦 500kV线路工程：线路路径长 117.34km，同塔双回路

架设。 
（5）宽邦~高岭 500kV线路工程： 
1）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 
线路路径长32.23km，线路单、双回架设。其中同塔双回路路径长

31.69km，其余0.54km单回路架设。 
2）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1、2线换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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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工程：高岭500kV换流站~原500kV高沙1
线、2线2号塔止。线路路径长约0.45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路径长

0.30km，同塔双回路路径长0.15km。，，k0748ik。 
②500kV高沙1、2线换接工程：高岭500kV换流站~500kV高沙1线、2线

7号塔。线路路径长约2.80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1.05km、同塔双

回路1.75km。 
工程总

投资 
预算 88579 万元 
实际 83257 万元 

1.3 竣工环保验收工作过程 

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于2018年6月30日竣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

变电工程》等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生产和运行。建设项

目竣工后，必须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工程由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据此，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授权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于2018年8月委托国电

环境保护研究院（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本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批复意见及工程设计、施工情况进

行了详细了解，并收集了工程设计、工程监理总结报告，并于2018年8月对本工程进行了

现场踏勘，对验收调查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受工程建设影响的生态恢复状况、工程环

保措施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调查；同时委托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工程所在

区域周围的电磁环境和声环境现状进行了验收监测。调查过程中，调查单位认真听取了工

程所在地地方环保部门和周边居民意见，通过发放公众意见咨询表的形式进行了公众意见

调查。在此基础上，验收调查单位编制完成了《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在本次调查工作中得到了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环评单位、

运行管理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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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述 
2.1 编制依据 

2.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版），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订版），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版），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

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版），2016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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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2017 年 6 月 27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 年 8 月 28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 年 4 月 24 日起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年修改本）2015 年 4 月 24 日起施行； 

（1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13）《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1 号《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2018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 

（15）《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国发〔2011〕35 号），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6）《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局第 18 号令，1997 年 3 月 25 日起

施行； 

（17）《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

办〔2012〕131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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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

84 号，国家环境保护部）；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

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国务院第 588 号令），2011 年 1 月 8 起实施； 

（20）《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0 号修改，2011

年 6 月 30 日施行； 

（21）《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22）《辽宁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6 年 11 月 11 日起实施； 

（23）《辽宁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管理办法》（辽环发〔2011〕22 号）。 

（24）《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辽环

发〔2018〕9 号），2018 年 2 月 5 日。 

2.1.2 编制规程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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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9）《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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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1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 

（14）《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15）《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1.3 设计规程规范 

（1）《220kV~750kV 变电站设计技术规程》（DL/T5218-2012）； 

（2）《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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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 

（1）《辽宁省环保厅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辽环函〔2016〕240 号，见附件二）。 

2.1.5 地方管理及批复文件 

（1）《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宽邦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项目核准的批复》（辽发改能源〔2016〕1008 号，见附件三）； 

（2）《国家电网公司公司关于辽宁宽邦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国

家电网基建〔2017〕144 号，见附件四）； 

（3）《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对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影响专题报告的审查意见》（辽宁省环境保护厅文件，见附件五）； 

（4）《国家林业局关于同意辽宁电力公司利州宽邦 500 千伏输电线路拟穿越辽宁白

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政许可决定》（林资许准〔2017〕106 号，见附件六）； 

（5）《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跨越辽宁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

区实验区意见的函》（绥中县环境保护局文件，见附件八）； 

（6）《辽宁省林业厅关于宽邦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葫芦岛市境内）使用青山保护

规划限制开发区林地的办理意见》（辽林综字〔2017〕10 号，见附件十一）。 

2.2 调查目的及原则 

2.2.1 调查目的 

本次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目的： 

（1）调查工程在施工、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环保措施情况，对各级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以及工程实际采取的环保措施情况。 

（2）通过工程所在区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影响调查、监测，分析各项措施

的有效性；调查此项工程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及绿化方面的控制措施；针对各项措

施的落实情况对实际存在或潜在的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 

（3）通过现场调查和公众意见以及环保投诉的调查，了解公众对此项工程在施工期和

运行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对工程附近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情

况，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4）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地从技术上分析该项工程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 

2.2.2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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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贯彻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2）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 

（3）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 

（4）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监测相结合的原则； 

（5）坚持对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影响进行全过程分析的原则。 

2.3 调查方法 

（1）原则上采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的要求执行，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规定的方法。 

（2）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调查和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2.4 调查因子 

根据输变电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环境影响的特点，确定本次验收的调查因子，见表2-1。 

表 2-1 调查因子 

工程名称 
调查因子 

施工期 运行期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 

（1）施工噪声； 
（2）水土保持； 
（3）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3）其它：生态影响、生活污水影响等。 

2.5 调查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范围参照《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沈阳绿恒环境咨询有限公司，2016 年 8 月）中确定的调查范围，具体如

下表 2-2： 

表 2-2  调查范围 

项目名

称 调查因子 验收调查范围 环评调查范围 

葫芦岛

宽邦

500kV交

流输变

电工程 

工频电

场、工频

磁场 

站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50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各 50m 带状区域。 

站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50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各 50m 带状区域。 

噪声 
站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50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各 50m 带状区域。 

站界外 200m 范围内区域； 
50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

侧各 50m 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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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称 调查因子 验收调查范围 环评调查范围 

生态环境 

站界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500kV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响外

两侧各300m带状区域作为评价范围，

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输电线路段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线路边线地面投影

两侧各1000m内的带状区域。 

站界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500kV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响外

两侧各300m带状区域作为评价范围，

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输电线路段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线路边线地面投影

两侧各1000m内的带状区域。 

2.6 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标准为《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确定的标准值。具体要求如下表： 

表 2-3  验收标准 

项目名称 标准值 标准来源 

工频电场强度 

公众曝露环境中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4kV/m；架空输电线路线下耕地、园地、畜禽饲养地

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0.05kHz） 

工频磁感应强度 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制 100μT 

环境噪声 
输电线路沿线居民区：55dB(A)/45dB(A)； 
开关站、换流站和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55dB(A)/45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 类 

站界噪声 开关站、换流站和变电站：60dB(A)/50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 
2.7 调查重点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3）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 

（6）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

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有效性； 

（7）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8）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实际存在的公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 

（9）工程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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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环境敏感区域与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勘查，本次工程涉及环境敏感区域和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线路途经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本工程与评

价范围内的敏感区域位置关系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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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环境敏感区一览表 

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备注 
环境敏感区域 行政区划 等级 与本工程线路关系 

利州~宽邦

500kV 线

路工程 

辽宁白狼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 
建昌县 国家级 

架空线路穿越白狼

山保护区实验区总

长度约为3.1km，实

验区内设置9基铁

塔。 

架空线路穿越白

狼山保护区实验

区总长度约为

3.2km，实验区内

设置7基铁塔。 

路径

优化，

跨越

长度

降低。 宽邦~高岭

500kV 线

路工程 

王宝河市 
级自然保 
护区 

绥中县 市级 

架空线路空中跨越

王宝河保护区实验

区总长度约为85m，

实验区内不建设铁

塔。 

架空线路空中跨

越王宝河保护区

实验区总长度约

为120m，实验区

内不建设铁塔。 
工程评价范围内有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染因子特别敏感的居住、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

区域，详见表2-5、表2-6。其中验收阶段环保目标与环评阶段的对比情况见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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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a）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备注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型 

宽邦 500kV 开

关站新建工程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台镇马路岭村 
 变电站西南侧  - 1 层平顶 绥中县高台镇马

路岭村 
- 

 变电站东北侧  - 1 层平顶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

建工程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岭镇杨总村 
 变电站东侧  - 1~2 层平

顶 
绥中县高岭镇杨

总村 
- 

利州 500kV 变

电站扩建工程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

营子乡张家窑村 无 
喀左县坤都营子

乡张家窑村拉拢

沟组 
-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 - - - - - 西平坡满族乡南

平坡村山湾屯 

位于线路西侧约

120m，超出验收调

查范围 
葫芦岛市绥中县宽

邦镇杨树沟村 
 2 线 N42~N43 线

路西南侧 
  1 层尖顶 - 看护房有人活动列

为环境保护目标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

家子镇许家村 
 2 线 N59~N60 线

路西北侧 
  1 层尖顶、

1 层平顶 
-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

镇工业园区路径调

整后新增*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

屯镇小石门村 
 2 线 N80~N81 线

路北侧 
  1 层平顶 -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

镇工业园区路径调

整后新增*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

屯镇韩家屯村 
 2 号线 N88~N89

线路西侧 
  - 八家子镇韩家屯

村 
无变化，仅环境保

护目标名称规范化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

树湾乡蒙古营子村 
 

1 号线

N104~N105 线路

东南侧 
  1 层平顶 杨树湾乡前营子

村 
无变化，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规范化 

- - - - - - 八家子镇顾家屯

村青石岭屯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

镇工业园区路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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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备注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型 

- - - - - - 八家子镇顾家屯

村柏家屯 
整后避让环境保护

目标 

- - - - - - 杨树湾乡顾家屯

村于家沟屯 

- - - - - - 喀左县九佛堂村

赵家屯 

对应验收阶段喀左

县平房子镇九佛堂

村的废弃房屋，不

列为环境保护目标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

树湾乡赵家屯村 
 

1 号线

N113~N114 线路

东侧 
  1 层平顶、

1 层尖顶 
- 

线路摆动后新增，

环境保护目标位于

树林中隐蔽处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

什罕乡邹杖子村 

 
1 号线

N139~N140 线路

东侧 
  1 层平顶 

- 
线路摆动后新增，

环境保护目标位于

树林中隐蔽处  
2 号线

N139~N140 线路

西侧 
  1 层尖顶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

什罕乡土城子村 
 

2 号线

N146~N147 线路

西南侧 
  1 层平顶 - 

线路摆动后新增，

环境保护目标位于

树林中隐蔽处 

- - - - - - 石佛乡杨树沟村

沟脑屯 

位于线路北侧侧约

150m，超出验收调

查范围 

- - - - - - 南公营子镇黄花

店村杨树底下屯 

对应验收阶段喀左

县南公营子镇黄花

店村，核实与民房

距离>50m,最近处

为养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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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备注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型 

- - - - - - 喀左县小店村连

家沟组 

位于线路东北侧约

130m，超出验收调

查范围 

- - - - - - 平房子镇棉被厂 
位于线路东侧约

70m，超出验收调

查范围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

营子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5 
~N256 线路东侧 

  1 层平顶 
坤都营子乡洼子

店村 
- 

 2 号线 N255 
~N256 线路西侧 

  1 层平顶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甸子乡冯家村 

 1 号线 N75~N76
线路东南侧 

  1 层平顶 - 看护房有人活动列

为环境保护目标 

 2 号线 N71~N72
线路西北侧 

  1 层平顶 - 后期新建建筑物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甸子满族乡狼洞子

村 
 2 号线 N61~N62

线路西北侧 
  1 层平顶 - 看护房有人活动列

为环境保护目标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甸子满族乡顺山堡

村 

 1 号线 N58~N59
线路东侧 

  1 层尖顶 

高甸子满族乡顺

山堡村 
-  1 号线 N56~N57

线路东南侧 
  1 层平顶 

 2 号线 N51~N52
线路西北侧 

  1 层平顶 

葫芦岛市绥中县前

卫镇三山村 
 1 号线 N25~N26

线路东北侧 
  1、2 层平

顶 
- 后期新建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

岭镇杨总村 

 
 

2 号线 N3~N4 线

路北侧 
  1 层平顶 

高岭镇杨总村 - 
 2 号线 N2~N3 线   1 层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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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备注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型 

路北侧 1 层尖顶 

   1 层平顶 
注：*由于线路路径调整新增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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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要求将有公众居住、工作

或学习的建筑物选为敏感目标。本次验收保守将废弃房屋、废弃仓库、废弃或闲置看护房

等暂时废弃的建筑物以及杂物房、泵房、养殖棚（场）等建筑物补充列为环境保护目标，

详见表 2-5（b）。 

表 2-5（b）  电磁环境、声环境其他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

型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

工程 
- -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

站扩建工程 
- -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

工程 
- -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

工程 

葫芦岛市建

昌县八家子

镇许家村 
 

1 线

N56~N57 线

路东北侧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建

昌县大屯镇

小石门村 
 

2 线

N79~N80 线

路北侧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建

昌县大屯镇

韩家屯村 
 

1 号线

N87~N88 线

路东侧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建

昌县杨树湾

乡蒙古营子

村 

 
2 号线

N103~N104
线路西北侧 

  1 层平

顶 
杨树湾乡

前营子村

（表 2-5
（a）中已

包含） 
 

2 号线
N104~N105
线路西北侧 

  1 层尖

顶 

朝阳市喀左

县南公营子

镇李杖子村 
 

1 号线
N201~N202
线路东北侧 

  1 层平

顶 
- 

朝阳市喀左

县南公营子

镇黄花店村 
 

1 号线
N213~N214
线路东北侧 

  - 

南公营子

镇黄花店

村杨树底

下屯 
朝阳市喀左

县平房子镇

九佛堂村 
 

1 号线
N230~N231
线路东北侧 

  1 层平

顶 

平房子镇

九佛堂村

赵家屯 
朝阳市喀左

县平房子镇

三台村 
 

1 号线
N247~N248
线路东侧 

  1 层平

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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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地理位置 环境敏感点 具体位置 

与敏感

点的水

平距离

（m） 

线路距

地最低

高度 
（m） 

房屋类

型 

朝阳市喀左

县坤都营子

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8~N259
线路东侧 

  1 层平

顶 
 

朝阳市喀左

县坤都营子

乡上店村 
 

2 号线
N264~N265
线路西南侧 

  - -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

工程 

葫芦岛市绥

中县高甸子

乡冯家村 
 

2 号线

N70~N71 线

路下方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绥

中县高甸子

满族乡狼洞

子村 

 
1 号线

N64~N65 线

路下方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绥

中县范家满

族乡平川营

村 

 
1 号线

N42~N43 线

路东南侧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绥

中县范家满

族乡弯土墙

村 

 
2 号线

N35~N36 线

路西北侧 
  - - 

葫芦岛市绥

中县范家满

族乡钓鱼石

村 

 
2 号线

N34~N35 线

路西北侧 
  - 

范家满族

乡钓鱼石

村  
1 号线

N35~N36 线

路东南侧 
  - 

葫芦岛市绥

中县前卫镇

三山村 

 
1 号线

N25~N26 线

路下方 
  1 层平

顶 
- 

 
2 号线

N19~N20 线

路西南侧 
  1 层平

顶 
- 

葫芦岛市绥

中县高岭镇

杨总村 

 
2 号线

N9~N10 线

路西侧 
  - 

  
2 号线

N4~N5 线路

西北侧 
  - 

 
1 号线

N2~N3 线路

南侧 
  1 层平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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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环评和验收阶段保护目标对比一览表 

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保护目标 
（以村落计） 

验收阶段保护目标 
（以村落计） 备注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

工程 绥中县高台镇马路岭村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台

镇马路岭村 无变化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

站扩建工程 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

镇杨总村 无变化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

工程 
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张家

窑村拉拢沟组 
- 验收阶段无保护目标 

利州~宽邦 500kV线路工

程 

西平坡满族乡南平坡村

山湾屯 
- 位于线路西侧约 120m，

超出验收范围 

- 葫芦岛市绥中县宽邦

镇杨树沟村 
看护房有人活动列为环境

保护目标 

-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

子镇许家村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镇工业

园区路径调整后新增* 

-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

镇小石门村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镇工业

园区路径调整后新增* 

八家子镇韩家屯村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

镇韩家屯村 无变化 

杨树湾乡前营子村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

湾乡蒙古营子村 无变化 

八家子镇顾家屯村青石

岭屯 
-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镇工业

园区路径调整后避让环境

保护目标 

八家子镇顾家屯村柏家

屯 
-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镇工业

园区路径调整后避让环境

保护目标 

杨树湾乡顾家屯村于家

沟屯 
- 

线路为避让八家子镇工业

园区路径调整后避让环境

保护目标 

喀左县九佛堂村赵家屯 - 

对应表 2-5（b）验收阶段

喀左县平房子镇九佛堂村

废弃房屋，核实距离距赵

家屯其它民房距离>300m 

-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

湾乡赵家屯村 
线路摆动后新增，环境保

护目标位于树林中隐蔽处 

-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

罕乡邹杖子村 
线路摆动后新增，环境保

护目标位于树林中隐蔽处 

-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

罕乡土城子村 
线路摆动后新增，环境保

护目标位于树林中隐蔽处 

石佛乡杨树沟村沟脑屯 - 位于线路北侧侧约 150m，

超出验收调查范围 

南公营子镇黄花店村杨

树底下屯 
-  

对应表 2-5（b）验收时南

公营子镇黄花店村养牛

棚，距民房较远 

喀左县小店村连家沟组 - 位于线路东北侧约 130m，

超出验收调查范围 

平房子镇棉被厂 - 位于线路东侧约 70m，超

出验收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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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保护目标 
（以村落计） 

验收阶段保护目标 
（以村落计） 备注 

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

子乡洼子店村 无变化 

宽邦~高岭 500kV线路工

程 

-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

子乡冯家村 
新建民房及将有人活动的

看护房列为环境保护目标 

-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

子满族乡狼洞子村 
看护房有人活动列为环境

保护目标 

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

子满族乡顺山堡村 无变化 

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 - 
对应表 2-5（b）验收阶段

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

村养殖棚（废弃） 

- 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

镇三山村 后期新建 

高岭镇杨总村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

镇杨总村 无变化 

注：*由于线路路径调整新增环境保护目标。 

由表2-4和表2-6可知：整个工程环评阶段共有敏感目标20处（2处环境敏感区，18处电

磁和声环境保护目标），验收阶段为18处（2处环境敏感区，16处电磁和声环境保护目标）。 

（1）变电站工程中环境保护目标未新增。 

（2）利州~宽邦500kV线路工程环评阶段共有环境保护目标12处，验收阶段为9处。验

收阶段环境保护目标与环评阶段相比总数量减少，其中因线路路径调整新增保护目标2处，

线路摆动增加环境保护目标3处。 

（3）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环评阶段共有环境保护目标3处，验收阶段为5处。验

收阶段环境保护目标中有2处较环评阶段无变化，1处为后期新建，2处将有人活动的看护

房列为环境保护目标，未因线路路径调整增加环境保护目标数量。 

综上所述，本工程合计涉及敏感目标18处，电磁和声环境保护目标16处。其中因线路

路径调整新增保护目标增2处，因线路路径摆动增加环境保护目标3处，合计5处，占原环

境保护目标总数的25%未超过原数量的30%。结合验收阶段的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工程评价

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环境中频率50Hz下电场强度4000V/m的控制限值，频率50Hz

下磁感应强度100μT的控制限制。工程的建设未导致评价范围内的电磁影响显著加重。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

84对号）有关重大变更的界定：输变电建设项目发生清单中一项或一项以上，且可能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其他变更界定为一般变动。因此以上变化为

一般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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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 工程建设概况 

3.1.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1）地理位置 

宽邦500kV开关站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台镇马路岭村西约300m处，距306国

道约900m（站点坐标为 东北：120.2056，40.4015 西北：120.2032，40.4008 西南：

120.2040,40.3991 东南：120.2064,40.3998）。站址四周为一般耕地，种植玉米等。其中西

南侧围墙外有小范围林地。站外东侧距王宝河约250m。 

（2）开关站概况 

宽邦500kV开关站于2017年3月25日开工建设，并于2018年6月30日竣工。本期为开关

站，未装设主变压器。500kV本期出线4回，分别至利州变电站2回、至高岭换流站2回。500kV

开关设备采用HGIS组合电器户外布置，本期500kV母线一次上齐。220kV本期无出线。装

设2组150Mvar高抗（其中1组为高岭换流站高抗搬迁至此）在远期至特高压站方向预留的

高抗位置上。 

平面布置：开关站占地面积 7.0175hm2 围墙内 4.8278hm2。站区布置采用南北布置，

500kV 配电装置布置在站区北侧，向北、东、西出线；远期 220kV 配电装置布置在站区南

侧，向南出线；远期主变压器、66kV 配电装置布置在 500kV 和 220kV 配电装置中间。主

控楼布置在站区东侧，远期主变压器及 66kV 配电装置东侧。 

环保措施：无人值班采用智能控制，4 人分两班值守。开关站采用雨污分流，建有地

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位于主控楼西侧）。值守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

理装置处理后汇入集水井后用于站内绿化。开关站值守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定期清运。开关站建有 1 座高抗事故油池、1 座站用变事故油池，预留 1 组主变事故油池。

分别位于高抗东南侧、主控楼南侧、主控楼西侧。本期高抗事故油池（15.30m3）可满足单

台高压电抗器（本期 2 台高抗油量为 16800kg、20320kg）发生事故时 60%油量的排油，并

采取防渗措施，确保不外流下渗。开关站备有蓄电池。按照辽宁省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管理中心签订的《工业危险废弃物/危险化学品委托处置合同》收集的事故油和废弃蓄电池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现场回收、后续处置。站址西北侧靠近高抗侧围墙已加高至 5m，并在

上面设置 5m 高声屏障。开关站办公区与配电装置区以外的空地已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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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1）地理位置 

高岭500kV换流站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杨总坟村西侧。站址四周

为一般耕地，种植玉米、蔬菜和果树等。 

（2）换流站概况 

现有规模：直流部分4个换流单元，每个单元额定输送功率750MW。华北侧500kV交

流出线5回（绥高3#线、绥高4#线、高天1#线、高天2#线、高天3#线），交流滤波器三大

组；东北侧500kV交流出线6回（高沙1#线、绥高1#线、绥高1#线、高沙2#线、高宽1#线、

高宽2#线），交流滤波器3大组。 

前期规模： 

1）高岭开关站新建工程（即东北与华北电网第二回联网工程） 

高岭开关站于2004年5月投入运行，建设6回500kV交流线路。2回至华北网侧的姜家营

变，2回至东北网侧的绥中电厂和沙河营变，实现了东北和华北电网之间2回交流500kV线

路联网。原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审〔2004〕118号文对本工程进行了环评批复；于2008年2月

通过环保部组织的现场验收。 

2）高岭背靠背换流站新建工程（即东北~华北联网背靠靠换流站工程） 

高岭背靠背换流站工程于2008年11月25日投入运行，该工程建设将东北电网与华北电

网的联网方式由交流联网改为直流背靠背联网。换流容量1500MW，分为2个单元，每个单

元容量为750MW；换流阀两侧交流电压为500kV，直流侧电压为±125kV；换流变压器总容

量为（4×3）×300MVA；东北网侧装设8小组交流滤波器，分别布置在2个大组里；华北网

侧装设8小组交流滤波器和感性无功设备，分别布置在2个大组里。原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审

〔2005〕821号文对本工程进行了环评批复；环境保护部以环验〔2011〕312号文批复了该

工程环保验收。 

3）天马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将姜家营~高岭一、二回500kV线路双“π”接入天马变，即将姜家营间隔调整为天马间

隔。原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审〔2006〕330号对该工程进行了环评批复。该工程属于国网冀

北电力有限公司建设。 

4）高岭背靠背换流站第二阶段扩建工程（即东北华北联网高岭背靠背换流站扩建工

程） 

直流部分：扩建2个换流单元，每个单元额定输送功率750MW；华北侧500kV配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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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本期扩建一个间隔（至天马变电站），不包括高天线；换流变压器：单相三绕组型式，

单台容量300MW，12+1台；平波电抗器：油浸式，4+1台；交流滤波器：东北侧扩建交流

滤波器及并联电容器1大组（3小组，每小组容量126Mvar），华北侧扩建1大组（4小组，

每小组138Mvar）并在原运行的2大组滤波器中各扩建1小组并联电容屏器。辽宁省环保厅

以辽环函〔2017〕43号文对该工程给予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5）高岭~天马第三回500kV输变电工程 

扩建高岭换流站至天马500kV变电站第三回500kV线路。原环保部以环验〔2015〕71

号文对该工程给予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6）绥中电厂改接高岭换流站华北侧工程 

将绥中电厂2台1000MW发电机组由高岭换流站东北侧改接到华北侧。将东北侧原有绥

高线中1回改接到华北侧，华北侧新建1回间隔形成2回至绥中电厂线路，并在高岭换流站

东北侧增加1小组126Mvar的交流滤波器。辽宁省环保厅以辽环函〔2017〕44号文对该工程

给予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本期验收工程规模：东北侧500kV交流配电装置扩建2个500kV间隔至宽邦500kV开关

站；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150Mvar高抗搬迁至500kV宽邦开关站。 

平面布置：换流站占地面积22.67hm2（340亩）站区布置采用南北布置，4个换流单元

位于站区中部，主控楼位于1#与2#换流单元中间，综合楼位于4#换流单元南侧。换流单元

东侧为东北电网侧，西侧为华北电网侧。交流滤波器布置在华北网侧和东北网侧配电装置

周围（5大组在站区北侧，1大组在站区南侧）。换流站大门布置在站区东南角。 

环保措施：换流站共3两个班组2人值班，分三班三倒，每班5人。前期已有实行雨污

分流，建有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存入站

区贮水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掏。换流站前期配有生活垃圾收集装置。本期扩建工程未增

加值守人员，不新增污水和生活垃圾排放量。前期已建有5座事故油池，其中4座大油池位

于主变两侧，单个容积为109m3；小油池位于东北网侧南端。本期未增换流变和高压电抗

器不增加事故油排放量。 

3.1.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1）地理位置 

利州500kV变电站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张家窑村。四周主要为林地，

其中东侧和南侧种植少量蔬菜、玉米等。 

（2）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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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州500kV变电站扩建工程于2017年11月1日开工建设，并于2018年4月30日竣工。 

变电站现有规模：2台1000MVA主变（1#、3#主变），500kV出线4回（至燕南变电站2

回、宽邦开关站2回），220kV出线9回（分别为利榆1线、利榆2线、利左1线、利左2线、

利硕1线、利硕2线、利乌3线、利乌1线、利乌2线），66kV出线10回。无高压电抗器，2组

60Mvar低压电抗器，2组60Mvar低压电容器。事故油池1座，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1座。 

前期规模：2015年12月投运。2台1000MVA主变（1#、3#主变），500kV出线2回（至

燕南变电站2），220kV出线4回（分别为喀左1线、喀左2线、凌源1线、凌源2线），66kV

出线6回。无高压电抗器，6组60Mvar低压电抗器，2组60Mvar低压电容器。利州500kV输

变电工程已获得辽宁省环境的环评批复（辽环函〔2012〕328号），已获得辽宁省环保厅

的验收意见（辽环函〔2017〕210号）。 

本期验收工程规模：扩建2个500kV间隔至宽邦500kV开关站；1号和3号主变低压侧各

新增2×60Mvar低压电抗器。本期扩建工程总占地面积为0.192hm2，扩建工程在原有围墙内

预留场地进行，未新征地。 

变电站平面布置：变电站占地面积5.1450hm2，围墙内占地面积4.0523hm2。500kV配电

装置布置站区西侧，向南、北出线；220kV配电装置布置站区东侧，向东出线。变压器、

66kV无功补偿设备和主控楼布置在500kV、220kV配电装置中间，自南向北依次为主控楼、

1#主变及无功补偿设备、3#主变及无功补偿设备。 

环保措施：变电站共 6 人值班，每班 2 人分 3 班倒。站区排水系统前期已经建成，实

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位于主控楼东侧）处理后自然沉淀

后定期抽运。变电站前期配有生活垃圾收集装置。本期扩建工程未增加值守人员，不新增

污水和生活垃圾排放量。事故油池位于 220kV 配电装置西北角，本期未新增主变压器和高

压电抗器不增加事故油排放量。 

3.1.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1）地理位置 

线路途经朝阳市喀左县、葫芦岛市建昌县和葫芦岛市绥中县。 

（2）线路路径及规模 

利州~宽邦500kV线路工程于2017年2月15日开工建设，于2018年4月30日竣工。 

本工程线路简称500kV宽利线，起于利州500kV变电站，止于宽邦500kV开关站。线路

双回路架设，路径长117.3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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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路径如下：500kV 宽利线自 500kV 利州变向西出线，连续两次左转后向东南跨越

拟建利州~西五官 220kV 线路和在建利州~榆州 220kV 线路后至东梁村东北侧右转向南走

线，途经坤都营子东、东窝铺村东后，跨过 G306 国道后继续向南走线至平房子镇北侧。

线路向东南方向走线，再出跨越 G306 国道后避开水泉-南公营子化石保护区，线路出朝阳

市喀左县进入葫芦岛市建昌县。线路向东途经杨树沟村、地灵沟村，跨越 220kV 左昌线、

S318 省道、S206 省道，在玲珑塔镇西侧穿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后避

让古生物化石保护区至玲珑塔镇东南侧。线路转向东南经兴隆村西，跨越 220kV 杨马线/

昌杨线后与其平行走线，跨越 S318 省道 2 次、巴什罕河和拟建高速公路至巴什罕乡东，

线路与 220kV 杨马线/昌杨线分开继续向南经香瓜沟村东、于家沟外村，在高杖子村跨越

魏塔铁路、G306 国道、六股河支流、云蒙河至韩家屯子村南侧。线路转向西南、东南，跨

越 220kV 绥马线在其北侧平行走线至宽邦敬老院西侧。中途进入葫芦岛市绥中县，线路向

东南方向沿途跨越 G306 国道 2 次、跨越黑水河在马路岭村北侧接入宽邦 500kV 开关站。 

500kV宽利线采用4×LGJ-400/35钢芯铝绞线。地线一根采用36芯OPGW光缆，另一根

采用普通地线。共使用铁塔267基，均为双回路他，塔型包括5C3-SZC1A、5C3-SZC2、

5C3-SZC3、5C3-SZC4、5C3-SZCK、5C3-SZCK2、5C3-SJC1、5C3-SJC2、5C3-SJC3、5C3-SJC4、

5C3-SHJ，塔基永久占地约1.33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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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1）工程组成 

为避免本工程500kV线路与原500kV高沙1、2线在高岭变出线处产生交叉，对原500kV

高沙1、2线进行了换接。将本工程划分为以下两个子工程：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高

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1、2线换接工程。 

（2）地理位置 

线路位于朝阳市喀左县境内。 

（3）工程概况 

本工程于2017年2月15日开工建设，并于2018年4月30日竣工。 

1）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 

宽邦~高岭500kV线路（简称500kV高宽线）起于宽邦500kV开关站，至高岭500kV换流

站外高沙1、2线换接点止。线路路径长32.23km，线路单、双回架设，其中双回路路径长

31.69km，其余0.54km单回路架设。 

2）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1、2线换接工程 

①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工程：线路自高岭500kV换流站500kV构架起，至原500kV

高沙1线、2线2#塔止。线路路径长约0.45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路径长0.30km，

双回路路径长0.15km。 

②500kV高沙1、2线换接工程：线路自高岭500kV换流站起，至500kV高沙1线及高沙2

线7#塔止。线路路径长约2.80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径长1.05km、双回路径长

1.75km。 

具体路径如下：线路自500kV宽邦开关站向西采用双回路出线后，左转向南走线，相

继跨越220kV绥马线、S213省道，线路右转向西南走线至下马屯南侧，跨越王宝河后至田

屯南沟南侧，左转后右转避开辽宁省绥中县横家子地区铀矿普查及长城遗址后，继续向西

南走线，至三道河子南侧跨越狗河，继续向西南走线至小湖口村东南侧。线路左转向南走

线，沿途避开绥中县利风采石场和军用雷达基站，跨越石河。线路继续平行500kV高沙1、

2线在其西侧向南走线，经长脖岭、上祝总坟至祝总村西侧，此后线路分为两个单回路，

其中西侧线路路接至原高沙2线、东侧线路接至原高沙1线，利用高沙1、2线已建线路及高

岭换流站出线整理工程新建线路接入500千伏高岭换流站。 

本工程线路采用4×LGJ-400/35钢芯铝绞线。地线一根采用36芯OPGW光缆，另一根采

用JLB40-150铝包钢绞线，高沙1、2线换接工程采用2根24芯OPGW光缆。共使用铁塔9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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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型包括5C3-SZC1、5C3-SZC2、5C3-SZC3、5C3-SZC4、5C3-SZCK、5C3-SJC1、5C3-SJC2、

5C3-SJC3、5C3-SJC4、5C3-SDJC、5C3-SZ2、5C3-SZ3、5C3-SZK、5C3-SJ1、5C3-SJ2、

5C3-SJ3、5A2-JC1、5A2-JC2、5A2-JC4、5A2-JDC、5A2-ZBC2，塔基永久占地约0.470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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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

84对号）有关重大变更的界定，对比本工程环评阶段和实际建成的规模，葫芦岛宽邦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无重大变更。 

3.2.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工程环评阶段和实际建成后的变化情况如下： 

表 3-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变更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500kV 500kV 无变动 

2 
主要设备总数

量增加超过原

数量的 30% 

主变压器 - - 
无变动 

高压电抗器 2×150Mvar 2×150Mvar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4 站址位移超过 500m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

县高台镇马路岭村西

约300m处。站点坐标为

东北：120.2056，40.4015
西北：120.2032，40.4008
西南：120.2040,40.3991 
东南：120.2064,40.3998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

县高台镇马路岭村西

约 300m 处。站点坐标为

东北：120.2056，40.4015
西北：120.2032，40.4008
西南：120.2040,40.3991 
东南：120.2064,40.3998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

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 - 无变动 

7 
因输电线路路径、站址等变化，

导致新增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绥中县高台镇 

马路岭村 
绥中县高台镇 

马路岭村 无变动 

8 
变电站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开关站不装主变，其他

户外布置 
开关站不装主变，其他

户外布置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

线路。 
- - 无变动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

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原路

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其

他 

500kV 出线间隔 4 回（至利州 2 回、至
高岭换流站 2 回） 

4 回（至利州 2 回、至
高岭换流站 2 回） 无变动 

环保设施 
一座地埋式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一座

高抗事故油池。 

一座地埋式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一座

高抗事故油池、一座主

变事故油池。 

一般变动，按

远期规模增加

事故油池一

座，往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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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好方向改善。 

占地 7.0191hm2 7.0175hm2 

一般变动，占
地面积减小，
对周围环境影
响降低。 

与环评阶段对比开关站的建设规模无重大变更。同时出于环境保护及降低环境风险考

虑，初设阶段按照远期规模增建主变事故油池一座，同时实际建成后开关站的总占地面积

减少了 0.0018hm2。工程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低。 

3.2.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工程环评阶段和实际建成后的变化情况如下： 

表 3-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变更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500kV 500kV 无变动 

2 
主要设备总数

量增加超过原

数量的 30% 
高压电抗器 

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

150Mvar 高抗搬迁至

500kV 宽邦开关站 

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

150Mvar 高抗搬迁至

500kV 宽邦开关站 
无变动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4 站址位移超过 500m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

县高岭镇杨总坟村西

侧。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

县高岭镇杨总村杨总

坟村西侧。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

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 - 无变动 

7 
因输电线路路径、站址等变化，

导致新增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无变动 

8 
变电站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 -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

线路。 
- - 无变动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

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原路

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其

他 

500kV 出线间隔 东北侧扩建 2个 500kV
间隔至宽邦开关站 

东北侧扩建 2个 500kV
间隔至宽邦开关站 无变动 

环保设施 - - 无变动 

占地 - -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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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阶段相比，本期高岭背靠背 500kV换流站扩建工程建设规无变更亦无重大变更。 

3.3.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工程环评阶段和实际建成后的变化情况如下： 

表 3-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变更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500kV 500kV 无变动 

2 主要设备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

量的 30% 
- - 无变动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4 站址位移超过 500m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

坤都营子乡张家窑村。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

坤都营子乡张家窑村。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

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 - 无变动 

7 
因输电线路路径、站址等变化，

导致新增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张

家窑村拉拢沟组 1 户。 
- 

一般变动。扩

建工程，站址

未变化。不属

于因站址变动

导致环境敏感

目标增加。 
8 

变电站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 -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

线路。 
- - 无变动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

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原路

径长度的 30%。 
- - 无变动 

其

他 

500kV 出线间隔 2 回（至 500kV 宽邦开
关站） 

2 回（至 500kV 宽邦开
关站） 无变动 

低压电抗器 2×60Mvar2 组 2×60Mvar2 组 无变动 

环保设施 - - 无变动 

占地 - - 无变动 
与环评阶段相比，本期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建设规模未变更亦无重大变更。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5961-H/HK2018030K-A16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32                                  025-89663072 

3.2.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工程环评阶段和实际建成后的变化情况如下： 

表 3-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变更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500kV 500kV 无变动 

2 主要设备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

量的 30% - - 无变动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121.0km 117.34km 一般变动，不

属于重大变动 
4 站址位移超过 500m - -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

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建昌县和绥中县境内 J32-J49 段，调整线路

路径总长度约 3.0km。其中线路位移超过 500m
的总长度约 1.5km，占环评阶段路径长度的

1.2%。 

横向位移超过

500m 的总长

度约 1.5km，

小于本工程路

径总长的

30%，不属于

重大变更。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穿越辽宁白狼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 

穿越辽宁白狼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 
无变动 

7 
因输电线路路径、站址等变化，

导致新增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八家子镇韩家屯村等

12 处 

大屯镇韩家屯村等9处
以及泵房、仓库和暂

时废弃的建筑物 

因输电线路路

径调整新增电

磁和声环境敏

感目标 2 处，

因线路摆动增

加敏感目标 3
处。因输电线

路路径调整新

增电磁和声环

境敏感目标数

量未超过原数

量的 30%，不

属 于 重 大 变

更。 
8 变电站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 -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

线路。 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 无变动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

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原路

径长度的 30%。 
同塔双回路 同塔双回路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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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阶段线路路径相比，竣工阶段路径向西偏移避让了八家子镇规划区。调整线路

路径总长度约 3.0km。其中线路位移超过 500m 的总长度约 1.5km（见附件九）。 

 

综上所述，本工程线路路径调整后，横向位移超过 500m 的总长度约 1.5km，小于本

工程路径总长的 30%。因此本工程路径调整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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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表 3-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变更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500kV 500kV 无变动 

2 主要设备总数量增加超

过原数量的 30% 
- - 无变动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

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

程路径长度34.5km；高

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

理工程线路长0.95km；

高沙1、2#线换接工程线

路长3.25km。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路径长 32.23km；高岭

500kV 换流站出口整理工

程：线路路径长约 0.45km；

500kV 高沙 1、2 线换接工

程线路路径长约 2.80km。 

一般变动。线

路路径长度未

增加，不属于

重大变动 

4 站址位移超过 500m - -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辽宁省绥中县横家铀矿普查段，线路向西北偏移

约 350m。 
高岭变出线段，环评阶段平行于高沙 1、2 线走线，

验收阶段调整为自高岭变出线向东南方向走线，跨越

管道后，平行管道南侧走线至原高沙 1 线#6 塔南侧，

再次跨越管道。 

一般变动。横

向位移不超过

500m，不属于

重大变更。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

址等发生变化，导致进

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

护区 
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

区 无变动 

7 

因输电线路路径、站址等

变化，导致新增电磁和

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

数量的 30% 

高岭镇杨总村等 3 处 高岭镇杨总村等4处民房以

及 1 处看护房等 

由于建筑物新

建增加环保目

标数量，没有

因输电线路路

径调整新增电

磁和声环境敏

感目标，不属

于重大变更。 

8 变电站户内布置变为户

外布置 
- -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

为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 无变动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

改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

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

程34km同塔双回路架

设，0.5km单回路架设；

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

整理工程0.95km单回

路；高沙1、2#线换接工

程单回路0.95km，双回

路2.3km。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双回路 31.69km，双回路

0.54km；高岭 500kV 换流站

出口整理工程，双回路

0.15km，单回路路径长

0.30km 线路长度 0.60km；

500kV 高沙 1、2 线换接工

程单回路径长 1.05km，双回

路径长 1.75km。 

一般变动 

初设阶段针对原可研路径方案进行了2处优化调整，横向位移均未超过500m（见附件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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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绥中县横家铀矿普查段 

环评阶段的可研路径在范家满族乡牤牛沟南侧压覆辽宁省绥中县横家铀矿普查(探矿

权)，初设阶段，线路向西北偏移约350m，避开了辽宁省绥中县横家铀矿普查。 

（2）高岭变出线段 

环评阶段的可研路径中高沙1、2线换接线路在高岭变出线段涉及秦沈输气管道及锦州

-郑州输油管道，原可研路径方案平行高沙1、2线走线，与锦州-郑州输油管道位置冲突。

初设阶段，线路路径调整为自高岭变出线向东南方向走线，跨越上述管道后，平行锦州-

郑州输油管道南侧走线至原高沙1线#6塔南侧，再次跨越锦州-郑州输油管道。 

    以上2处线路路径调整，线路横向位移均未超出500m。本工程路径变化不属于重大变

更。 

3.3 工程建设过程及参建单位 

3.3.1 工程建设过程 

2016 年 8 月，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收到关于本工程的核准请示后在辽发改能源

〔2016〕1008 号文中予以本工程核准批复。 

2016 年 9 月，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以辽环函〔2016〕240 号对工程进行了环评批复。 

2017 年 2 月，国家电网公司以国家电网基建〔2017〕144 号文对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

了批复。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正式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

30 日竣工。 

3.3.2 参建单位 

项目法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东北电力设计院（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

站扩建工程）、沈阳电力设计院（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

限公司（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施工单位：辽宁省送变电工程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省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运行单位：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环评单位：沈阳绿恒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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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验收调查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环保验收监测单位：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本工程的总投资 83257 万元，环保投资 677 万元，占总投资的 0.81%，具体见表 3-4。 
表 3-4  环保投资估算 

工程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环评中环

保投资 实际投资 

宽邦 500kV 开关站

新建工程 

隔声措施 50 300 加高围墙、声屏障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15 15 - 

事故油池 20 20 
主变事故油池 1
座、高抗事故油池

1 座 
站内垃圾收集与清运 - 2 - 

站内绿化 15 35 - 

施工期环保措施 

40 40 

降噪、抑尘、固废

收集等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施工期环保措施 

降噪、抑尘收集等 
利州 500kV 变电站

扩建工程 施工期环保措施 

利州~宽邦 500kV 线

路工程 水土保持、生态恢复 115 110 - 

宽邦~高岭 500kV 线

路工程 水土保持、生态恢复 75 75 - 

竣工环保验收 50 50 - 

环境监理及管理费用* 30 30 - 

合计 410 677 主要为加高围墙、

声屏障的费用 
工程静态总投资 88579 83257 -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0.46 0.81 - 
注：*环境监理费用纳入主体工程中计算。 

本着节约原则，本工程总投资降低。同时出于环境保护考虑，对应的环保投资增加。

主要由于：宽邦 500kV 开关站土建按终期规模建设，为避免投运后站址噪声超标，在近高

抗侧加高围墙，同时增设声屏障。对应的投资增加 300 万元。 

3.5 工程运行工况 

根据输变电工程的行业特征，验收监测应在主体工程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

常的条件下进行。本工程变电站自运行以来电压指标均已达到设计定额电压等级，且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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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满足验收调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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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及批复 
《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沈阳绿恒环境

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本次摘录其中内容。 

4.1 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4.1.1 环境保护目标 

经现场调查及分析，确定本工程的环境敏感目标为线路沿线的住宅和评价范围内的自

然保护区。线路沿线的住宅详情见下表。 

表 4-1  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噪声类环境敏感目标 

工程名称 敏感目标 房屋结构和功能 与本工程位

置关系 人口户数 
环境

影响

因子 
宽邦 500kV
开关站 绥中县马路岭村，高台镇 1层平顶住宅 南侧160m 800人200户 ③ 

高岭 500kV
换流站 绥中县杨总村，高岭镇 1层平顶住宅 东北侧150m 2250人450户 ③ 

利州 500kV
变电站 

张家窑村拉拢沟组，坤都营子

乡 1层圆顶住宅 东北侧89m 12 人 4 户 ③ 

高岭~宽邦

500kV 线路

工程 

绥中县杨总村，高岭镇 
1层平顶住宅 北18m 2250人450户 

①②③ 

养鸡场 西5m - 
绥中县钓鱼石村，范家满族乡 养鸡场 北10m - 
绥中县顺山堡村糜子沟屯，高

甸子乡 1层平顶住宅 东20m 160 人 40 户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

程 

绥中县南平坡村山湾屯，西平

坡满族乡 1层平顶住宅 东北25m 300人75户 

建昌县韩家屯村，八家子镇 1层平顶住宅 东40m 150 人 30 户 
建昌县顾家屯村青石岭屯，八

家子镇 1层平顶住宅 线下（西北

16m） 800人200户 

建昌县顾家屯村柏家屯，八家

子镇 1层平顶住宅 西40m 160人40户 

建昌县前营子村，杨树湾乡 1层平顶住宅 东南15m 160人40户 
建昌县顾家屯村于家沟屯，杨

树湾乡 1层圆顶住宅 东20m 280人70户 

建昌县树沟村沟脑屯，石佛乡 1层平顶住宅 西北15m 320人80户 
喀左县黄花店村杨树底下屯，

南宫营子镇 1 层尖顶住宅 东 15m 360 人 90 户 

喀左县小店村连家沟组，南宫

营子镇 1 层平顶住宅 东 45m 320 人 90 户 

喀左县九佛堂村赵家屯，平房

子镇 1层圆顶住宅 南20m 1200人300户 

喀左县棉被厂，平房子镇 1层尖顶厂房 东15m - 

喀左县洼子店村，坤都营子乡 1层平顶住宅 西25m 400人80户 

注：①工频电场②工频磁场③噪声；加粗的是有工程拆迁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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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线路避让葫芦岛青山水库水源保护区，线路与保护区边界距离大于1.5km。由

于受沿线现有障碍物以及地方规划的制约等影响，本工程在尽量避让生态保护目标的前提

下，仍不可避免地需穿越部分生态类保护目标，具体见表4-3。 

表4-3  本工程输电线路穿（跨）越的环境敏感区 

序

号 类型 名称 行政

区划 
等

级 主管部门 主要保护对象或功能 与本工程线路 
关系 

1 
自然

保护

区 

辽宁白狼

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 

建昌

县 

国

家

级 

行政上受建昌县

人民政府领导，

业务上受葫芦岛

市林业局及辽宁

省林业厅主管部

门指导。 

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

息地；天然侧柏林；大

凌河、小凌河、六股河

等辽西重要河流的水源

地和集水区；重要生态

防护和水源涵养功能的

森林生态系统。 

线路穿越白狼山

保护区实验区架

空线路空中穿越

总长度约为

3.2km，实验区内

约设置7基铁塔。 

2 
自然

保护

区 

王宝河市 
级自然保 
护区 

绥中

县 
市

级 
绥中县环保局属

水域生态系统 

主要保护对象为：饮用

水源、野生中华鳖资源

及白天鹅、灰鹤、鸳鸯

等珍稀鸟类 

线路跨越王宝河

保护区实验区，架

空线路空中跨越

总长度约为

120m，实验区内

不建设铁塔。 
4.1.2 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工程所经地区的电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监测。各环境

敏感目标工频电场强度为0.076V/m~246.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13μT~ 0.766μT；宽邦

开关站站址处工频电场强度为0.172V/m~0.344V/m，工频磁感应强度值为0.021μT~0.022μT。

高岭换流站厂界四周工频电场强度为7.296V/m~694.6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46μT~0.727μT。利州 500kV变电站厂界四周工频电场强度为5.673V/m~1826V/m，工频磁

感应强度为0.017μT~1.045μT。西墙外北侧断面处工频电场强度为11.11V/m~ 207.6V/m，工

频磁感应强度为0.021μT~0.042μT，随距离的增加电场和磁场强度均减少。 

各环境敏感目标昼间噪声为42.6dB(A)~49.9dB(A)、夜间噪声为40.4dB(A)~43.9dB(A)，

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 

宽邦 500kV 开关站站址昼间噪声值为 42.2dB(A)~42.6dB(A) ，夜间噪声值为

41.8dB(A)~41.9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高岭

换流站厂界四周昼间噪声为46.7B(A)~53.6dB(A) 、夜间噪声为42.1dB(A)~45.2dB(A)，均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利州500kV变电站

厂界四周昼间噪声为46.7B(A)~54.0dB(A)、夜间噪声为45.4dB(A)~48.0dB(A)，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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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环境影响 

4.2.1 施工期环境影响 

（1）生态影响 

该项工程永久占地包括线路塔基和换流站占地，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场地、牵张、

临时道路等占地。总占地面积70.29hm2，其中永久占地15.51hm2，施工临时占地54.78hm2。

工程永久占用林地为3.35hm2，占用草地为0.72hm2，占用耕地为8.6hm2，占用其它土地类

型面积为2.84hm2（包括园地、水域、河滩地等）。本工程临时占地施工后期会迅速恢复，

不会带来明显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功能变化。线路需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部

分区域，跨越总长度约为120m，可采用“一档跨越”方式通过，不在保护区内立塔。线路将

穿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采取合理措施的前提下，输电线路的施工与运

营不会对各敏感区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产生影响。 由于本工程塔基占地呈不连续的点状分

布，占地面积不大，对植被破坏程度较小，经采取有效措施，植被功能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不会对保护动物的生存、种群结构和数量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不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带

来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2）声环境 

新建开关站工程只要夜间施工时禁止使用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设备如推土机、挖土机

等，禁止夜间打桩作业，施工噪声不会对王家店村居民产生影响。扩建工程施工区均在围

墙内，只要夜间施工时禁止使用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设备如推土机、挖土机等，禁止夜间

打桩作业，施工噪声不会对周围居民（高岭换流站周围为杨总村、利州变电站200m 噪声

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分布）产生影响。 

    线路工程由于施工点呈线性分布，单个施工点铁塔组件的运输量较小，由车辆运输或

人抬至施工点，所以交通运输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另外，在架线施工过程中，各牵

张场内的牵张机、绞盘机等设备也产生机械噪声，其声级值一般小于70dB(A)。牵张场一

般位于公路边，各施工点施工量小，施工时间短，不会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产生明显影响。 

（3）施工扬尘 

输电线路施工扬尘范围主要在塔基附近。由于各施工点工程量较小，施工时间较短， 

影响区域较小。变电站施工扬尘主要来自土方挖掘、物料运输和使用、施工现场内车辆行

驶等。由于扬尘源多且分散，源高一般在15m以下，属于无组织排放。同时，受施工方式、

设备、气候等因素制约，产生的随机性和波动性也较大。通过采取措施后，施工期环境空

气污染将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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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本工程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变电站和输电线路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应分别堆放，并就近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至指定的地点，妥

善处理，使工程建设产生的垃圾处于可控状态。塔基开挖的余土应就地在塔基征地范围内

平整，并及时恢复植被。 

（5）污水 

施工期间的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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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不会对水质水量产生明显影响。 

4.2.2 运行期环境影响 

（1）电磁环境 

电磁环境影响采用理论计算和类比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预测。 

本工程双回路段线路经过居民区附近区域当导线对地距离为14m时，工频电场强度最

大值为6.010kV/m，出现在距线路中心10m处（边导线内），工频电场强度衰减至小于4kV/m 

的点出现在距线路中心19m（边导线外7.1m）。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13.728μT，出现

在距线路中心0m处（边导线内）。线路边导线两侧50m 带状区域的评价范围内，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满足0.1mT评价标准。实施工程拆迁后，本项目建成运行后在线路环境敏感目

标处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为0.135kV/m~4.557kV/m，仍有1处敏感目标电场强度超过4kV，

为位于线路西侧5m的杨总村养鸡场，采取抬高线高至16m的措施后，工频电场强度为

3.904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4kV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

线路环境敏感目标处产生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为0.946μT~8.911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中磁感应强度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 

通过对已运行高岭-天马500kV（37#~38#）双回线路（辽宁段）类比可知，双回线路

类比监测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1.629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2.637×10-3mT，均位

于边相导线内，工频电场随着与边相导线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小，工频磁感应强度类比监测

结果均满足0.1mT的限值。 

类比鞍山500kV变电站，变电站厂界四周工频电场强度为（8.8~1060.0）V/m，衰减断

面监测路径上工频电场强度在（34.7~211.4）V/m之间，最大值出现在变电站围墙外侧20m

处，之后随距离增加逐渐减小。厂界四周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53~0.559）μT，断面监测

工频磁感应强度强度在（0.044~0.148）μT之间，最大值出现在距变电站围墙外0m处，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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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围墙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在高岭换流站、利州500kV变电站现状监测结果显示围墙

外的工频电场能够满足工频电场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0.1mT的评价标准限值要求。

高岭换流站本期只扩建2个500kV出线间隔，利州变电站本期只扩建2个500kV出线间隔和2

个低压电抗器组，没有新增主变压器，也没有新增高压电抗器，因此扩建工程对变电站周

围的电磁环境基本无影响，本工程扩建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仍可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2）声环境 

本工程输电线路采用同塔双回路架设，线路断面噪声监测结果昼间42.0~48.3dB(A)、 

夜间40.8~41.8dB(A)，随着与边导线距离的增加，噪声总体上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但均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 类标准要求。输电线路中心线下噪声贡献值

按40.8dB（A）计，沿线环境敏感目标处环境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1 类标准要求。 

根据宽邦开关站在未采取噪声治理措施情况下的预测结果，有超标现象。在变电站站

界北侧16m围墙加高到4m，82m围墙加高至5m并在围墙上加5m高声屏障，高抗北侧设置

10m高、66m长声屏障的方案，采取噪声治理措施后，边界昼间和夜间噪声均可以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高岭换流站只扩建2个500kV出线间隔，不新增产噪设备，可以维持前期变电站环境噪

声水平。高岭换流站站址东北侧150m 处敏感目标杨总村处噪声仍维持前期环境噪声水平，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 

利州变电站本期扩建2回500kV出线，不增加主变，新建4组低压电抗器。站界各预测

点的昼、夜间噪声叠加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

准要求。 

（3）地表水 

开关站运行期对水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站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宽邦500kV

开关站，仅有少量人员值守，污水产生量小于0.5m3/d，生活污水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经二级生化处理后，用于站区绿化及抑尘喷洒，不外排。高岭换流站和利州变电站本期扩

建工程，均不新增工作人员，污水等污染物产生量不增加，不会对站外水环境产生新的影

响。 

（4）固体废物 

宽邦500kV开关站，仅有少量人员值守，日产生活垃圾不足30kg/d，站内设有垃圾收

集箱，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处置，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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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流站和利州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均不新增工作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不增加，不会对

站外环境产生新的影响。变电站间歇性产生的废旧蓄电池和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

属于危险废物，应按有关规定要求送交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输电线路在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物。 

（5）环境风险 

变电站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无变压器油外排；在变压器或电抗器出现故障或检修时会

有少量含油废水产生。高岭换流站前期工程设有一个主变事故油池，储油量为80m3；利州

变电站现有一个主变事故油池，储油量为75m3；宽邦500kV开关站本期同步建设高抗事故

油池一座，容积约40m3经隔油处理后，变压器油由厂家回收，形成的废油交由有危废处理

资质的单位处置，不外排。变电站制定了严格的检修操作规程。 

（6）生态环境 

在运行期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线路巡视和维修人员在日常巡视和维修过程中，对植

被的破坏。对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影响和对野生动物迁徒的影响。只要对工作人员严加教

育，提高保护意识，影响是可以避免的。在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之后，

工程建设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运营期间对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线

路巡视和维修人员在日常巡视和维修过程中，以及铁塔和架空线路对保护区视觉景观的影

响。本工程在运行期对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会产生一定

影响，但影响不大。 

4.3 环境保护措施 

4.3.1 施工期环保措施 

（1）扬尘 

干燥天气条件下，应对施工道路及开挖作业面定期洒水，防止扬尘产生。 

（2）水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在施工场地附近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池，将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或排放。 

（3）噪声 

使用低噪声的施工方法、工艺和设备。施工活动应主要集中在白天进行，限制夜间施

工，如因工艺要求需夜间施工，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取

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同时在夜间施工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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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设备如推土机、挖土机等，禁止夜间打桩作业。 

（4）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别堆放，并就近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至指定的地点，

妥善处理。 

（5）生态保护措施 

合理组织工程施工，施工区域相对集中，减少施工用地；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

识教育与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宣传，要求文明施工，不得开展滥采滥挖滥伐等植被破坏活动，

在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施工时，要加强施工人员的监督管理，必要时请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施工现场设置警示牌和宣传牌，提醒施工人员和过路人员保护野生动物，避免野生动物侵

入；施工中，应保存塔基开挖处熟化土和表层土，将表层熟土和生土分开堆放，临时堆土

应堆放至田埂或田头边坡，不得覆压征用范围外农田，回填时按照土层顺序实施；不在保

护区内设置牵张场、材料场、堆土场、施工营区等，不向水域弃土弃渣。 

4.3.2 运行期环保措施 

（1）电磁环境、声环境 

由送电线路运行管理单位定期对线路进行巡视，对于安全隐患和不利环境影响及时进

行处理；加强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在变电站

周围设立警示标识，加强对当地群众的有关高压输电方面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和自我安全防护意识。 

（2）生态保护 

强化对线路设备检修维护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教育，加强管理，禁止滥采滥伐，避免

因此导致的沿线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在野生动物活动较为频繁的季节，结合相关

生态管理活动的开展，观察工程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并结合相关生态管理活动的开展，对

工程周围区域的动物进行调查，以实时了解工程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3）环境管理 

500kV 架空输电线路应保持外档单相导线外 20m 平行线内的区域为架空电力线路保

护区范围，该区域内原则上可作为农田或绿化带；在居民集中区及人群活动频繁区域设置

高压标志及有关注意事项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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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和培训工作。 

4.3.3 生态恢复与补偿措施 

工程结束后应拆除施工临时道路及其它临时设施，尽快恢复塔基作业区和其它临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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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表植被，原为草地可种植在当地适宜能力强的紫花苜蓿等草本植物，原为林地的可

分别种植或移植油松、刺槐、荆条、山杏等灌木和一些草本植物，以使地表植被尽快恢复。 

工程建设单位应对工程占地和施工破坏区域造成的植被损失进行补偿，并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保护区管理部门支付一定的补偿费，与保护区签订生态补偿协议，所需费用

并纳入工程概算。恢复和补偿费用全部用于保护区保护和恢复以及补偿工程。保护区派出

专业人员完成施工期及运营初期的全程生态监测和监督，并在2~3年完成项目区生态环境

的恢复工作。 

4.4 环境评价结论 

4.4.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工程双回路段线路经过居民区附近区域当导线对地距离为14m时，工频电场强度最

大值为6.010kV/m，出现在距线路中心10m处（边导线内），工频电场强度衰减至小于4kV/m 

的点出现在距线路中心19m（边导线外7.1m）。线路边导线两侧50m带状区域的评价范围

内，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0.1mT评价标准。实施工程拆迁后，位于线路西侧5m的杨总村

养鸡场，采取抬高线高至16m的措施后，工频电场强度为3.904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4kV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其他敏感目标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4000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

制限值的要求。 

类比表明宽邦开关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均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要求。高岭换流站、利州变电站扩建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仍

可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4.4.2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工程输电线路沿线环境敏感目标处环境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1类标准要求。宽邦开关站建成后边界昼间和夜间噪声均可以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敏感目标马路岭村的昼

间和夜间噪声值均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高岭换流

站本期扩建不会扩大噪声影响范围，可以维持前期变电站环境噪声水平。高岭换流站站址

东北侧150m处杨总村敏感目标处噪声仍维持前期环境噪声水平，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 类标准要求。利州500kV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投入运营后，站界四周昼

夜噪声贡献值较小，与现状本底叠加后仍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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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开关站运行期对水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站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宽邦500kV

开关站，仅有少量人员值守，生活污水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经二级生化处理后，用

于站区绿化及抑尘喷洒，不外排。高岭换流站和利州变电站本期扩建工程，均不新增工作

人员，污水等污染物产生量不增加，不会对站外水环境产生新的影响。本工程输电线路运

行期无废污水产生，跨越河流时均采用一档跨越，故对水环境无影响。 

4.4.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宽邦500kV开关站，仅有少量人员值守，站内设有垃圾收集箱，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

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处置，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高岭换流站和利州变电站本期扩

建工程，均不新增工作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不增加，不会对站外环境产生新的影响。输

电线路在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物。 

4.4.5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总体上，本项目对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景观生态、植被生态、动物生态、农业生态、

敏感区生态影响轻微，且采取了针对性生态保护措施，从生态保护角度看，项目建设可行。 

4.4.6 环境风险分析 

变电站间歇性产生的废旧蓄电池和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属于危险废物，应按

有关规定要求送交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4.4.7 总体评价结论 

根据预测，宽邦开关站建成后，高岭换流站和利州变电站站扩建后以及输电线路建成

运行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满足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本工程在设计、施工、运行过程

中拟采取的生态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有效可行，可将工程施工和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

到满足国家和辽宁省有关法规及标准的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可行。 

4.5 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环评批复要求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5 年 12 月以《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辽环函〔2016〕240 号）对报告书给

予批复。批复要求如下： 

二、在本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你公司要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的环保措施，确保所

建线路两侧和开关站周边居民区的工频电场、磁场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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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702-2014）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2、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你公司要严格落实我厅《辽宁葫芦

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对辽宁白狼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的审查意见》和

绥中县环保局《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对跨越辽宁王宝河市级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意见的函》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置弃土弃渣场和

施工场地，尽可能利用保护区原有巡视道路和现有乡村道路，不得随意修建施工便道，施

工临时占地要进行植被恢复，确保不因工程建设对保护区产生影响。 

3、落实各项噪声防治措施。电站新建、扩建设计中要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

声降噪措施，确保场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4、本工程新建的宽邦开关站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设置的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

理后，回用于站区绿化及抑尘喷洒，不得外排；设置 1 座 40 立方米的事故油池，用来存

放高抗等带油设备在事故状态下产生的油污水，确保事故状态下产生的油污水不排放到外

环境。 

三、严格落实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宽邦 500kV 输变电工程

建设的函》文件要求，本工程在项目前期、建设和运营所造成的环境信访问题，由当地政

府予以妥善解决。同时，你公司应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配合当地政

府及有关部门对公众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取得公众对工程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四、本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本工程运行前，完成现有工程的环保验收工作。 

五、你公司要按照《辽宁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

工作。 

六、请葫芦岛市、朝阳市和绥中县环保局分别负责各自辖区内工程建设及运行期间的

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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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5.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落实情况调查 

本工程的设计文件、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均提出了相关的环保措施和建议，为

核实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实际落实情况，我们进行了现场调查了解，结

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具体措施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具体如下： 

表 5-1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类别 环保措施 工程实际采取的措施 
前 期 

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应尽量避开城镇规划区、人口密集区、

尽量减少房屋拆迁，减少对生态环境、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按不同的使用条件，直线塔及耐张塔

均按高低腿设计，尽量少占土地、减少土石方开挖

量及水土流失等；与铁路、公路、通讯线、电力线

交叉跨越时，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留有足够净空距离。 

    已落实。 
本工程线路避开了城镇规划区、人口密集区，

已将对对生态环境、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

坡地上的选择架设了高低腿塔，减少了土地占用、

土石方开挖量，避免了水土流失；本工程线路遵循

《 110kV~750kV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设 计 规 范 》

（GB50545-2010）的要求，跨越公路、电力线时，

净空距离大于 14m、6m。 

生态影响 

工程合理组织施工，减少占用临时施工用地；

用地完成后对临时征用土地立即进行恢复，并对破

坏的部分按国家规定进行补偿；避免对保护区地表

植被和地表结皮的破坏，牵张场不要设置在保护区

内；线路尽量不使用拉线塔而采用自立式直线塔，

以便少占土地。 

工程合理组织施工，仅牵张场、堆料场和施工

道路等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已对临时占地进行恢

复和补偿，现场调查发现线路沿线临时占地基本已

恢复，个别正在恢复中；本工程未在保护区内设牵

张场，仅在白狼山自然保护区内立塔 9 基，国网辽

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局与辽宁白狼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生态破坏恢复与补偿协

议，保护区的生态恢复工作由保护区主管单位负责

（补偿协议和生态恢复承诺见附件七）；根据现场

调查和工程设计资料可知线路使用自立式直线塔，

减少了占地。 

社会影响 

线路施工、架设时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对交通

运输的影响；注意对景观及可能发现的文物进行保

护；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避免意外事故；对

当地群众进行有关高压送电线路和设备方面的环境

宣传工作。 

已落实。 
线路跨越道路，在公路两侧架设了羊角构架未

对交通运输造成影响；线路均已避让沿线分布的化

石保护区；站址及塔基附近已建立警告、防护标识，

起到警示效果；工程施工前和施工期已对当地群众

进行了有关高压送电线路和设备方面的环境宣传。 
施 工 期 

扬尘 在干燥天气条件下，应对施工道路及开挖作业

面定期洒水，防止扬尘产生。 

已落实。 
施工期间进行了站址开挖和塔基开挖，塔基开

挖面小施工点分散未引起扬尘，站址及道路开挖中

已按要求洒水。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可知，开

挖的弃土已用于开关站或塔基周围土地平整，施工

期未发生扬尘污染事件。 

污水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在施工场地附近

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池，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

沉淀处理后回用或排放。 

已落实。 
施工期已在场地附近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池，生

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做洒水。根据施工期环境

监理报告可知，施工期未发生水污染事件。 

噪声 

使用低噪声的施工方法、工艺和设备。施工活

动应主要集中在白天进行，限制夜间施工，如因工

艺要求需夜间施工，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同时

在夜间施工时禁止使用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设备如

推土机、挖土机等，禁止夜间打桩作业。 

已落实。 
工程在昼间施工，并采用了低噪声的施工机械。

施工期未发生噪声扰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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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别堆放，并就近委托当

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至指定的地点，妥善处理。 

已落实。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是拆除的旧导

线铁塔以及混凝土等。施工结束后混凝土等已清运，

拆除的旧装置已由建设单位回收。施工人员产生的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在沿线村庄垃圾收集处，委托当

地环卫部门清运善处理。 

生态环境 

合理组织工程施工，施工区域相对集中，减少

施工用地；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与生

态保护法律法规宣传，要求文明施工，不得开展滥

采滥挖滥伐等植被破坏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等敏感

区施工时，要加强施工人员的监督管理，必要时请

专业人员现场指导；施工现场设置警示牌和宣传牌，

提醒施工人员和过路人员保护野生动物，避免野生

动物侵入；施工中，应保存塔基开挖处熟化土和表

层土，将表层熟土和生土分开堆放，临时堆土应堆

放至田埂或田头边坡，不得覆压征用范围外农田，

回填时按照土层顺序实施；不在保护区内设置牵张

场、材料场、堆土场、施工营区等，不向水域弃土

弃渣。 

已落实。 
本工程施工期组织合理，工程仅牵张场、堆料

场和施工道路等临时占地，临时占地布置合理，施

工结束后已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工程施工前已对

施工人员进行了环境教育与宣传，施工中未发生滥

采滥挖滥伐等破坏植被事件，线路经过保护区已取

得绥中县环保局、辽宁省环保厅的意见和国家林业

局的行政许可，并按批复要求建设；施工现场设置

了警示牌和宣传牌，未发生捕猎野生动物事件；施

工中塔基开挖的土壤已按要求避开了农田区域分层

堆放，分层回填，表层熟土回填于地表用于植被恢

复；施工期未在在保护区内设置牵张场、材料场、

堆土场、施工营区等，未向水域弃土弃渣。 

试 运 行 阶 段 

电磁环境、

噪声 

送电线路运行管理单位定期对线路进行巡视，

对于安全隐患和不利环境影响及时进行处理；加强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处理；在变电站周围设立警示标识，加强

对当地群众的有关高压输电方面的环境宣传教育工

作，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安全防护意识。 

已落实。 
运行单位设立了专门的维护班组，定期的巡查

线路，目前发发生安全事故未造成环境影响。已按

要求在工程竣工后对工程开关站、换流站、变电站

和线路沿线进行磁环境、声环境监测，监测结果满

足标准要求。变电站周围已经设立警示标识，为了

提高变电站周围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安全防

护意识，建设单位已在工程施工前和试运行阶段向

当地群众宣传了高压输电方面的环境知识。 

生态环境 

强化对线路设备检修维护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

教育，加强管理，禁止滥采滥伐，避免因此导致的

沿线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在野生动物活动

较为频繁的季节，结合相关生态管理活动的开展，

观察工程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并结合相关生态管理

活动的开展，对工程周围区域的动物进行调查，以

实时了解工程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程结束后应拆除施工临时道路及其它临时设

施，尽快恢复塔基作业区和其它临时占地的地表植

被，原为草地可种植在当地适宜能力强的紫花苜蓿

等草本植物，原为林地的可分别种植或移植油松、

刺槐、荆条、山杏等灌木和一些草本植物，以使地

表植被尽快恢复。 
建设单位对工程占地和施工破坏区域造成的植

被损失进行补偿，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支付保

护区管理部门补偿费，与保护区签订生态补偿协议，

所需费用并纳入工程概算。恢复和补偿费用全部用

于保护区保护和恢复以及补偿工程。保护区派出专

业人员完成施工期及运营初期的生态监测和监督，

并在2~3年完成项目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 

已落实。 
运行单位设立了专门的维护班组，并对维护班

组成员进行了生态保护意识教育和管理，维护班组

人员未滥采滥伐，未破坏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工

程的建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较小，对区域生态环境的

影响较小。 
工程临时占地植被已基本恢复，已按地类分别

进行恢复。现场调查发现个别占地正在恢复中，需

继续落实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27#28#塔基施

工道路、500kV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263#塔
附近的牵张场的恢复。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局与辽宁

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生态破坏恢

复与补偿协议（见附件七），合计补偿 186 万元。

保护区的生态恢复工作由保护区主管单位负责，目

前正在恢复中，并承诺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恢复（详

见附件七）。 

环境管理 

500kV 架空输电线路应保持外档单相导线外

20m 平行线内的区域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

该区域内原则上可作为农田或绿化带；在居民集中

区及人群活动频繁区域设置高压标志及有关注意事

项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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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和培训工作。 

已落实。 
已将 500kV 架空输电线路外档单相导线外 20m

平行线内的区域作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现

场调查发现该区域主要是农田和绿化带，但分布有

少量废弃或非居住功能建筑，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

小于 4kV/m；已在在居民集中区及人群活动频繁区

域设置高压标志；建设单位已在施工期和试运行阶

段对线路走廊附近居民宣传有关高压输电线路和环

保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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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表 5-2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落实情况对照表 

环评批复中提出环保措施 工程实际采取的措施 

1、你公司要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防治工频电场、工

频磁场等的环保措施，确保所建线路两侧和开关站周边居

民区的工频电场、磁场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2、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你公

司要严格落实我厅《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

程对辽宁白狼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的审查意

见》和绥中县环保局《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

变电工程对跨越辽宁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意见的

函》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置

弃土弃渣场和施工场地，尽可能利用保护区原有巡视道路

和现有乡村道路，不得随意修建施工便道，施工临时占地

要进行植被恢复，确保不因工程建设对保护区产生影响。 
3、落实各项噪声防治措施。电站新建、扩建设计中要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场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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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工程新建的宽邦开关站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设置

的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回用于站区绿化及抑

尘喷洒，不得外排；设置 1 座 40 立方米的事故油池，用来

存放高抗等带油设备在事故状态下产生的油污水，确保事

故状态下产生的油污水不排放到外环境。 
5、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配合当

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公众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取得公

众对工程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6、本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在本工程运行前，完成现有工程的环保验收

工作。 

已落实。 
1、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评价范围内居民区电

场强度低于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低于 100μT，电磁环

境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标准限值

要求。 
2、工程已落实生态保护措施，《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对辽宁白狼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

告的审查意见》、《关于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

电工程对跨越辽宁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意见的

函》中认为项目专题报告中环保措施总体可行。本工程已

落实生态专题报告中提出了环保措施，不在王宝和保护区

内立塔，仅在白狼山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立塔 9 基。未在

自然保护区内设置弃土弃渣场和施工场地，施工中尽量利

用了 66kV 输电线路的运输道路，近塔基区采用蓄力和人

工的运料方式，仅在塔基施工区和和人抬道路有少量临时

占地。保护区的生态恢复工作由保护区主管单位负责，目

前正在恢复中，并承诺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恢复（详见附

件七）。工程的建设对保护区产生的影响较小。 
3、开关站本期未装设主变压器，高抗铭牌表明噪声水

平为 70dB，该设备为低噪声设备，站址西北侧靠近高抗侧

围墙已加高至 5 米，并在上面设置 5 米高声屏障。高岭换

流站和利州变电站未新增主变压器和高压电抗器，扩建工

程对厂界的噪声贡献较小。本期验收现场监测结果表明 3
站站址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4、开关站建有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

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汇入集水井用于站内绿化，

不外排。开关站建有1座高抗事故油池、1座站用变事故油

池。本期高抗事故油池15.30m3可满足单台高压电抗器（本

期2台高抗油量为16800kg、20320kg）发生事故时60%油量

的排油，并采取防渗措施，确保不外流下渗。事故状态下

产生的油污水不会排放到外环境。高抗发生事故时产生的

废油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本期竣

工后试运行中未发生主高抗故障，未发生高抗排油事件。 
5、建设单位已在施工期和试运行阶段对本工程周围居

民宣传有关高压输电线路和环保知识。 
6、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要求，

在工程竣工后委托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调查工作。 

5.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评述 

根据现场踏查，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均提出了相关的环保措施，在工程

前期、施工及试运行过程中已得到落实且实施效果较好。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情

况较好。 

 

 

 



 

  
高低腿塔架设 1（塔基下方植被恢复-灌木） 高低腿塔架设 2 

  
塔基恢复-农田 塔基恢复-草地 

  
沿线植被恢复-农田 沿线植被恢复-林地 



  
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线的植被恢

复 
农田未复耕（500kV 高宽线） 

  
施工道路未恢复-500kV 高宽线 27#、28#塔基

附近 
牵张场未恢复（500kV 宽利线 263#塔附近） 

图 5-1 工程评价范围内植被恢复情况 

  

铁塔上警示标注 站址围墙外防护和警示标志 

图 5-2 站址及铁塔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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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影响调查 
本工程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线路避开了青山保护禁止开发区和青山水库，仅占

用了青山保护规划限制开发区林地约 2.5689hm2，本项目属于基础设施类项目已获得辽宁

省林业厅的批准。 

评价范围内涉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无其他无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6.1 生态敏感目标调查 

6.1.1 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基本情况：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境内，前

身为国营黑山林场，2001 年被批准为建昌县级自然保护区，2011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由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辖，业务上受葫芦岛市林业局及辽宁省林

业厅主管部门指导。 

（2）功能区划：保护区总面积 17440hm2，按功能要求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

验区三部分，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8010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45.9%，分南北 2 个核心区，

南部是黑山核心区，面积 4713hm2，北部是柏山核心区，面积 3297hm2；缓冲区 2680hm2

（南、北缓冲区分别为 1012hm2 和 1668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5.4%；实验区 6750hm2，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8.7%。 

①核心区：核心区是受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主要栖息地，在核心区应禁止一切

人为干扰。在白狼山自然保护区，分布 2 个核心区，范围为 8010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45.9%。南部为保护各类落叶阔叶林以及栖息在林中的珍稀野生动物，如金雕、野猪、狍、

狼、貉、赤狐等，设立的黑山核心区，面积 4713hm2；北部为保护天然分布的侧柏林以及

林中珍稀野生动物的柏山核心区，面积 3297hm2。，具有代表性并保存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人为干扰少，原生状况较佳。 

②缓冲区：缓冲区 2680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5.4%。南、北缓冲区分别为 1012hm2

和 1668hm2。缓冲区的边界基本按照自然地理要素来划分。主要以实验区一侧第一层山脊

线或山脚基线为界。 

③实验区：适合进行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及开展社区共建活动及生态旅游活动等。处

于核心区、缓冲区外围，面积为 6750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8.7%。主要集中在保护区

的中部及边缘地区的村庄、农田区域，生境类型较多，有森林、草甸、湿地、农田、人工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090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67980/20679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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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实验区内有省级朝青公路和一条县级公路穿过，村庄及人为活动较频繁。 

（3）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别”中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天然侧柏林；大凌

河、小凌河、六股河等辽西重要河流的水源地和集水区；具有重要生态防护和水源涵养功

能的森林生态系统。 

（4）植被类型 

白狼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植被可分为 4 个植被型、10 个植被亚型，具体如下表： 

表 6-1 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表 

（5）动物多样性 

白狼山自然保护区共有脊椎动物26目56科221种。其中包括兽类有6目13科29种；鱼类

2目3科23种，鸟类15目、33科、152种；爬行动物有2目4科12种；两栖动物有1目3科5种。

此外，无脊椎动物的昆虫有11目83科482种。保护区内共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7种，其中，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金雕Aquila chrysaetos），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

种（包括：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大天鹅Cygnus cygnus、黑鸢 Milvus korschun、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雀鹰 Accipite virgatus、白尾鹞Circus cyaneus、鹊鹞 Circus melanoleucos、普通鵟Buteo 

buteo、秃鹫 Aegypius monachus、燕隼 Falco subbuteo、灰背隼Falco columbarius、红脚隼Falco 

vespertinus、鹰鸮Surnia ulula、灰林鸮Strix aluco、长尾林鸮Strix uralensis、短耳鸮Asio 

flammeus）。 

植被型 植被亚型 

森林 

常绿针叶林 
落叶针叶林 
夏绿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灌丛和草丛 

常绿灌丛 
夏绿阔叶灌丛 

半灌丛 
灌草丛 

草甸 禾草、苔草草甸 
沼泽 草本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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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 

（1）基本情况： 

王宝河自然保护区于1988年3月经绥中县政府批准建立县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1月

经葫芦岛市政府批准晋升为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北部，区划范围是王宝

河流域内的绥中县大王庙、高甸子、高台3个乡镇内的县水利局河套管理范围，保护区总

面积2156hm2。地理坐标为东经119°51′30″，北纬40°27′24″。 

（2）功能区划： 

上游分别从王宝河南支流的高仗子水库，北支流的李金水库开始，沿河流向下的水利

局河道管理范围，再向下游龙屯水库库区及周边部分陆地区域，即沿水库最高水位线向沿

岸陆地延展150m内；再从龙屯水库沿王宝河干流河道，直至入六股河交汇处。保护区的总

面积2137hm2。其中，有核心区（龙屯水库）的面积为674hm2，缓冲区的总面积为237hm2，

实验区的总面积为1226hm2。 

①核心区 

以龙屯水库作为保护区的核心区，保护对象是水源与以中华鳖为主的野生动物，包

括a库区边界：根据水库最大库容设计水面（正常水位线的淹没区）边界，其边界沿陆地等

高线划定。b坝前边界：沿大坝迎水坡正常高蓄水位（高程71.7m）红线之内。 

②缓冲区 

缓冲区位于核心区的周围，包括核心区（龙屯水库）向陆地延展50m的范围内，以及

王宝河龙屯水库向上游的两条支流部分河段的水利局河道管理范围，即分别从王宝河南

支流的绥青公路桥处，北支流的绥青公路桥处向下游至龙屯水库的河道管理范围。 

③实验区 

实验区位于缓冲区的周围，包括王宝河干流水利局河道管理范围；龙头水库缓冲区

向外100m的陆地空间范围内。包括a河流（库区）边界：王宝河县水利局河道管理范围，

龙屯水库缓冲区向外100米的范围内，南、北两条支流的分别从绥青公路桥处，北支流的

绥青公路桥处向上游的水利局河道管理范围，至高仗子水库和李金水库的库区水域。②

坝前边界：沿大坝迎水坡水库正常高蓄水位（高程71.7m）红线起算50m范围之外。 

（3）主要保护对象：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别”中的“内陆湿地

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饮用水源；以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为主要代表的珍稀野生动物。 

（4）生态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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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属于禁止开发区。功能区划中

禁止开发区的区域功能定位为：保护自然文化资源的重要区域，珍稀动植物基因资源保

护地。 

（5）动植资源 

①植物 

保护区所在区域的陆生植被分布于王宝河两岸。 

保护区所在区域内优势植物和常见植物名录见表6-2。 

表6-2 保护区常见植物名录 

一、松科 Pinaceae 华北落叶松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Mayr.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二、柏科 Cupressaceae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三、胡桃科 Juglandaceae 核桃楸 Juglans mandshurica 

四、壳斗科 Fagaceae 辽东栎 Q. liaotungensis 
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五、榆科 Ulmaceae 

小叶朴 Celtis bungeana 
大叶朴 C. koraiensis 
刺榆 Hemiptelea davidii 
春榆 Ulmus propinqua 

六、桑科 Moraceae 大麻 Cannabis sativa L.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七、薯蓣科 Dioscoreaceae 穿龙薯蓣 Dioscora nipponica Makino 

八、檀香科 Sanatalaceae 百蕊草 Thesium longifolium Turcz. 

九、桦木科 Betulaceae 平榛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x Bess. 
虎榛子 Ostryopsis davidiana Decne. 

十、蓼科 Polygonacae 
东北蓼 Polygonum manshuricola Kitag. 
桃叶蓼 Polygonum persicaria L. 
洋铁酸模 R. patientia var. callosus 

十一、杨柳科 Salicaceae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Dode 
小叶杨 P. simonii 

十二、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女娄菜 Melandrium apricum（Turcz.）Rohrb. 

十三、藜科 Chenopodiaceae 

藜 Chenopodium album L. 
小藜 Ch.serotinum 
地肤 Kochia scoparia 
碱蓬 Suaeda glauca 

十四、小檗科 Berberidaceae 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DC. 

十五、罂粟科 Papaveraceae 白屈菜 Chelidonium majus L. 
十六、十字花科 Cruciferae Brassicaceae 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Willd   

十七、蔷薇科 Rosaceae 

龙牙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  
委陵菜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土庄绣线菊 Spiraea pubescens Turcz. 
三裂绣线菊 Spiraea trilobata L. 

十八、豆科 Leguninosae Fabaceae 

花木蓝 Indigofera kirlowi. 
鸡眼草 K. striata 
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多花胡枝子 L. floribunda 
尖叶胡枝子 Lespedeza hedysaroides (Pall.) Kitag.  
白花草木樨 Melilotus albus Desr.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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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头菜 V. unijuga R. Br.  

十九、远志科 Polygalaceae 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二十、鼠李科 Rhamnaceae 鼠李 Rhamnus dahurica Pall. 

二十一、茜草科 Rubiaceae 蓬子菜 G. verum L. 
茜草 Rubia cordifolia L. 

二十二、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荆条 Vitex negundo L. 

二十三、唇形科 Labiatae 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百里香 Thymus serpyllum L.  

二十四、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车前 Plantago asistica L. 
平车前 P. depresa Willd. 

二十五、菊科 Compositae Asteraceae 
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东风菜 Doellingeria scaber（Thunb.）Nees 
线叶菊 Filifolium sibiricum Kitaumra 

二十六、禾本科 Graminae Poaceae 

野古草 Arundinella hirta (Thunb.) Tanaka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n  
丛生隐子草 Cleistogenes caespitosa  
龙常草 Diarrhena mandshurica Maxim. 
菭草 Koeleria cristata L. Pers. 
羊草 Leymus chinensis Trin. Tzvel.  
早熟禾 Poa annua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Cav.) Trin. ex Steu 
假苇拂子茅 Calamagrostispseudophragmites（Hall．F．）Koel． 

主要植被类型有油松林（Form. Pinus tabulaeformis）、油松栎林（Form. Pinus 

tabulaeformis and Quercus）、油松+刺槐林（Form. Pinus tabulaeformis and Robinia 

pseudoacacia）、蒙古栎林（Form. Quercus mongolica Fisch.）、刺槐人工林（Form. Robinia 

pseudoacacia）、杨树人工林（Form. Populus davidiana Dode）、荆条灌丛（Form. Vitex 

negundo）、果园林和耕地植被群落。 

②动物 

据调查，王宝河自然保护区内比较珍贵的是野生中华鳖，鸟类有大天鹅（Cygnus cygnus）、灰鹤

（Grus grus）、鸳鸯（Aix galericulata）、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雉鸡（Phasianus colchicus）

等十几种；鱼类有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鲫鱼（Carassius 

auratus）、鳗鱼（Anguillidae）、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H.Milne-Edwards）等十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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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6.2.1 对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影响 

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类型属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对保证和调节

整个辽西地区水分平衡和水资源供给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可以有效阻挡和防护内蒙古干

旱寒冷的西北强风以及科尔沁沙地由内蒙古东南向“环渤海区”区域的扩展，发挥重要生态

屏障作用。评价区的生态系统类型属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生态功能是调节气候，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场所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农田生态系

统的主要生态功能为服务功能，直接表现为为人类提供农产品，间接供养了部分农田生物。

本工程输电线路竣工后，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等途径分析工程建设对保护区的影响。 

6.2.1.1 植物调查 

通过收集资料和调查可知，评价范围内的植被类型包括：油松针叶林、刺槐阔叶林、

荆条灌丛、含荆条和白羊草灌草丛以及人工植被。 

（1）油松针叶林（Form. Pinus tabulaeformis） 

纯林，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 Carr.）为建群种。郁闭度 0.6~0.7，分布稀疏不均。

灌木层总盖度 40~60%，荆条（Vitex negundo Linn. var. heterophylla (Franch.) Rehd.）、胡枝

子（Lespedeza bicolor Turcz.）和华北绣线菊（Spiraea fritschiana Schneid.）等，伴生有鼠

李（Rhamnus davurica Pall.）、荚蒾（Viburnum dilatatum Thunb.）、万年蒿（Artemisia gmelinii 

Web.et Stechm.）等。草本层总盖度 30~40%，有白羊草（Bothriochloa ischcemum (Linn.) 

Keng）、野古草（Arundinella anomala Stend.）、黄背草（Themeda japonica (Willd.) Tanaka）、

林茜草（Rubia sylvatica Nakai）、辣蓼铁线莲（Clematis terniflora DC. var. mandshurica (Rupr.) 

Ohwi）、白屈菜（Chelidonium majus Linn.）、狗尾草（Setaria）等。 

（2）刺槐阔叶林（Form. Robinia pseudoacacia）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Linn.）为优势种，郁闭度为 0.6~0.7。灌木层总盖度 40~60%，

以荆条为优势种。此外，有酸枣（Zizi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F.Chow.）、

胡枝子、三裂绣线菊（Spiraea trilobata Linn.）、小叶鼠李（Rhamnus parvifolia Bunge）、

万年蒿。草本层盖度 30~40%，主要有白羊草（Bothriochloa ischcemum (Linn.) Keng）、狗

尾草、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inn.）、牡蒿（Artemisia japonica Thunb.）、低矮薹草（Carex 

humilis Leyss.）、委陵菜（Potentilla chinensis Ser.）、林茜草等。 

（3）荆条灌丛（Form. Vitex neg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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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条为建群种，伴生种有兴安胡枝子（Lespedeza daurica (Laxm.) Schindl. ）、多花胡

枝子（Lespedeza floribunda Bunge）、酸枣、三裂绣线菊、细叶小檗（Berberis poiretii Schneid. ）

等。草本层总盖度 30~40%，主要有白羊草、狗尾草、黄花蒿、隐子草（Cleistogenes)、防

风（Saposhnikovia divaricata (Turcz.) Schischk. ）、远志（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等。 

（4）含荆条、白羊草灌草丛（Form. grassland containing Vitex negundo and Bothriochloa 

ischcemum） 

主要有荆条、白羊草灌草丛，灌木数量较少，盖度小于 20%。散生一些低矮的灌木，

胡枝子和百里香（Thymus mongolicus Ronn. ）等。草本植物主要为多叶隐子草（Cleistogenes 

polyphylla Keng)、丛生隐子草（Cleistogenes caespitosa Keng）、猪毛菜（Salsola collina Pall.）、

萎陵菜、火绒草（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 (Willd.) Beauv.）和狗尾草等。 

（5）人工植被 

评价范围内的人工植被主要是线路沿线和变电站评价范围内的耕地植被。包括种植的

玉米（Zea mays L.）、高梁（Sorghum vulgare Pers）和粱（Setaria italica (L.) Beauv.）等。 

6.2.1.2 动物调查 

通过收集资料和调查可知，评价范围内沿线常见的野生动物包括：草兔（Lepus 

capensis）、小家鼠（Mus musculus.）、田鼠（Microtus）、蛇等以及喜鹊（Pica pica）、

家燕（Hirundo rustica）、山麻雀（Passer rutilans）等农田村落栖息鸟类。 

6.2.1.3 影响分析 

本工程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从该保护区实验区较窄的位置穿越，跨越总长度为

3.1km。有效避让了核心区和缓冲区，降低了对保护区的生态影响。线路在保护区实验区

内立塔 9 基。 

根据现场调查和施工期环境监理等相关资料可知，本工程线路未在保护区内设牵张

场、临时堆料场、弃土弃渣场和施工场地等。施工中利用了 66kV 输电线路的运输道路，

靠近塔基处采用蓄力和人工的运料方式，仅在塔基施工区和和人抬道路有少量临时占地。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局与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生

态破坏恢复与补偿协议，合计补偿 186 万元。恢复措施由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落实，目前正在恢复中，并承诺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恢复。线路采用高塔跨越，未砍

伐位于保护区内的线路通道植被。线路沿线主要是灌丛，塔基避开了油松、刺槐等高大乔

木而选择在植被相对稀疏的灌草地处。线路仅塔基占地，塔基布零散，因此破坏的植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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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同时施工中保留了塔基处原表层土，施工结束后用于塔基地表处植被恢复。调查发现

除立塔的四角处其余塔基下方植被已恢复。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对保护区植被影响较小。 

线路跨越保护区实验区的路径长度较环评阶段缩短了 0.1km。实际塔基占地面积

0.1050hm2 较环评阶段面积小，同时塔基下方除立塔的四角处其他地表已用原表层土和植

被恢复。因此塔基的建设对辽宁白狼山国家级保护区的植被扰动较小。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无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本工程的实施对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的

影响较小。同时评价区域内分布有胜利村等居民点，区域内植被类型受人们长期经济活动

的影响较大。森林景观受现存农耕地、村庄、道路等影响，破碎化已经存在。结合本工程

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情况可知，保护区的植被类型、自然景观结构受本工程施工的影响

不大。本工程未影响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本

工 程 的 实 施 对 辽 宁 白 狼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影 响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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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对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影响 

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属于禁止开发区。功能区划中禁止开发区功能定位为保护自然

文化资源的重要区域，珍稀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地。本项目属于“电网基础设施类”，

进行了保护区影响专题评价，只跨越实验区，未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避让了缓冲区。

属于《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中规定的许可行为。工程的实施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功能定

位相符合。 

通过收集资料和调查可知，评价范围内的植被类型包括：杨树人工林和耕地植被。 

（1）杨树人工林 

杨树人工林分布在王宝河的河流两岸。主要是乡土树种小叶杨（Populus simonii Carr.）

和小青杨（Populus pseudo-simonii Kitag.），也有赤峰34号杨、群众杨、小黑杨（Populus 

×xiaohei T. S. Hwang et Liang）、北京杨系和小钻杨等杂交杨。 

（2）耕地植被 

评价范围内的耕地值被，以玉米为主有少数高梁、落花生（Arachis hypogaea Linn.）。 

本工程宽邦~高岭500kV线路在下马屯东南侧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采

用一档跨越，未在保护区内立塔。跨越处保护区范围较窄，总长度85m。 

本工程线路选择在自然植被稀疏的区域跨越。评价范围内植被类型单一，主要为耕

地植被和杨树人工林。本工程未在保护区范围内立塔，未在保护区范围内施工，未砍伐保

护区内植被，因此对保护区植被影响较小。评价范围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保护动物。综

上所述，工程的建设对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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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工程占地 

经现场调查，新建开关站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和林地等；变电站/换流站扩建工程

在原征地范围内建设，未新征地；线路工程沿线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林地、园地和

草地。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涉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无

其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自然环境保护

目标。工程占地统计如下： 

表 6-3 本工程占地统计一览表 

工程名称 项目 
占地面积（hm2） 

耕  地 林  地 园  地 荒草地 小计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永久占地 6.7100 0.2025 0.1050 - 7.0175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扩建工程 永久占地 - - - - -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永久占地 - - - - -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永久占地 0.6840 2.2800 0.1440 0.0960 3.2040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永久占地 0.6000 0.2280 0.1800 0.1200 1.1280 

合计 永久占地 7.994 2.7105 0.429 0.216 11.3495 
本工程总永久占地面积为 11.3495hm2。 

其中，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占地面积 7.0175hm2，其中主要为一般耕地

6.7000hm2、林地 0.2025hm2，另园地 0.0650hm2。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总永久占地 2.0025hm2，其中在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立塔 9 基，占林地 0.1050hm2。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总永久占地 0.7050hm2，线路途经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未

在保护区内立塔，施工未占用保护区土地。 

线路工程的永久占地为塔基占地，同时塔基除四角外，其余部分植被在恢复中。塔基

占地的影响面积远小于以上的 4.3320hm2。 

6.2.4 对植被和植物资源影响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评价范围内的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以及耕地

植被。 

（1）针叶林 

主要是油松针叶林。群落结构一般分为三层，乔木层为油松，林下灌木层的物种组成

简单，多为荆条、酸枣等。草本层植物多为喜阳耐旱的种类，多为蒿类、苔草、委陵菜、

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等。 

（2）落叶阔叶林 

包括杨树林、刺槐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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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林多为人工林，群落结构简单，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林下灌木和草本基本很少，

常见的草本有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车前、蒿等。 

刺槐林多为纯林，还有部分与油松混交。分为乔、灌、草三层。乔木层优势树种刺槐，

伴生种为油松、榆树（Ulmus pumila L.）和山杏（Armeniaca sibirica (L.) Lam）等。林下灌

木层多生长良好，种类复杂，多以荆条、酸枣为主。草本层，常见有龙牙草、萝藦（Metaplexis 

japonica (Thunb.) Makino.）、蒿、林茜草、蝙蝠葛（Menispermum dauricum）、葎草、委

陵菜、胡枝子、兴安石竹（Dianthus chinensis Linn. var. versicolor (Fisch.ex Link) Y.C.Ma）、

狼尾花（Lysimachia barystachys Bunge）、狗尾草等。 

（3）灌丛 

主要为荆条和酸枣灌丛。 

灌丛中的物种为酸枣、委陵菜、胡枝子等，并常伴有刺槐、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榆树等幼苗。 

（4）人工植被 

评价范围内的人工植被主要是线路沿线和变电站评价范围内的耕地植被。包括种植的

玉米、高梁和粱以及落花生等。 

工程的施工会破坏植被的群落结构及植物的生物量。但本工程开关站站址和塔基开挖

的土石方量较小，同时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覆盖等临时防护措施。经现场调查发现，施工

结束后土地已平整，沿线植被已基本恢复。工程对沿线植被的影响较小，各类型植被的具

体影响如下： 

（1）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植被的影响 

本输变电工程，仅塔基占地，未占用线路下方林地。调查可知，本工程评价范围内要

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多为常见林种，未发现珍稀保护植物或珍贵树种为建群种的森林

群落。线路的塔基选择在植被稀疏区域，乔木层树种简单，林下草本层以杂草为主。因此，

工程建设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较小。对生物量与生产力损失有限。 

（2）对灌丛植被的影响 

荆条灌丛为该地区常见的灌丛种类，荆条为优势种。物种组成多为常见的酸枣、委陵菜、

胡枝子以及刺槐、臭椿、榆树等幼苗。未发现珍稀濒危植物。 

线路的塔基和临时占地轻微破坏了灌丛结构。调查发现，线路沿线塔基下方以及临时占地

处的灌丛已恢复。 

（3）对耕地植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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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植被群落结构简单、物种单一。工程施工降低栽培植被的生物量。但施工结束后，

耕地相继复耕，本工程不会对粮食生产与农业生态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6.2.5 对动物的影响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动物属古北界。经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工程项目沿线野

生动物资源主要包括哺乳动物、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主要为较适应人类活动的种类，

评价范围内动物调查结果见下表。 

表 6-4    评价范围内动物名录 
分类 名称 

哺乳动物 

啮齿目 RODENTIA 

黄鼠 Citellus dauricus 

田鼠 Microtus 
小家鼠 Mus musculus. 

食肉目 CARNIVORA 
狗獾 Meles meles 

黄喉貂 Martes flavigula 

兔形目 Lagomorpha 草兔 Lepus capensis 

两栖类 无尾目 ANURA 泽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爬行类 有鳞目 Squamata 北滑蜥 Leiolopismseptentrionalis 

鸟类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山麻雀 Passer rutilans 

喜鹊 Pica pica 

家燕 Hirundo rustica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金雕 Aquila chrysaetos 

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黑鸢 Milvus migrans 

鸮形目 Strigiformes 

短耳鸮 Asio flammeus、 

雕鸮 Bubo bubo 

鹰鸮 Ninox scutulata 
除上述物种，还有数量和种类众多的昆虫。 

本项目主要途经人类活动较多区域，少量途径生态敏感区也为实验区，且穿（跨）越

距离较短，沿线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建设、旅游活动、公路开发、农业发展等干扰，保护

动物出现频率极低。 

工程施工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包括噪声、人为活动干扰，以及运行期对动物迁移、迁徙、活

动、栖息等方面的影响。工程评价范围内主要为适应人类活动的种类，保护物种较少（仅

发现狗獾、黄喉貂）。 

（1）对哺乳类动物的影响 

工程沿线分布有哺乳类动物数量不多，且为常见物种。施工噪声及人为干扰会影响哺

乳动物活动与分布，本工程施工人员已经过环境保护意识学习，未捕猎野生动物。同时工

https://baike.so.com/doc/6816504-70335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52892-8126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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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施工时间短、施工点分散、施工人员，对哺乳动物的影响小。 

（1）对两栖、爬行动物影响 

工程未在水体内立塔，未在水体近距离范围的湿地、沙地施工，对两栖类和爬行类动

物产生的影响较小。运行阶段，不影响线路下方的迁徙。因此，本工程对两栖、爬行动物

的影响不大。 

（2）对鸟类的影响 

施工噪声、灯光可能影响鸟类的生活习性。调查可知，施工阶段采取了降噪措施，未

在夜间施工。因此，施工阶段对鸟类的影响有限。运行阶段输变电工程对鸟类的飞行、觅

食等限制降低，影响降低。 

6.2.6 农业生态影响 

本工程占用耕地面积为7.9940hm2，其中宽邦500kV开关站占耕地6.7100hm2、利州~宽

邦500kV线路塔基占耕地0.6840hm2、宽邦~高岭500kV线路塔基占耕地0.6000hm2。宽邦

500kV开关站占地中耕地比例为96%，利州~宽邦500kV线路耕地占地比例为21%、宽邦~高

岭500kV线路耕地占地比例为53%。总工程耕地占地比例为70%，比例较大。其中线路工程

中仅塔基四角占地，塔基下方其他地表耕地可恢复，因此本工程的农业生态影响面积较实

际调查面积少。 

工程的施工对农业生态有一定影响。但施工结束后已对新建开关站周围、线路沿线的

耕地进行了土地平整，耕地相继复耕中。调查发现本工程评价范围内耕地恢复情况基本良

好，个别塔基下方耕地已平整，待农户自行复耕。 

宽邦500kV开关站站址四周主要为一般耕地，其中西南侧围墙外有小范围林地。耕地

处已复耕种植玉米等。 

线路塔基占地面积小且分散，未对农业生产带来大的影响。调查发现，线路沿线塔基

下方无弃土，土地已平整。塔基下方除四角占地外耕地基本恢复，个别塔基下方耕地待农

户自行复耕。 

本工程工程施工量、占地面积较小，工程未改变当地农业用地格局，未对农业生态造

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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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结论与建议 

本工程总永久占地面积为 11.3495hm2，其中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占地面积

7.0175hm2，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总永久占地 2.0025hm2（在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立塔 9 基，占林地 0.1050hm2）。宽邦 ~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总永久占地 0.7050hm2，

线路途经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未在保护区内立塔。 

新建开关站原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和林地等现为建设用地，现场调查发现开关站

站内已种植草地进行绿化，站址周围主要为一般耕地已复耕种植玉米等。 

变电站/换流站扩建工程在原征地范围内建设，未新征地。 

线路工程沿线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林地、园地和草地。沿线永久占地和临时占

地已基本恢复。500kV宽利线跨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实验区内立塔9

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局与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

生态破坏恢复与补偿协议，并落实了补偿约定。保护区的生态恢复由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具体负责。目前保护区内除塔基四角占地外，塔基下方植被已在恢复中。

500kV高宽线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线路未在保护区内施工未在其内立塔，

对保护区的影响很小。调查发现本工程线路评价范围内植被恢复情况基本良好，仅个别塔

基下方耕地平整后待农户自行复耕。 

建设单位在工程中采取了相应的生态恢复等措施以及管理措施。通过现场踏查和资料

查阅，本工程采取的上述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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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7.1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和监测，对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的电磁环境进行分析。为环境主管

部门对本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7.2 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监测条件及质保措施 

验收调查单位委托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已建成的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

输电线路和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1）监测项目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方法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HJ705-2014）中要求，变

电站（开关站、换流站）电磁环境监测包括环境敏感目标监测和厂界监测，各侧围墙外的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监测布点具有代表性；线路工程电磁环境监测包括电磁敏感目标监测和

断面监测，工程跨越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均应进行监测，其他按有代表性原则进行监测。 

工频电场及工频磁场具体监测方法执行《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681-2013）。具体如下： 

1）架空输电线路 

断面监测路径应选择在以导线档距中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面方向上。单回输电线路 

应以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同塔多回输电线路应以弧垂最低位置处

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监测点应均匀分布在边相导线两侧的横断面方

向上。对于挂线方式以杆塔对称排列的输电线路，只需在杆塔一侧的横断面方向上布置监

测点。监测点间距一般为 5m，顺序测至距离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 处为止。在测量最大

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应不大于 1m。 

2）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 

监测点应选择在无进出线或远离进出线（距离边导线地面投影不少于 20m）的围墙外

且距离围墙 5m 处布置。如在其他位置监测，应记录监测点与围墙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周

围的环境情况。 

断面监测路径应以变电站围墙周围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最大值处为起点，在垂

直于围墙的方向上布置，监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距离围墙 50m 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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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构）筑物 

在建（构）筑物外监测，应选择在建筑物靠近输变电工程的一侧，且距离建筑物不小

于 1m 处布点。 

（3）监测仪器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仪器：SEM-600 电磁辐射分析仪，主机出厂编号：STT-YQ-49，

探头出厂编号：STT-YQ-49(2)，频率范围：1Hz~100kHz，量程范围：电场：0.01V/m~ 

200.0kV/m，磁场：0.1nT~10.00mT，检定有效期为 2018 年 06 月 28 日~2019 年 06 月 27

日。 

（4）监测时间、气象条件及监测工况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7 日~2018 年 8 月 26 日对本工程和评价范

围内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电磁环境监测，监测时间及气象条件见表 7-1，对应的工程运行

工况见表 7-2。 

表 7-1 监测时间、气象条件一览表 

工程名称 监测时间 天气条件 

500kV 宽邦开关站 2018 年 8 月 15 日 09:00~11:00 多云，温度 24~28℃，湿度 40%，风

速 1.5m/s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

工程 2018 年 8 月 7 日 09:00~10:30 晴，温度 26~30℃，湿度 45%，风速
1.5m/s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2018 年 8 月 26 日 09:00~11:00 多云，温度 22~28℃，湿度 40%，风

速 2.0m/s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8
月 25 日 09:00~18:00 

多云，温度 22~30℃，湿度 20%~40%， 
风速 1.5m/s~2.0m/s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2018 年 8 月 8 日~2018 年 8 月

14 日 09:00~18:00 
晴，温度 24~33℃，湿度 20%~40%， 
风速 1.5m/s~2.0m/s 

表 7-2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监测时运行工况 

工程名称 时间 设备名称 运行电压

（kV） 
运行电流

（A） 
有功 

（MW） 
无功补偿

（Mvar） 

高岭背靠

背 500kV
换流站扩

建工程 

2018 年

8 月 7 日
10:00 

东北网侧 1#换流变 529.57 886.32 739.24 365.20 

东北网侧 2#换流变 536.07 251.22 243.30 81.48 

东北网侧 3#换流变 535.00 318.60 253.97 94.02 

东北网侧 4#换流变 533.75 266.24 253.60 94.57 

华北网侧 1#换流变 532.35 261.20 -242.71 106.93 

华北网侧 2#换流变 533.33 286.63 -240.69 106.06 

华北网侧 3#换流变 527.74 272.00 -251.17 101.90 

华北网侧 4#换流变 528.26 297.73 -250.26 101.49 

利州 500kV 2018 年 1#主变 537.45 219.60 9.60 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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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扩

建工程 
8 月 26
日 10:00 3#主变 535.41 218.80 14.90 51.10 

利州~宽邦

500kV线路

工程 

2018 年

8 月 16
日 10:00 

宽利 1 线 534.16 644.40 262.76 25.78 

宽利 2 线 535.95 640.00 307.06 2.26 

宽邦~高岭

500kV线路

工程 

2018 年

8 月 8 日
10:00 

高宽 1 线 532.8 219.0 -205.4 0.1 

高宽 2 线 530.5 194.1 -199.9 10.7 

高沙 1 线 532.6 49.8 -37.3 17.6 

高沙 2 线 528.2 53.1 -32.8 17.8 

由上表可知，本工程已按照环评规模建设完成，所有设备均已按照设计要求正常运行。 

（5）质量保证 

①监测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检定合格，仪器工作状态良好。 

②监测人员经过上岗培训，持有上岗证。 

③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要求操作仪器，并认真做好记录。 

④专人负责质量保证及质量检查工作。 

7.3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7.3.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在宽邦 500kV 开关站站址四周设置 10 个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点。在站址西北侧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宽邦 500kV 开关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3（a）。 

表 7-3（a） 宽邦 500kV 开关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测点序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V/m） 磁感应强度(μT) 
1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5m 309.3 0.0376 
2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5m 23.16 0.4663 
3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5m 1674.0 2.0580 
4 开关站西南侧围墙外 5m 1003.0 0.8566 
5 开关站西南侧围墙外 5m 62.26 0.0575 
6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5m 0.209 0.0157 
7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5m 1.457 0.0181 
8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5m 7.076 0.1320 
9 开关站东北侧围墙外 5m 226.8 0.0138 
10 开关站东北侧围墙外 5m 152.4 0.0164 
宽邦 500kV 开关站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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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b）  宽邦 500kV 开关站西北侧断面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距西北侧围墙距离（m）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11 5 3607.1 1.4620 
12 10 2569.0 1.0972 
13 15 1818.3 0.8467 
14 20 1819.2 0.7452 
15 25 1522.4 0.6556 
16 30 1272.0 0.5740 
17 35 1060.3 0.5057 
18 40 910.6 0.4525 
19 45 785.5 0.4043 
20 50 636.2 0.3677 

7.3.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四周为一般耕地，不具备布设衰减断面

的条件，因此未进行衰减断面监测。综合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在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站

址四周设置 11 个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点。 

（2）监测结果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4。 

表 7-4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测点序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V/m） 磁感应强度(μT) 
1 换流站东侧围墙外 5m 1132.3 1.0050 
2 换流站东侧围墙外 5m 23.36 0.0305 
3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5m 9.614 0.2648 
4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5m 32.45 0.3403 
5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5m 565.7 0.3554 
6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5m 56.95 0.5746 
7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5m 1623.1 6.0280 
8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5m 2305.2 3.5521 
9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5m 30.72 0.1775 
10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5m 18.30 0.4881 
11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5m 1217.0 2.7750 

7.3.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地形条件和环评阶段布点方案，选择在利州 500kV 变电

站站址四周设置 8 个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点。在站址南侧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利州 500kV 变电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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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a） 利州 500kV 变电站站址四周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测点序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V/m） 磁感应强度(μT) 
1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5m 673.81 0.4515 
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5m 75.54 0.2208 
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m 17.02 0.1277 
4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m 756.00 1.6800 
5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5m 879.33 0.8621 
6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5m 1099.2 3.1190 
7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5m 254.60 0.4681 
8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5m 9.635 0.0888 
利州 500kV 变电站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5（b）。 

表 7-5（b）  利州 500kV 变电站南侧断面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距南侧围墙距离（m）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9 5 383.30 0.6427 
10 10 311.51 0.5271 
11 15 233.32 0.4345 
12 20 179.30 0.3753 
13 25 136.33 0.3238 
14 30 109.62 0.2837 
15 35 91.00 0.2507 
16 40 66.56 0.2255 
17 45 56.56 0.2154 
18 50 49.68 0.2003 

7.3.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根据本次现场调查，在 500kV 宽利线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设置 22 个工频电

场、工频磁场监测点。在 500kV 宽利线 248#~249#双回路段档距中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

面方向上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500kV 宽利线沿线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6（a）。 

表 7-6（a） 500kV 宽利线沿线环保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μT） 

1 葫芦岛市绥中县宽邦镇杨树沟村  ，2 线 N42~N43 线

路西南侧 
142.30 0.3287 

2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子镇许家村   ，1 线 N56~N57
线路东北侧 

67.53 0.1026 

3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子镇许家村黄炉村   ，2 线

N59~N60 线路西北侧 
202.31 0.1928 

4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小石门村   ，2 线 N79~N80
线路北侧 

129.63 0.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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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μT） 

5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小石门村西山屯村   ，2 线

N80~N81 线路北侧 
2.806 0.1135 

6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韩家屯村  ，1 号线 N87~N88
线路东侧 

103.57 0.1521 

7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韩家屯村   ，2 号线 N88~N89
线路西侧） 

96.36 0.1752 

8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   ，2 号线

N103~N104 线路西北侧 
156.89 0.1625 

9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新立屯村   ，2
号线 N104~N105 线路西北侧 

97.63 0.1352 

10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新立屯村  ，1
号线 N104~N105 线路东南侧 

58.62 0.1682 

11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赵家屯村贺家沟村   ，1 号

线 N113~N114 线路东侧 
54.33 0.1316 

12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邹杖子村西北沟村   ，1 号

线 N139~N140 线路东侧 
126.51 0.5762 

13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邹杖子村西北沟村   ，2 号

线 N139~N140 线路西侧 20m（h=50m） 
103.60 0.5370 

14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土城子村小河东村   ，2 号

线 N146~N147 线路西南侧 
102.72 0.3200 

15 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李杖子村前司杖子村  ，1
号线 N201~N202 线路东北侧 

96.73 0.4307 

16 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黄花店村   ，1 号线

N213~N214 线路东北侧 14m（h=24m） 
545.68 0.6289 

17 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前九佛堂村   ，1 号线

N230~N231 线路东北侧 
520.93 0.5932 

18 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三台村   ，1 号线 N247~N248
线路东侧 

443.26 0.4830 

19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5~N256 线路东侧 
123.68 0.5989 

20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2 号线

N255~N256 线路西侧 
82.57 0.5365 

21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8~N259 线路东侧 
103.55 0.4970 

22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上店村   ，2 号线

N264~N265 线路西南侧 
86.60 0.3373 

以 500kV 宽利线 248#~249#双回路段弧垂最低位置处（h=21m）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

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杆塔一侧的横断面上布设监测点。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

测结果见表 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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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b）  500kV 宽利线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距线路中心距离（m）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23 0 1276.8 2.914 

24 5 1899.3 2.885 

25 10 2942.1 2.717 
26 11（边导线下方） 2995.2 2.709 

27 14 3103.5 2.403 

28 15 3169.0 2.418 

29 16 3024.6 2.357 

30 20 2540.0 2.029 

31 25 1623.1 1.643 
32 30 1035.3 1.322 

33 35 519.93 1.063 

34 40 318.40 0.8551 

35 45 220.22 0.7044 

36 50 142.10 0.5727 

37 55 101.34 0.4739 
38 61（边导线外 50m） 90.68 0.4058 

7.3.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在 500kV 高宽线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 21 个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监测点。在 500kV 高宽线双回路段（1 号线 35#~36#、2 号线 34#~35#）档距中央

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面方向上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500kV 高宽线沿线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7（a）。 

表 7-6（a） 500kV 高宽线沿线环保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μT） 

1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   ，1 号线 N75~N76 线路东

南侧 
190.49 0.2536 

2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冯家屯村   ，2 号线

N71~N72 线路西北侧 
46.91 0.1582 

3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   ，2 号线 N70~N71 线路 756.41 1.2044 

4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狼洞子村   ，1 号线 N64~N65
线路    

883.62 0.8322 

5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狼洞子村大狼洞子村   ，2 号

线 N61~N62 线路西北侧  
273.43 0.1120 

6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小糜子沟村   ，1 号

线 N58~N59 线路东侧  
19.50 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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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μT） 

7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糜子沟村   ，1 号线

N56~N57 线路东南侧  
26.92 0.3058 

8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牤牛沟村   ，2 号线

N51~N52 线路西北侧  
117.50 0.1213 

9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平川营村五台子村   ，1 号线

N42~N43 线路东南侧   
225.31 0.3651 

10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弯土墙村田家屯村   ，2 号线

N35~N36 线路西北侧  
455.58 0.4702 

11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钓鱼石南村   ，2 号线

N34~N35 线路西北侧  
465.51 0.6491 

12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钓鱼石南村   ，1 号线

N35~N36 线路东南侧  
470.03 0.6500 

13 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三山村北沟村   ，1 号线 N25~N26 线

路东北侧  
52.06 0.1083 

14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   ，1 号线 N25~N26 线

路  
303.60 0.7326 

15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   ，2 号线 N19~N20 线

路西南侧  
22.26 0.1061 

16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2 号线 N9~N10 线路西侧  393.68 0.4740 

17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2 号线 N4~N5 线路

西北侧  
140.22 0.3505 

18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2 号线 N3~N4 线路

北侧  
2034.1 2.385 

19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2 号线 N2~N3 线路

北侧 
92.49 0.4211 

20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庄村   ，2 号线 N2~N3 线路北

侧  
577.30 1.354 

21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1 号线 N2~N3 线路

南侧  
284.60 0.7747 

以 500kV 高宽线双回路段（1 号线 35#~36#、2 号线 34#~35#）弧垂最低位置处（h=28m）

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杆塔一侧的横断面上布设监测点。监测断面工

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6（b）。 

表 7-6（b）  500kV 高宽线监测断面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距线路中心距离（m）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23 0 321.00 0.7638 
24 5 397.62 0.7531 
25 10 607.43 0.7210 
26 11（边导线下方） 607.92 0.7005 
27 15 606.41 0.6736 
28 18 607.80 0.6411 
29 19 608.75 0.6279 
30 20 608.22 0.6188 
31 25 559.32 0.5581 
32 30 476.20 0.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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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5 356.38 0.4404 
34 40 299.17 0.3905 
35 45 254.11 0.3416 
36 50 205.30 0.2984 
37 55 160.79 0.2448 
38 61（边导线外 50m） 119.09 0.2010 

7.4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7.4.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宽邦 500kV 开关站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0.209~1674.0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164~2.0580μT；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 4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开关站西北侧断面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636.2~3607.1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3677~1.4620μT；通过监测断面可以看出，随着距离的增大，其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

度呈现减小趋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10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7.4.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9.614~2305.2V/m，工频磁感应强

度在 0.0305~6.0280μT；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4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7.4.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利州 500kV 变电站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9.635~1099.2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888~1.6800μT；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 4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变电站南侧断面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49.68~383.30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2003~0.6427μT；通过监测断面可以看出，随着距离的增大，其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

度呈现减小趋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10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7.4.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500kV 宽利线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2.806~545.68V/m，工频磁感应

强度在 0.1026~0.6289μT。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4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500kV 宽利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90.68~3169.0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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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8~2.914μT；通过监测断面可以看出，随着距离的增大，其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

度呈现减小趋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10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7.4.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500kV 高宽线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19.50~2034.1V/m，工频磁感应强

度在 0.1061~2.385μT。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 4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500kV 高宽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强度值为 119.09~607.92V/m，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2010~0.7638μT；通过监测断面可以看出，随着距离的增大，其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

度呈现减小趋势。监测断面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量值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10kV/m、100μT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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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声环境影响调查监测与分析 
8.1 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监测条件及质保措施 

验收调查单位委托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工程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1）监测项目 

等效连续 A 声级。 

（2）监测方法 

环境噪声监测方法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监测仪器 

AWA6228+型多功能声级计，主机出厂编号：STT-YQ-81，频率范围：10Hz~20kHz，

灵敏度：40mV/Pa，量程范围：20dB(A)~142dB(A)，检定有效期为 2018 年 6 月 14 日~2019

年 6 月 13 日。 

（4）监测时间、气象条件及监测工况 

①监测时间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7 日~2018 年 8 月 26 日对本工程和评价范

围内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声环境验收监测。具体监测时间及对应的天气条件，见表 8-1。 

表 8-1 监测时间、气象条件一览表 

工程名称 监测时间 天气条件 

500kV 宽邦开关站 2018 年 8 月 15 日
09:00~11:00 

昼间：多云，温度 24~28℃，湿度 40%，风速
1.5m/s 
夜间：多云，温度 20~22℃，湿度 45%，风速
2.0m/s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

建工程 
2018 年 8 月 7 日

09:00~10:30 

昼间：晴，温度 26~30℃，湿度 45%，风速 1.5m/s 
夜间：晴，温度 24~26℃，湿度 45%，风速
1.5m/s~2.0m/s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2018 年 8 月 26 日
09:00~11:00 

昼间：多云，温度 22~28℃，湿度 40%，风速
2.0m/s 
夜间：温度 22~28℃，湿度 40%~45%，风速
1.5m/s~2.0m/s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8月 25日 09:00~18:00 

昼间：晴，温度 22~30℃，湿度 20%~40%，

风速 1.5m/s~2.0m/s 
夜间：晴，温度 18~22℃，湿度 35%~45%，

风速 1.5m/s~2.5m/s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2018 年 8 月 8 日~2018
年 8月 14日 09:00~18:00 

昼间：晴，温度 24~33℃，湿度 20%~40%，

风速 1.5m/s~2.0m/s 
夜间：晴，温度 22~24℃，湿度 35%~45%，

风速 1.5m/s~2.0m/s 
注：夜间仅监测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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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运行工况 

监测工况见“表 7-2”。 

8.2 声环境监测结果 

8.2.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在宽邦500kV开关站站址四周设置10个噪

声监测点，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1个噪声监测点，在站址西北侧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宽邦500kV开关站站址厂界噪声排放监测结果见表8-2（a），站址西北侧断面噪声监

测结果见表8-2（b），开关站200m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声环境监测结果见表8-2

（c）。 

表8-2（a）  宽邦500kV开关站站址厂界环境噪声排放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1m 43.6 41.8 
2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1m 44.2 42.0 
3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1m 47.1 45.3 
4 开关站西南侧围墙外 1m 46.3 44.2 
5 开关站西南侧围墙外 1m 40.8 38.5 
6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1m 38.2 37.0 
7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1m 40.1 38.3 
8 开关站东南侧围墙外 1m 39.8 38.2 
9 开关站东北侧围墙外 1m 39.6 38.0 
10 开关站东北侧围墙外 1m 40.6 38.8 

表8-2（b）  宽邦500kV开关站西北侧断面噪声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1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5m 44.7 42.2 
12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10m 41.9 39.7 
13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15m 42.8 40.3 
14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20m 42.5 40.1 
15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25m 42.1 39.9 
16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30m 41.7 39.7 
17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35m 39.2 37.5 
18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40m 39.2 37.6 
19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45m 39.0 37.3 
20 开关站西北侧围墙外 50m 38.9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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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c）  宽邦500kV开关站评价范围内环保目标处声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21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台镇马路岭村马

场村   ，开关站西南侧  
38.0 36.8 

22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台镇马路岭

村   ，开关站东北侧  
39.7 38.0 

8.2.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在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站址四周设置

11个噪声监测点，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1个噪声监测点。 

（2）监测结果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站站址厂界及断面环境噪声排放监测结果见表8-3（a），换

流站200m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声环境监测结果见表8-3（b）。 

表8-3（a）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站址厂界环境噪声排放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 换流站东侧围墙外 1m 47.9 45.2 
2 换流站东侧围墙外 1m 46.7 44.3 
3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1m 43.6 41.4 
4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1m 40.7 38.9 
5 换流站南侧围墙外 1m 43.2 41.1 
6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1m 46.5 44.0 
7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1m 50.1 47.6 
8 换流站西侧围墙外 1m 44.2 42.2 
9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1m 50.5 48.0 
10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1m 45.6 43.7 
11 换流站北侧围墙外 1m 46.6 44.5 

 

表8-3（b）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评价范围内环保目标处声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2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
换流站东侧  

45.9 44.1 

8.2.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在利州500kV变电站站址四周设置8个噪声

监测点，在站址南侧布设监测断面。 

（2）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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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州500kV变电站站址厂界噪声排放监测结果见表8-4（a），站址南侧断面噪声监测

结果见表8-4（b）。 

表8-4（a）  利州500kV变电站站址厂界环境噪声排放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1m 41.9 39.7 
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1m 37.6 36.1 
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m 38.8 36.7 
4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m 45.8 43.3 
5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1m 47.8 45.2 
6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1m 44.8 42.5 
7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1m 45.5 43.0 
8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1m 40.8 38.9 

 

表8-4（b）  利州500kV变电站南侧断面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9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m 45.4 43.0 
10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0m 42.5 40.4 
11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5m 45.3 43.6 
12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20m 45.0 42.9 
1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25m 44.7 42.5 
14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30m 44.9 42.6 
15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35m 43.7 41.8 
16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40m 41.3 39.5 
17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45m 40.4 38.6 
18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0m 39.8 38.0 

8.2.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根据本次现场调查，在 500kV 宽利线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 22 个噪声监

测点。 

（2）监测结果 

500kV 宽利线沿线声环境监测结果见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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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500kV 宽利线沿线环保目标处声环境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 葫芦岛市绥中县宽邦镇杨树沟村   ，2 线 N42~N43 线路西

南侧  
44.6 42.3 

2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子镇许家村   ，1 线 N56~N57 线路东

北侧  
45.3 42.9 

3 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子镇许家村黄炉村 ，2 线 N59~N60
线路西北侧  

39.4 37.8 

4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小石门村   ，2 线 N79~N80 线路北

侧  
45.5 43.0 

5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小石门村西山屯村   ，2 线

N80~N81 线路北侧  
45.2 42.9 

6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韩家屯村   ，1 号线 N87~N88 线路

东侧  
44.6 42.1 

7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韩家屯村   ，2 号线 N88~N89 线路

西侧  
45.9 43.2 

8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   ，2 号线

N103~N104 线路西北侧  
45.6 43.1 

9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新立屯村   ，2 号线

N104~N105 线路西北侧  
37.9 36.2 

10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蒙古营子村新立屯村   ，1 号线

N104~N105 线路东南侧  
37.4 35.8 

11 葫芦岛市建昌县杨树湾乡赵家屯村贺家沟村   ，1 号线

N113~N114 线路东侧 3 
46.9 44.3 

12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邹杖子村西北沟村   ，1 号线

N139~N140 线路东侧  
41.5 39.3 

13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邹杖子村西北沟村   ，2 号线

N139~N140 线路西侧  
42.1 40.0 

14 葫芦岛市建昌县巴什罕乡土城子村小河东村   ，2 号线

N146~N147 线路西南侧  
41.6 39.4 

15 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李杖子村前司杖子村   ，1 号线

N201~N202 线路东北侧  
40.5 38.7 

16 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黄花店村   ，1 号线 N213~N214
线路东北侧  

42.6 40.3 

17 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前九佛堂村   ，1 号线 N230~N231
线路东北侧  

39.8 37.9 

18 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三台村   ，1 号线 N247~N248 线路

东侧  
40.6 40.6 

19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5~N256
线路东侧  

42.7 40.3 

20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2 号线 N255~N256
线路西侧  

43.3 41.1 

21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洼子店村   ，1 号线 N258~N259
线路东侧  

41.1 39.0 

22 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上店村   ，2 号线 N264~N265
线路西南侧  

40.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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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1）监测布点 

根据本次现场调查，在 500kV 高宽线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 21 个噪声监测

点。 

（2）监测结果 

500kV 高宽线沿线声环境监测结果见表 8-6。 

表8-6   500kV高宽线沿线环保目标处声环境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1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冯家屯村   ，1 号线

N75~N76 线路东南侧  
41.2 39.0 

2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冯家屯村   ，2 号线

N71~N72 线路西北侧  
43.2 40.8 

3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乡冯家村   ，2 号线 N70~N71 线路  46.5 44.3 

4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狼洞子村   ，1 号线

N64~N65 线路  
41.6 39.5 

5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狼洞子村大狼洞子村   ，2
号线 N61~N62 线路西北侧  

40.6 38.4 

6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小糜子沟村   ，1
号线 N58~N59 线路东侧  

45.3 43.0 

7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糜子沟村   ，1 号

线 N56~N57 线路东南侧  
46.7 44.3 

8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甸子满族乡顺山堡村牤牛沟村   ，2 号

线 N51~N52 线路西北侧  
41.9 39.8 

9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平川营村五台子村   ，1 号线

N42~N43 线路东南侧 
41.0 39.0 

10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弯土墙村田家屯村   ，2 号线

N35~N36 线路西北侧  
35.0 34.0 

11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钓鱼石南村   ，2 号

线 N34~N35 线路西北侧  
40.1 38.3 

12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钓鱼石南村   ，1 号

线 N35~N36 线路东南侧  
39.8 37.9 

13 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三山村北沟村   ，1 号线 N25~N26
线路东北侧  

43.0 40.8 

14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   ，1 号线 N25~N26
线路  

44.6 42.4 

15 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满族乡钓鱼石村   ，2 号线 N19~N20
线路西南侧  

37.0 35.5 

16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2 号线 N9~N10 线路西

侧  
40.4 38.6 

17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2 号线 N4~N5
线路西北侧  

46.2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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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2 号线 N3~N4
线路北侧  

46.7 43.0 

19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   ，2 号线 N2~N3 线路北侧  44.6 42.1 

20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庄村   ，2 号线 N2~N3 线路

北侧  
47.0 44.6 

21 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村东庄村   ，1 号线 N2~N3
线路南侧  

44.9 42.3 

8.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8.3.1 宽邦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 

宽邦 500 千伏开关站厂界四周噪声点位等效 A 声级昼间值在 38.2~47.1dB(A)之间，夜

间噪声等效 A 声级值在 37.0~45.3dB(A)之间，均满足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2 类昼间标准 60dB(A)、夜间 50dB(A)的限值要求，且达到了 1 类昼

间标准 55dB(A)、夜间 45dB(A)的限值要求。 

开关站西北侧断面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 38.9~44.7dB(A)之间，夜间为 37.3~42.2dB(A)

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昼间标准 55dB(A)、夜间 45B(A)的

限值要求。开关站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为 38.0~39.7dB(A)，夜间为

36.8~38.0dB(A)，昼间及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要求。 

8.3.2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扩建工程 

高岭背靠背 500kV 换流站厂界四周噪声点位等效 A 声级昼间值在 40.7~50.5dB(A)之

间，夜间噪声等效 A 声级值在 38.9~48.0dB(A)之间，均满足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昼间标准 60dB(A)、夜间 50dB(A)的限值要求。 

换流站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为 45.9dB(A)，夜间为 44.1dB(A)，昼间及

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要求。 

8.3.3 利州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利州 500kV 变电站厂界四周噪声点位等效 A 声级昼间值在 37.6~47.8dB(A)之间，夜间

噪声等效 A 声级值在 36.1~45.2dB(A)之间，均满足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昼间标准 60dB(A)、夜间 50dB(A)的限值要求。 

变电站西南侧断面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 39.8~45.4dB(A)之间，夜间为 38.0~43.0dB(A)

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昼间标准 55dB(A)、夜间 45B(A)的

限值要求。 

8.3.4 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工程 

500kV宽利线沿线的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的噪声值为37.4~47.4dB(A)之间，夜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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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44.3dB(A)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昼间标准55dB(A)、夜

间45B(A)的限值要求。 

8.4.5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工程 

500kV 高宽线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的噪声值为 35.0~47.0dB(A)之间，夜间为

34.0~44.6dB(A)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昼间标准 55dB(A)、

夜间 45B(A)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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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1）施工期 

线路施工期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未在水体内立塔。施工过程中废污水

来源于少量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施工期已在场地附近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池，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做洒水。根据

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可知，施工期未发生水污染事件。 

（2）运行期 

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内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值班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 

宽邦500kV开关站无人值班采用智能控制，4人分两班值守。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汇入集水井后用于站内绿化。开关站建有1座高抗事故油池、1座

站用变事故油池，本期高抗事故油池（15.30m3）可满足单台高压电抗器（本期2台高抗油

量为16800kg、20320kg）发生事故时60%油量的排油。开关站试运行阶段未发生高抗事故，

未产生事故油。 

高岭背靠背换流站共 3 个班组 2 人值班，分三班三倒，每班 5 人。前期建有地埋式一

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存入站区贮水池，由环卫部

门定期清掏。本期扩建工程未增加值守人员，不新增污水排放量。前期已建有 5 座事故油

池。本期未增主变压器和高压电抗器不增加事故油排放量。 

利州 500kV 变电站共 6 人值班，每班 2 人分 3 班倒。站区排水系统前期已经建成，生

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自然沉淀后定期抽运。本期扩建工程未增加值

守人员，不新增污水排放量。前期建有事故油池，本期未新增主变压器和高压电抗器不增

加事故油排放量。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水污染物。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水污染物已按要求处理，未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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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体废物影响调查与分析 

10.1 固体废弃物来源及处置方式调查 

（1）施工期 

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渣、拆除的旧导线和铁

塔等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是拆除的旧导

线铁塔以及混凝土等。施工结束后混凝土等已清运，拆除的旧装置已由建设单位回收。施

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在沿线村庄垃圾收集处，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妥善处

理。 

（2）运行期 

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运行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值班人员的少量生活垃圾，站内已

有垃圾桶等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清运至指定部门集中处理。其中扩建工程未新

增值守人员，未新增生活垃圾。 

站内备有蓄电池。按照辽宁省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管理中心签订的《工业危险废弃

物/危险化学品委托处置合同》收集的事故油和废弃蓄电池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现场回收、后

续处置。试运行阶段未产生废弃蓄电池。 

输电线路在运行期间无固体废弃物产生，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10.2 固体废弃物影响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已妥善处理，站址运行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

值班人员的少量生活垃圾，已通过站内垃圾桶等收集设施，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至指定部门集中处理。本工程运行期暂未产生废旧蓄电池。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固体废弃物已按要求处理，未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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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竣工资料和现场调查，本期工程中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评价范围涉及喀左县和

建昌县境内多处古生物化石保护区，根据《辽宁省古生物化石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规定，

线路不允许穿越化石保护区。 

本工程线路距离喀左县古生物化石保护区较远，从建昌县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外围绕

过，均未跨越 2 县境内的及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同时本工程线路施工期未扰动喀左县和建

昌县境内的古生物化石保护区。未影响保护区的古生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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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12.1 工程存在的环境风险因素调查 

变电站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事故隐患主要为变压器油外泄和短路引起火

灾事故。变压器油属于危险废物，如不收集处置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变电站火灾事故会影

响到周围环境的安全。 

12.2 环境风险应急措施与应急预案调查 

开关站、变电站和换流站在正常工况运行状态下，无变压器油外排；在变压器或电抗

器出现故障时会有少量含油废水产生；事故状态下，会有部分油外泄，所有的油水混合物

将渗过卵石层并通过排油槽到达集油池，在此过程中卵石层起到冷却油的作用，不易发生

火灾。集油池采取防渗措施，确保不外流下渗。然后经过真空净油机将油水进行净化处理，

去除水份和杂质，油可以全部回收利用。变压器油收集处置流程为：事故状态下变压器油

外泄—进入变压器下卵石层冷却—进入排油槽—进入集油池—废油和杂质由有资质单位

回收处理。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运行单位对漏油事故的应急防治主要落实于应急计划的实

施，事故发生后，能否迅速有效的做出漏油应急反应，对于控制污染、减少污染对环境造

成的损失以及消除污染等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经本次验收调查，宽邦500kV开关站建有1座高抗事故油池、1座站用变事故油池，本

期高抗事故油池（15.30m3）可满足单台高压电抗器（本期2台高抗油量为16800kg、20320kg）

发生事故时60%油量的排油，并采取防渗措施，确保不外流下渗。高岭背靠背换流站前期

已建有5座事故油池，本期未增换流变和高压电抗器，不增加事故油排放量。利州500kV变

电站前期建有事故油池，本期未新增主变压器和高压电抗器，不增加事故油排放量。 

根据调查，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制定了《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环境污染

事件处置应急预案》，同时开展了重特大事故应急处理机制的建立。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了电力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编制有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其中包

括变压器油外泄事故及变电站火灾等应急预案。本工程的建设单位和运行单位响应国网辽

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应急预案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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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13.1 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环境管理情况调查 

13.1.1 施工期已采取的环境管理措施 

本次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如下： 

表13-1 本期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一览表 

名称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宽邦500kV开关站新建工程 东北电力设计院 

辽宁省送变电工程

公司 
辽宁电力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扩建工程 东北电力设计院 

利州500kV变电站扩建工程 沈阳电力设计院 

利州~宽邦500kV线路工程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有限公司 

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

计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工作由工程监理单位同时完成，在项目建设中监理单位负责项目建设中的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对施工中的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检查是否满足环保要求，并不定期地对施

工点进行监督抽查，并在施工期间采取了以下环境管理措施： 

（1）施工单位建立了完善的项目管理的组织体系，选派具有同类施工经验的项目经

理担任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全面负责项目从开工到竣工全过程施工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对作业层负有管理与服务的职能，保证本工程的质量及工期能达到业主的要求。 

（2）坚持科学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施工单位制定了多项制度，包括项目质量、安

全、工期、技术、成本、文明施工、保卫、物资供应等各方面具体到各个岗位。 

（3）加强施工工艺管理，提高工艺水平。编制土建施工创优规划，并提交项目部全

体人员反复学习讨论，对施工工程中各分项工程的施工工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项目

部遵照措施认真执行。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施工人员文明施工，现场不敲打钢管支架。

基础开挖严格按照设计要求，不超范围开挖。临时开挖土方堆放在指定地点。 

（4）加强文件资料管理和归档。施工单位选派专人进行施工技术资料的管理工作，

按照资料体系及档案要求进行收集、整理，做到随施工进度同步、齐全真实有效。项目竣

工后及时移交建设单位存档。 

（5）从工程施工开始就注重安全文明施工环境对创建精品工程的重要作用。以文明

工地的标准严格要求，注重创造良好的场容场貌，悬挂醒目的标牌，保持场地整洁，道路

平整通畅，材料机具堆放整齐，并通过板报、宣传标语、挂图等各种宣传手段营造创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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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工地的良好氛围，改善工地卫生环境，保证职工安全和身心健康。 

（6）环境监理单位编制了监理方案，将环境监理工作细化到每项具体施工过程中。 

13.1.2 运行期已采取的环境管理措施 

项目竣工投运后，根据工程建设地区的环境特点，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设立了相

应管理部门，配备相应专职人员，负责所有项目运行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在运行期间实

施以下环境管理的内容： 

（1）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环保方针、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和实

施各项环境管理计划。 

（2）建立工程档案系统，收集整理各工程设计资料、施工资料、项目环评文件及批

复、工程立项资料、项目竣工验收资料等。 

（3）定期检查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以及事故油池等环保设施，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保证环保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4）建立巡查制度，不定期地巡查环境保护对象，保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保证生

态保护与工程运行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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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理项目附近群众对项目投运后所产生的电磁环境、噪

声等投诉，积极宣传相关知识，消除当地群众对输变电设施的恐惧。 

（7）对项目运行的有关人员进行环境保护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培训，加强环保宣传工

作，增强环保管理的能力，减少运行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具体的环保管理内容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磁环境影

响的有关知识，噪声相关标准，其他有关的国家和地方的规定。 

13.2 环境监理落实情况调查 

13.2.1 环境监理工作内容和职责 

本工程环境监理由辽宁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完成，环境监理工作内容及工作职责如

下： 

（1）监督检查各施工工艺污染物排放环节是否按环保对策执行环境保护措施、措施

落实情况及效果； 

（2）监督检查施工过程中各类施工设备是否依据有关法规控制噪声污染； 

（3）监督检查施工现场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是否按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处置； 

（4）监督检查施工过程是否对地表水水体产生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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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督检查施工及运输过程是否对扬尘进行有效抑制； 

（6）监督检查开挖及回填过程中地表土的处置情况； 

（7）监督检查施工结束后现场清理及地貌恢复情况； 

（8）监督检查环境监测工作的落实情况并参与调查处理施工期的环境污染事故和环

境污染纠纷。 

13.2.2 环境监理结论 

本工程环境监理报告的结论如下： 

（1）项目选址、选线结论 

新建宽邦输变电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基本一致。通过核查项目环评中施工路线与实际

路线图，输电线路在未发生重大变化。工程施工中无环保拆迁，工程拆迁已全部完成。 

（2）施工期环境监理结论 

项目施工期落实了环评中提出的环境污染控制措施，使施工建设过程中废水、噪声、

扬尘、固体垃圾等污染物的排放基本满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3）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监理结论 

本项目实际线路设计中依据环评及批复要求，优化线路设计，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

的生态保护措施要求，塔基施工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恢复其原用地类型；对原为荒草地、

林地的临时占地采取了植物措施。对王宝河及白狼山保护区施工严格落实环评批复要求。 

（4）电磁、噪声防护措施监理结论 

本项目建设从设计和施工、站场选址、线路选线、主设备选型各方面注重电磁辐射、

噪声防护，在开关站高抗区增加隔音墙高度，基本符合环评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能够落实环评及批复要求，在输变电项目建设中开展环境监理

工作，施工中重点保护建设区域的生态环境，输电线路施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落实了防

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等的环保措施。企业的环保机构设置较合理，项目的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建设较完善，在完成站外道路工程后，可满足工程环保验收的条件。 

根据现场调查和查阅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施工过程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

复文件中要求的环境监理内容。 

13.3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指出“结合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一次监测，之后每

年监测一次，并针对公众投诉进行必要监测”。 

本次工程投运后，委托了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工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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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磁场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噪声均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工程正常运行后，需继续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每年进行一次环境保护监测，

并针对公众投诉进行必要监测”。依据竣工环保验收阶段的监测点位对本工程运行产生的

噪声和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 

13.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调查 

工程建设单位设有专人从事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负责环保资料整理、建立环保资料

档案。各类工程竣工验收设计资料、监理资料、竣工验收调查报告等相关内容均进行了存

档，各项资料齐全。 

13.5 环境管理情况分析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加强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管

理，建设单位、运行单位对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视。设有专职环境保护人员负责环境管理

工作，从管理上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工程施工后，积极建立工程环境保护档案，

各项环境管理工作和监测计划均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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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结论 

14.1 工程概况 

宽邦500kV开关站新建工程：本期为开关站，未装设主变压器。500kV本期出线4回，

分别至利州变电站2回、至高岭换流站2回。装设2组150Mvar高抗。 

高岭背靠背500kV换流站扩建工程：东北侧500kV交流配电装置扩建2个500kV间隔至

宽邦500kV开关站；拆除至沙河营出线侧150Mvar高抗搬迁至500kV宽邦开关站。 

利州500kV变电站扩建工程：扩建2个500kV间隔至宽邦500kV开关站；1号和3号主变

低压侧各新增2×60Mvar低压电抗器。 

利州~宽邦500kV线路工程：起于利州500kV变电站，止于宽邦500kV开关站。线路同

塔双回路架设，路径长117.34km。 

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 

1）宽邦~高岭500kV线路工程 

宽邦~高岭500kV线路起于宽邦500kV开关站，至高岭500kV换流站外高沙1、2线换接

点止。线路路径长32.23km，线路单、双回架设，其中同塔双回路路径长31.69km，其余 0.54km

单回路架设。 

2）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及高沙1、2线换接工程 

①高岭500kV换流站出口整理工程：线路自高岭500kV换流站500kV构架起，至原500kV

高沙1线、2线2#塔止。线路路径长约0.45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径长0.30km，双

回路路径长0.15km。 

②500kV高沙1、2线换接工程：线路自高岭500kV换流站起，至500kV高沙1线及高沙2

线7#塔止。线路路径长约2.80km，单、双回架设，其中单回路径长1.05km、同塔双回路径

长1.75km。 

14.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踏查，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均提出了相关的环保措施，在工程

前期、施工及试运行过程中已得到落实且实施效果较好。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情

况较好。 

14.3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评价范围内涉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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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无其他无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其中利州~宽邦 500kV 线路跨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约 3.1km。线路从该

保护区实验区较窄的位置穿越，有效避让了核心区和缓冲区，降低了对保护区的生态影响。

宽邦~高岭 500kV 线路在下马屯东南侧跨越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约 85m，采用一

档跨越，未在保护区内立塔。未影响保护区生态环境。 

建设单位在工程中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等措施以及管理措施。通过现场

踏查和资料查阅，本工程采取的上述措施有效。后期需继续关注耕地复耕情况以及个别临

时占地的恢复情况。 

14.4 环境现状调查及监测结果 

14.4.1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线路工程沿线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监测结果满足《辽宁葫

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标准值。对应的监测

结果及标准值见下表。 

表14-1 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名  称 工频电场（V/m） 工频磁场 
(μT) 评价结论 

宽邦500kV开关站新

建工程 
监测点位 0.209~1674.0 0.0164~2.0580 

满足评价

标准要求 

监测断面 636.2~3607.1 0.3677~1.4620 
高岭背靠背 500kV换

流站扩建工程 监测点位 9.614~2305.2 0.0305~6.0280 

利州500kV变电站扩

建工程 
监测点位 9.635~1099.2 0.0888~1.6800 
监测断面 49.68~383.30 0.2003~0.6427 

利州~宽邦500kV线

路工程 
环保目标 2.806~545.68 0.1026~0.6289 
监测断面 90.68~3169.0 0.4058~2.914 

宽邦~高岭500kV线

路工程 
环保目标 19.50~2034.1 0.1061~2.385 
监测断面 119.09~607.92 0.2010~0.7638 

评价标准 

公众曝露环境中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4000V/m；架空输电线路线下

耕地、园地、畜禽饲养地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制 100μT。（《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14.4.2 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厂界环境噪声排放监测结果满足

《辽宁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标准值。对

应的监测结果及标准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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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葫芦岛宽邦500kV交流输变电工程噪声调查结论 

名  称 昼间噪声（dB(A)） 夜间噪声（dB(A)） 评价结论 

宽邦500kV开关站新

建工程 

厂界 38.2~47.1 37.0~45.3 

满足评价

标准要求 

监测断面 38.9~44.7 37.3~42.2 
环保目标 38.0~39.7 36.8~38.0 

高岭背靠背 500kV换

流站扩建工程 
厂界 40.7~50.5 38.9~48.0 

环保目标 45.9 44.1 

利州500kV变电站扩

建工程 
厂界 37.6~47.8 36.1~45.2 

监测断面 39.8~45.4 38.0~43.0 
利州~宽邦500kV线

路工程 环保目标 37.4~47.4 35.8~44.3 

宽邦~高岭500kV线

路工程 环保目标 35.0~47.0 34.0~44.6 

评价标准 

开关站、换流站和变电站周围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昼间标准60dB(A)、夜间50dB(A)的限值要求。输电线路沿线

居民区以及开关站、换流站和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1类（55dB(A)/45dB(A）)。 
14.5 水环境影响调查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施工过程中没有造成水污染。 

运行期，输电线路无水环境污染物产生。新建开关站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装置处理

后汇入集水井后用于站内绿化。换流站和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期未增加值守人员，不新增污

水排放量。 

因此，本工程对水环境影响不大。 

14.6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根据调查，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开展重特大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及预案制

定工作，重点防范发生重要城市的大面积停电事故。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建

立健全了电力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编制有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其中包括变压器油外泄

事故及变电站火灾等应急预案。 

14.7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项目成立了建设指挥部，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完成本工程的环

境管理工作。项目部对施工队进行分配管理，施工队对自己区域内的环境保护负责。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素质教育，要求施工人员在施工活动中应遵循的环保法规，提高全体员工文

明施工的认识和能力。 

工程投入运行后，运行单位配备相应专职人员，负责所有项目运行期间的环境管理工

作。定期检查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建立输电线路巡查制度，定期开展环保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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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不理解而导致的电磁环境、噪声等投诉。 

本次工程投运后，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站址、线路以及评价范

围内居民点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进行了监测。 

14.8 公众意见调查 

通过对工程途经市环保部门走访了解可知，本工程试运行阶段没有收到有关该工程的

环保投诉。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主要是以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本次共发放 66 份调查问卷，

收回 66 分，回收率 100%。调查对象主要为工程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根据问卷调查结

果，公众意见为 92%的被调查者对本工程总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8%的被调查者表示

不满意。对应的 5 个不满意调查者，其中 1 人对本工程产生的静电有意见，1 人认为塔上

掉东西容易伤人，另 3 人没有意见。结合本工程试运行阶段的现状调查和现场监测结果对

居民的意见反馈如下：本工程线路运行阶段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

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环境中频率 50Hz 下电场强度 4000V/m

的控制限值，架空输电线路线下耕地、园地、畜禽饲养地道路等场所频率 50Hz 下电场强

度 10kV/m 的控制限值，频率 50Hz 的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控制限制；输电线路铁塔基部

设有警示标志，以示危险请勿靠近。建议建设单位在落实补偿的同时，加强电磁环保知识

的宣传，消除沿线居民的疑虑。 

14.9 存在的问题及补救措施 

本工程的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线路及评价范围内

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环境及噪声的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通过现场调查发现，

宽邦 500kV 开关站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和林地等，站址周围植被已恢复；变电站、换

流站扩建工程在原征地范围内建设，未新征地；线路工程沿线占地类型主要为一般耕地、

林地、园地和草地，评价范围内涉及辽宁白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

区。通过现场踏勘发现，现场基本没有施工痕迹，塔基下方无弃土，植被已基本恢复。建

设单位需继续关注工程沿线耕地复耕情况、个别临时占地的恢复情况。加强线路巡查避免

电力安全事故等发生。同时可继续对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周围居民进行有关输变电

工程的宣传解释工作，消除居民疑虑。 

14.10 调查总结论 

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在设计、施工及运行的各个阶段中均采取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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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保护措施，有效减缓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涉及辽宁白狼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宝河市级自然保护区。线路穿越保护区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

工程沿线植被已基本恢复，工程的建设对当地保护区及沿线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本工程正常运行，通过对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线路及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

标处电磁环境及噪声的监测、分析，结果表明本工程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

应强度及噪声均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综上所述，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营初期采取了许多行

之有效的污染防治和生态防治措施，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批

复中要求的生态保护和污染控制措施已得到落实，建议对该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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