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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建设必要性 

（1）有利于满足“十三五”期及以后四川富余电力电量的外送需求，实现四

川清洁能源在更大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 

四川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电源装机中水电装机比重大，目前已经达到总

装机的 80%左右，远期还将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四川水电电源中大部分调节能力

较差，“丰多枯少”季节性特征十分突出。四川电源在满足本省负荷需求后，每年

丰期均有大量富余电力需要外送。由于近年来四川水电开发力度加大，而电网外

送通道建设相对滞后，窝电及弃水问题日益严重，矛盾突出。2015 年四川弃水

电量接近约 102 亿 kWh。“十三五”期间，四川三江干流及各中小河流水电还将陆

续投产，在用电需求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清洁能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将更加突

出。 

雅安送出加强工程的建设，可提高资阳～铜梁线路的送电潮流，减轻洪沟～

板桥线路送电压力，提高川渝断面送电能力，让更多的四川富余水电在更大范围

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2）有利于雅安地区富余水电的送出 

雅安地区现有 4 回 500kV 外送通道（2 回雅安～蜀州、2 回雅安～尖山），

送电能力仅约 4900MW。到 2017 年该地区电力富余约 6300MW，若维持现有外

送通道，该地区将限电约 1400MW；2017 年以后，该地区富余水电容量还将进

一步增加，到 2020 年将达到约 8000MW，限电容量进一步增大。因此，为满足

雅安地区富余水电的外送，“十三五”期急需新增水电外送通道。 

综上所述，雅安送出加强工程的建设，可以满足雅安地区富余水电外送需要，

提高川渝断面外送能力。 

1.2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雅安送出加强工程。 

建设地点：雅安市天全县、芦山县、雨城区、名山区；眉山市丹棱县、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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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东坡区、青神县、仁寿县；乐山市夹江县；内江市资中县；资阳市雁江区。 

工程性质：新建、改扩建。 

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管理中心 

工程组成：雅安送出加强工程包括： 

（1）雅安 II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城以北约 7km

处隆兴乡的红星村。本期工程拟建设 8 回 500kV 出线（至甘谷地 2 回，大岗山

水电站 2 回、雅安 500kV 变电站 2 回、资阳 500kV 变电站 2 回）；拟建 3 组 500kV

高抗（其中 1×120Mvar 的高压电抗器安装在至大岗山水电站靠北 1 回出线上、

2×180Mvar 的高压电抗器分别安装在至资阳 2 回出线上）。 

（2）资阳 500kV 变电站间隔扩建工程：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丰裕镇拱

桥村。本期工程拟扩建 2 回 500kV 出线（至雅安 II 开关站）、扩建 2×60Mvar 低

压电抗器，扩建工程在原有变电站预留场地内进行，不新征地。 

（3）大岗山～雅安双回 500kV 线路 π入雅安 II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全

长 2×55.5km（其中同塔双回路长 2×53km，单回路长 2.5km+2.5km）。线路途经

四川省雅安市的天全县（12km）和芦山县（43.5km）。 

（4）雅安开关站～资阳 500kV 线路新建工程：全长约 2×184km（其中轻、

中冰区采用同塔双回架设，线路长度约 2×182.4km；20mm 重冰区采用两个单回

路架设，线路长度约 2×1.6km；30mm 重冰区采用两个单回路架设，线路长度约

2×1km）。线路途经雅安市芦山县（5.2km）、雨城区（10.2km）、名山区（22.3km）；

眉山市丹棱县（21.1km）、洪雅县（16.2km）、东坡区（27.8km）、青神县（1.6km）、

仁寿县（53.7km）；乐山市夹江县（16.2km）；内江市资中县（1.4km）；资阳市雁

江区（8.3km）。 

2 评价依据 
2.1 评价标准 

根据雅安、眉山、乐山、内江、资阳等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雅安加强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拟执行标准的函，本次环境影响评价采用的标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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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采用的评价标准 

环境因子 标准名称 执行标准 

环境 
质量 
标准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标准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地表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污染物
排放 
标准 

工频电场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临近居民敏感目标时执行公众暴露
控制限值 4000V/m；架空输电线路下
的耕地、园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
所，其频率为 50Hz 的电场强度限值
为 10 kV/m。 

工频磁场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100μT 

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 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变电站站界：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水污染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2.2 评价范围 
表 2-2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序号 环境影响因素 输电线路 变电站 

1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以内区域。 变电站围墙外 50m 以内区域。 

2 声环境 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以内区域。 变电站围墙外 200m 以内区域。

3 生态 

不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路段为线路边
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以内
的带状区域；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路
段为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00m 以内的带状区域。 

变电站围墙外 500m 以内区域。

2.3 评价因子 

2.3.1 现状评价因子 

（1）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声环境：昼间、夜间等效声级。 

（3）生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植被、土地利用、生物量、生物多样

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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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环境：水质、水体功能。 

2.3.2 预测评价因子 

（1）施工期 

1）生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植被、土地利用、生物量、生物多样性、

水土流失等。 

2）施工噪声、扬尘、施工排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运行期 

1）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声环境：昼间、夜间等效声级。 

3）水环境：水质、水体功能。 

3 环境状况及环境质量现状 
（1）自然环境概况 

本工程雅安 II 500kV 开关站站址地形起伏较大，由多个丘包及丘间谷地组

成，多为旱地，海拔高程 750.00～762.00m，最大高差约 12m；大岗山～雅安 500kV

线路π接雅安开关站输电线路位于川西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

低。线路沿线区域内海拔高程在 600～1350m，最大相对高差达 750m；雅安开关

站～资阳 500kV 输电线路沿线地貌类型较复杂，既有平原、也有丘陵、低山及

中山，整体地形起伏较大，线路总体走向近东西向，自西向东横跨石仙山（龙门

山南段）、蒙顶山和龙泉山，地形总体趋势为西端高，向东逐次降低。线路全线

高程最高点位于石仙山顶，高程约 1690m。 

线路所处区域稳定性较好，不存在影响线路路径成立的地质构造问题，路径

区未发现诸如大型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危岩和地面沉降、活动断裂等不良地

质作用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分布。线路工程跨越的大部分河流较窄，跨越河流时采

用一档跨越，不在水中立塔，不受河流洪涝影响。拟建输电线路沿线以山地、丘

陵地形为主，沿线无 I 级林地。 

（2）环境质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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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线路沿线和变电站站址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低于相应评价标准的

限值；变电站噪声环境低于相应评价标准限值；输电线路沿线昼间、夜间噪声均

低于相应评价标准限值。 

（3）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环境敏感区域涉及居民类敏感目标和生态类敏感目标（蒙顶山省级风

景名胜区）。 

4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建设期，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输电线路和开关站施工对植被、土壤的

破坏和占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水土流失，另外，建设期环境影响还体现在施工扬

尘、少量施工废水、固体废物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等方面；运行期环境影响

则主要体现在输电线路和变电站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等对环

境的影响，以及变电站产生的废污水对水环境的影响、输电线路和开关站运行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在采取有效环保措施后，工程建设对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或

消除。变电站厂界外工频电场强度能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000V/m）要求，

工频磁感应强度能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100μT）要求。本工程输电线路在经

过耕地、园地、牧草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时，导线经抬高后，线下工频电

场强度能满足 10kV/m 要求；线路在通过居民区时，导线经抬高后，线路下方工

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能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000V/m、100μT）要

求。运行期间线路沿线声环境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工程的建

设是可行的。 

5 环境影响防治措施简介 
5.1 生态保护措施 

合理组织，尽量少占用临时施工用地和缩短占用时间；严格按设计的塔基基

础占地面积、基础型式等要求开挖；输电线路小件材料的运输尽量由人力或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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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减轻由于新修运输道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挂线时用张力机和牵引机紧、

放输电线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和植被的破坏；施工物料不得堆放于河流附近，

做好临时堆土及开挖面的水土保持，防止雨水冲刷淤积河道；在林区提高导线高

度，尽量减少林木砍伐，对于必须砍伐的树木，施工单位应办理并取得当地林业

部门相应的手续和文件。 

5.2 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施工设备清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变电站施工人员产生

的生活污水利用化粪池处理，不外排。输电线路生活污水利用租住房屋处既有处

理设施收集后用作农肥。 

运行期，变电站运行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前期设置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后，用于站区绿化，本期工程不新增运行人员和耗水设施，不会新增生活污水

产生量。运行期输电线路不产生生活污水，不会对工程区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变电站事故油经事故油池收集后回收利用，少量废油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不会产生含油废水。 

5.3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合理组织施工，尽量避免扬尘

二次污染；施工弃土弃碴应集中、合理堆放，遇天气干燥时应进行人工控制定期

洒水；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以防止扬尘对环境空

气质量的影响；对土、石料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在

施工现场周围建筑防护围墙，进出场地的车辆应限制车速。采取上述措施后，施

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能得到有效控制。 

5.4 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选择时，对集中居民点进行了避让。施工期，施工单位要加强施工

管理，做好施工组织设计，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施工活动主要集中在白天进

行，尽量避免夜间施工。 

运行期，资阳 500kV 变电站间隔扩建不新增强噪声设备，扩建完成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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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线侧附近在输电线路评价范围内由于受到线路本身的影响而导致噪声可

能发生变化外，站界外其它地段评价范围内噪声环境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基本维

持在原有水平。 

通过预测表明，雅安 II 500kV 开关站新建工程本期建设规模时，需分段对

西侧噪声超标附近部分围墙上采取加装总高至 5m、总长 105m 隔声屏障的降噪

措施。主高压并联电抗器等主要噪声源各单相之间及外边相外侧在满足设备安全

净距的条件下，采用防火墙隔开。 

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后，雅安 II 500kV 开关站站界噪声贡献值能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站外居民敏

感目标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5.5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1）变电站内电器设备接地；金属构件，如吊夹、保护环、保护角、垫片、

接头、螺栓、闸刀片等应做到表面光滑，尽量避免毛刺的出现；保证变电站内高

压设备、建筑物钢铁件均接地良好，所有设备导电元件间接触部位均应连接紧密，

以减小因接触不良而产生的火花放电。 

（2）合理选择输电线路导线截面和相导线结构。 

（3）线路选择时取得所在地区规划部门同意，并取得相关协议；线路选择

时避开沿线城镇规划区和居民集中区；在与其它电力线、通信线等交叉跨越时应

严格按规程要求留有净空距离。 

（4）单回线路水平排列段在通过耕地、园地、牧草地、养殖水面、道路等

场所时，提高导线对地高度至 12m，以满足线下工频电场强度限值（10kV/m）

的要求，同时将边导线外 15m 以内区域作为电磁环境影响防护距离，将来该区

域内不得修建居民房屋等敏感建筑物。 

单回线路三角排列段在通过耕地、园地、牧草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时，

提高导线对地高度至 12m，以满足线下工频电场强度限值（10kV/m）的要求，

同时将边导线外 13.5m 以内区域作为电磁环境影响防护距离范围，将来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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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修建居民房屋等敏感建筑物。 

双回线路在通过耕地、园地、牧草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时，最低允许

导线对地高度 11m 时，满足线下工频电场限值（10kV/m）的要求，同时将边导

线外 9m 以内区域作为电磁环境影响防护距离范围，将来该区域内不得修建居民

房屋等敏感建筑物。在通过居民区时，双回线路导线对地高度需提升至 20.5m，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000V/m、100μT）要

求。 

6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工程为 500kV 输变电项目，建设及运营的技术成熟、可靠，工艺选择符

合清洁生产要求；工程区域及评价范围的水、气、声、电磁等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没有制约本工程建设的环境要素。 

本工程施工期的环境影响较小，对工程运营期可能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

场和噪声等主要环境影响，可采取相应环保措施予以缓解或消除。通过认真落实

“报告书”和项目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可缓解或消除工程建设可能

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7 工程建设的环境可行性 
雅安送出加强工程的建设有利于满足“十三五”期及以后四川富余电力电量

的外送需求，实现四川清洁能源在更大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雅安地区富

余水电的送出，促进交通运输、电力、工业、通讯等基础产业设施的改善，提高

劳动就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因此，本项目的社会效益较为显著。 

本工程为 500kV 输变电项目，建设及运营的技术成熟、可靠，工艺选择符

合清洁生产要求；工程区域及评价范围的水、气、声、生态、电磁等环境质量现

状较好，没有制约本项工程建设的环境要素。项目属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川

发改能源【2016】225 号文”核准的建设工程；输电线路取得了沿线各规划部门

的同意意见；线路穿越蒙顶山风景名胜区已取得了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确

认，符合相关规划。本项工程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9 号令《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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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目录（2013 年本）》明确的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本项工

程施工期的环境影响较小，对工程运营期可能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

等主要环境影响，可采取相应环保措施予以缓解或消除。通过认真落实“报告书”

和项目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可缓解或消除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不利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当地群众均普遍支持本项目的建设。从

环保角度分析，本项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8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何先生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点将台街 58 号 

电话：028-68124296 

邮编：610021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凌先生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风路 18 号 

电话：028-84402414 

传真：028-84402515 

电子邮箱：hb@swepdi.com 

邮编：610021 

9 补充说明 
本报告书简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仅作为公众了解和查阅工程建设及有

关环保方面的信息，不作为最终评价结论。本报告书将在下一阶段听取公众、专

家等关于本工程环保方面的意见后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