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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根据国家及省市法规及规定，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众

进行环评第二次信息发布，公开环评内容。 本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

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1 建设项目概况

1.1 建设项目地点及相关背景

1.1.1 建设项目地点

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起于与既有 1 号线换乘的文海南路站，之

后沿 2 号大街—河景路北侧规划道路穿越钱塘江，之后线路折向河景路，沿道

路东行，在大江东新城核心区西侧偏离河景路，穿过核心区后再次折回河景路东

行，至工程终点新湾路站。

项目具体走向及位置见图 1-1。

图 1-1 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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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相关背景

1、项目建设的意义

（1）支持沿线下沙新城、大江东新城的开发建设，有利于实现城市总体规

划，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成，落实城市发展战略；

（2）串联城市主要对外交通枢纽，优化现状地铁线网结构；

（3）改善本项目沿线与中心城区间的出行条件；

（4）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沿线投资环境，提高沿线土地价值，促进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5）服务 2022 年杭州亚运会，为亚运会成功举办提供有力保障。

2、相关设计过程

（1）2015年 5月开始编制《杭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2017～

2022 年）》；

（2）2015年 12月编制完成《杭州地铁 8号线一期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3）2016 年 6 月 12 日完成了《杭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

（2017-2022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

（4）2016 年 12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杭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2017-2022 年）的批

复》（发改基础[2016]2639 号）；

（5）2017年 5 月完成了《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2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工艺、规模、建设周期和投资

1.2.1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线路全长约 14.85km，全部为地下线，设

地下车站 8 座，其中换乘站 2 座，分别为文海南路站（与既有 1 号线换乘），

青六路站（与规划 7 号线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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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建设项目工艺

1、施工期

工程沿线各站点、风井采用明挖法，其他区间段均采用盾构工艺。

2、营运期

项目营运期主要为列车运营。

1.2.3 建设项目规模

1、车站

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共设车站 8 座，均为地下站，其中换乘站 2

座（文海南路站与既有 1 号线换乘，青六路站与规划 7 号线换乘）。车站分布

见表 1-1。

表 1-1 杭州地铁 8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表

序号 站名 站型

1 文海南路 地下二层岛式

2 桥头堡站 地下二层岛式

3 河庄站 地下二层岛式

4 河景路站 地下二层岛式

5 青六路站 地下三层岛式

6 青蓬路站 地下二层岛式

7 义蓬东二路站 地下二层岛式

8 新湾路站 地下二层岛式

2、行车组织

（1）运营时间：早 5:00— 晚 23:00，全日运营时间为 18 小时。

（2）行车密度：初期高峰 10 对/小时，近期高峰 12 对/小时，远期高峰 16

对/小时。

3、运营期车辆选型与列车编组

车型：采用 A 型车；

列车编组：初、近、远期采用 6 辆编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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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建设项目建设周期和投资

工程计划于 2018 年开工，2021 年开通试运营。工程总工期约 3.5 年。先

行段工程总投资为 112.93 亿元。

1.3 建设项目选址选线方案比选，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规划环评的

相符性

1.3.1 建设项目方案比选

本工程在轨道交通线网基础上，结合工程沿线最新规划资料，经过征求沿线

街道和相关重点单位的意见，多次与规划等部门协调，本工程线位、站位方案已

基本稳定。

1.3.2 建设项目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的相符性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本工程符合《杭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年）（2016 年修订）》、《杭州市城市快速轨

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2017～2022 年）》等规划。

1.3.3 建设项目与规划环评的相符性

本工程在设计中已落实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中的相关要求，因此项目符合规划

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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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2.1.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根据现状监测，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常规因子 SO2、NO2 1 小时平均值

和 PM10日均值均符合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2.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工程沿线的钱塘江、抢险河、横岔路直河、六工段直河、七工段直河的水质现

状均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目前钱塘江为Ⅳ类水体，横岔路直河、六工段直河为 V

类水体，抢险河、七工段直河为劣 V 类水体，水体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

2.1.3 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工程沿线各敏感点昼夜间声环境均能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限

值。

2.1.4 环境振动质量现状

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处室外、室内昼夜间环境振动均能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限

值。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纵向范围：与工程设计范围相同；

（2）横向范围：综合考虑拟建工程的吸引范围和线路两侧土地规划，评价范

围取线路两侧 100m。

2、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周围 50m 以内区域。

3、振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本工程轨道交通振动干扰特点和干扰强度，以及沿线敏感点的相对位置等

实际情况，确定本次振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轨道交通外轨中心线两侧 6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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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影响评价范围为隧道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 10m 以

内区域。

4、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为工程设计范围内的 8 个车站排放口。

5、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地下车站排风亭、活塞风亭周围 50m 范围。

6、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工程沿线车站产生的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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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污染源

3.1.1 噪声

1、施工期噪声源

本工程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动力式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根据《环境噪声与振

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各类施工机械噪声测量值见表 3-1。

表 3-1 施工机械及车辆噪声源强

施工阶段 序号 施工设备 距离声源5m 距离声源10m

土方阶段

1 液压挖掘机 82~90 78~86
2 电动挖掘机 80~86 75~83
3 推土机 83~88 80~85
4 轮式装载机 90~95 85~91
5 重型运输车 82~90 78~86

基础阶段
6 静力打桩机 70~75 68~73
7 空压机 88~92 83~88
8 风锤 88~92 83~87

结构阶段

9 混凝土振捣器 80~88 75~84
10 混凝土输送泵 88~95 84~90
11 混凝土搅拌车 85~90 82~84
12 移动式吊车 96 88
13 各类压路机 80~90 76~86

各阶段 14 移动式发电机 95~102 90~98

2、运营期噪声源

活塞风亭：声源距离 3m 处为 65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排风亭：声源距离 2.5m 处为 68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新风亭：声源距离 2.5m 处为 58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冷却塔：塔体声源距离 2.1m 处为 66dB（A），风机声源距排风口 1.5m 处 73

dB（A）。

3.1.2 振动源

1、施工期振动源

本工程施工期振动源主要为动力式施工机械产生的振动，各类施工机械振动源

强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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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施工机械振动源强参考振级 （VLzmax：dB）

施工阶段 施工设备
测点距施工设备距离（m）

5 10 20 30 40

土方阶段

挖掘机 82-84 78-80 74-76 69-71 67-69
推土机 83 79 74 69 67
压路机 86 82 77 71 69

重型运输车 80-82 74-76 69-71 64-66 62-64
盾构机 / 80～85 / / /

基础阶段
振动夯锤 100 93 86 83 81
风锤 88-92 83-85 78 73-75 71-73
空压机 84-85 81 74-78 70-76 68-74

结构阶段
钻孔机 63

混凝土搅拌机 80-82 74-76 69-71 64-66 62-64

2、运营期振动源

地铁列车在轨道上运行时，由于轮轨间相互作用产生撞击振动、滑动振动和滚

动振动，经轨枕、道床传递至隧道衬砌，再传递至地面，从而引起地面建筑物的振

动，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地下线振动源强：轨道交通 A 型列车在轨道通过时产生的振动源强 VLzmax值采

用 87.4dB（列车速度 60km/h，距轨道 0.5m）。

3.1.3 水污染源

1、施工期水污染源

本工程施工期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包

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道路养护废水、施工场地冲洗废水和施工泥浆水。

施工点废水排放情况见表 3-3。

表 3-3 单个施工工点施工废水排放预测

废水类型 排水量（m3/d） 污染物浓度（mg/L）
COD 石油类 SS

生活污水 10 200～300 / 20～80
道路养护排水 2 20～30 / 50～80

施工场地冲洗排水 5 50～80 1.0～2.0 150～200
施工泥浆水 100 / / 含弃土泥浆

2、运营期水污染源

本工程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沿线车站产生的生活污水。

车站生活污水水性质单一，主要为车站内厕所的粪便污水、工作人员的生活污

水及车站设施擦洗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氨氮、动植物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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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粪便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其水质为 pH值：7.5～8.0，

CODCr：150～200mg/L，BOD5：50～90mg/L，动植物油：5～10mg/L，氨氮：

23mg/L。

3.1.4 空气污染源

1、施工期大气污染源

施工期主要大气污染源为：一是施工过程中的开挖、回填、拆迁及沙石灰料装

卸过程中产生粉尘污染，车辆运输过程中引起的二次扬尘；另一类是以燃油为动力

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增加，必然导致废气排放量的相应增加，其主要污染物为

烟尘、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碳氢化合物（CnHm）。

2、运营期大气污染源

地铁车站排风亭所排气体，因地下车站内长期不见阳光，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

会滋生霉菌从而散发出霉味；车辆运行时的动力系统会使地下空间环境空气温度升

高；车辆运行和乘客的进入会给地下车站带进大量的灰土使其含尘量增高；人群呼

出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车辆受电与接触装置间的高压

电火花会在空气中激发产生臭氧；人的汗液挥发、地下车站内部装修工程采用的各

种复合材料也会散发多种有害气体等等。根据国内既有运营的地铁车站排风亭异味

调查，霉味正是地下车站风亭排气异味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即使在其运营初期也是

如此。调查表明上海地铁 2 号线风亭排气异味下风向 15m 以外已感觉不到风亭异

味。

轨道交通运输客运量大，轨道交通建设可以替代大量的汽车客运量，从而可相

应地大大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改善地面空气环境质量。

3.1.5 固体废物

1、施工期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工程弃土、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工程弃土

主要为施工过程中车站和隧道区间产生的弃土，建筑垃圾包括拆除旧建筑物垃圾和

2、运营期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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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营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为车站候车旅客及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各站

生活垃圾主要来自旅客候车、乘车时丢弃的果皮果核、包装纸袋及饮料瓶、罐等，

车厢内则主要是纸屑、饮料瓶等。

3.2 环境保护目标

3.2.1 水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沿线水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见表 3-4。

表 3-4 水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河流名称 穿越形式

1 临江护塘河 盾构下穿

2 钱塘江 盾构下穿

3 抢险河 盾构下穿

4 联伟横河 盾构下穿

5 四工段直河 盾构下穿

6 横岔路直河 盾构下穿

7 五工段直河 盾构下穿

8 河庄横河 盾构下穿

9 小泗埠直河 盾构下穿

10 六工段直河 盾构下穿

11 七工段直河 盾构下穿

3.2.2 声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3-5。

表 3-5 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声源 敏感点概况

1 浙江工商大学 文桥区间风井风亭 教学楼

2 河庄派出所 河庄站风亭 办公

3 江东锦绣名座 河庄站风亭、冷却塔 住宅楼，6层
4 创建村 新弯路站风亭 3层农居

3.2.3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

工程沿线环境振动保护目标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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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所在路段

1 北沙港生活园区 文海南路~桥头堡站

2 钱江湾生活园区 文海南路~桥头堡站

3 工商大学教学楼 文海南路~桥头堡站

4 三联村 文海南路~桥头堡站

5 派出所 河庄站

6 金逸雅苑 河庄站

7 景悦家园 河庄站

8 江东锦绣名座 河庄站

9 河庄街道 河庄站

10 滨江大江之星 河庄站~河景路站

11 帝景园 河庄站~河景路站

12 同二村 河庄站~河景路站

13 河庄镇初级中学 河庄站~河景路站

14 城隍公寓 河庄站~河景路站

15 向公村 河庄站~河景路站

16 新和村 河庄站~河景路站

17 建一村 河景路站~青六路站

18 全民村 青六路站~青蓬路站

19 仓北村 青蓬路站~义蓬东二路站

20 冯溇村 青蓬路站~义蓬东二路站

21 建华村 义蓬东二路站~新湾路站

22 创建村 义蓬东二路站~新湾路站

3.2.4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工程沿线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见表 3-7。

表 3-7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污染源

1 浙江工商大学 文桥区间风井风亭

2 河庄派出所 河庄站风亭

3 江东锦绣名座 河庄站风亭
4 创建村 新弯路站风亭

3.3 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其预测评价结果、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3.3.1 声环境影响评价

1、声环境影响评价结果

采取措施后敏感点声环境能达到功能区要求。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各站风亭安装插入损失量满足要求的消声器，冷却塔采用超低噪声型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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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后敏感点声环境可达到功能区要求。

3.3.2 环境振动影响评价

1、环境振动影响评价结果

工程实施后，在未采取措施时部分距离线路较近的敏感点会出现环境振动及二

次结构噪声超标的情况，在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后，本工程对沿线敏感点的振动影

响能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和《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

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中的“交通干

线两侧”、“居民、文教区”标准要求。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根据各敏感点环境振动及室内二次结构噪声超标量分别采取满足减振量要求

的弹簧浮置板道床、橡胶浮置板道床、轨道减振扣件或其他具有相应减振效果的减

振措施，措施后工程沿线所有敏感点的环境振动、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均能够达到相

应标准要求。

3.3.3 水环境影响评价

1、水环境影响评价结果

运营期车站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不会对周边水体产生不良影响。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3.4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由专门的人员进行打扫和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卫部门

统一处理。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经妥善处置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3.3.5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

本工程建设符合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杭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杭州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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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规划的要求，与杭州市城市其他各相关规划总体协调。工程不涉及文物保

护单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等生态敏感区。

轨道交通的建设在节约土地资源和能源方面优势明显，且有利于杭州市土地资

源的整合与改造，缓解区域土地利用紧张状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轨道交通采用

电力能源，实现大气污染物的零排放，由于替代了部分地面汽车交通，减少了汽车

尾气的排放，因而有利于降低空气污染负荷，符合生态建设要求。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在工程设计阶段应作好对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的合理规划，尽量少占绿地，尽

可能减少由于轨道工程建设对沿线城市绿地系统的影响。对工程占用的绿地，建设

单位应在认真履行各项报批手续的基础上，严格按批准的用地范围进行施工组织，

对占用的绿地进行必要的恢复补偿，尽快恢复其生态功能。

3.4 环境风险分析

本工程属于典型的非污染类建设项目，项目不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与炼制、信息化学品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采

掘业、建材等风险导则界定的项目类型；工程建设不设置炸药库、油库等设施；工

程评价范围内无有色金属冶炼厂等，工程建设不会涉及这些工厂企业。项目建设、

运行均不会产生现行风险评价技术导则里界定的环境风险，不会导致大气环境污染

风险、水环境污染风险以及对以生态系统损害为特征的事故风险。

3.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结果

本工程采用的噪声、振动、污水和废气、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均是轨道交通项目

较为通用、成熟和有效的方法，其防治措施效果可满足达标排放和维持现状的要求，

因此本项目环保措施合理可行。

3.6 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本工程通过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减缓对环境的

影响，实现“达标排放”或维持现状，因此在项目建设运营，各项环保措施投入使用

后，可有效控制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良好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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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为加强工程环境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评价建议运营公司配专

职环保管理人员。专职环保人员的职责是：负责全公司及对外的环境管理；做好教

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和技术水平；制定轨道交

通运营期的环境管理办法和污染防治设施的操作规程，定期维护、保养和检修污水

处理设备、风亭治理设施等，保证其正常运行；配合环保主管部门进行环境管理、

监督和检查工作；配合环保主管部门解决各种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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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相关规划，建成投入使用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均能达到相关

标准，项目“三废”在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后可满足相应的国家排放标准。同时项目

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城市的大气环境，解决杭州市交通问题。工程具有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协调统一性，因此工程的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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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系方式

5.1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 516 号市地铁集团 T2 楼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571-86000737

5.2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杭州市教工路 149 号浙江工商大学西校区 2 号实验楼

联系人：郑工、孙工

联系电话：0571-88385716

联系邮箱：362591207@qq.com

mailto:3625912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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