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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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利用既有 1 号线临平支线（客运中心站~

临平站）向南北两端延伸，独立构线，全长 23.729 公里，设 15 座车站。其

中南段起于江干区解放东路与秋涛路交叉口东侧的四季青站，终于客运中心

站（已建成），新建线路长 5.08km，新设站 4 座、四堡停车场 1 处；北段起

于余杭区临平站（已建成），终于荷禹路与宏达路交口的昌达路站，新建线

路长 6.109km，新设站 4 座、昌达路车辆段 1 处；中段已经运营的 1 号线临

平支线 12.537 公里、设站 7 座。

项目具体走向及位置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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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杭州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走向示意图

不在先行段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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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相关背景

1、项目建设的意义

（1）是实现城市总体规划，支撑空间布局结构，强化杭州主城和临平副

城之间的联系，促进临平副城和沿线新城建设的需要；

（2）是促进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市

土地合理利用的需要的需要；

（3）是治理杭州交通拥堵、改善城市道路功能、缓解交通紧张、构筑多

层次城市交通结构、提高出行质量的需要；

（4）是杭州从“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满足沿江客流出行和

沿江通道选择的需要；

（5）是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保护风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实现杭州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6）是杭州进入亚运模式，建设交通干线，完善轨道交通线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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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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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6）2017 年 6 月完成了《杭州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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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利用既有 1 号线临平支线（客运中心站~

临平站）向南北两端延伸，独立构线，全长 23.729 公里，设 15 座车站。其

中南段起于江干区解放东路与秋涛路交叉口东侧的四季青站，终于客运中心

站（已建成），新建线路长 5.08km，新设站 4 座、四堡停车场 1 处；北段起

于余杭区临平站（已建成），终于荷禹路与宏达路交口的昌达路站，新建线

路长 6.109km，新设站 4 座、昌达路车辆段 1 处；中段已经运营的 1 号线临

平支线 12.537 公里、设站 7 座。

1.2.2 建设项目工艺

1、施工期

工程沿线各站点、风井及出入段线 U 型槽部分采用明挖法，其他区间段

均采用盾构工艺。

2、营运期（车辆运用检修工艺）

（1）列车运用整备流程

列车进入场后，如需洗刷，通过车辆洗刷线完成洗刷作业后进入月检库

或停车列检库；如不需要洗刷，则直接进入月检库或停车列检库。列车经过

月检、列检或停车待班后，按行车组织出场运行。

（2）车辆检修流程

按车辆检修计划，列车入场后，进入镟轮库完成镟轮，或完成清洁作业

后用调机将车辆推入临修线进行检修作业。

1.2.3 建设项目规模

1、车站

本次杭州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先行评价范围内设车站 8 座，均为地下站，

其中换乘站 4 座（四季青站与 7 号线换乘、钱江路站与 2、4 号线换乘、邱

山大街站与 3号线二期换乘）。车站分布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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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杭州地铁 9号线一期工程先行段车站表

序号 车站名称 车站型式

1 四季青站 地下三层13m 宽岛式

2 中央公园站 地下二层 12.6m 宽岛式

3 钱江路站 地下三层 13m宽岛式

4 艮山东路站 地下二层 12.6m宽岛式

5 邱山大街站 地下三层 14.0m宽岛式

6 北沙路站 地下二层 12.6m宽岛式

7 新洲路站 地下二层 12.6m宽岛式

8 昌达路站 地下二层12.6m 宽岛

2、停车场

四堡停车场设置在昙花庵路、沪杭甬高速公路和浙赣铁路围合的三角区

块内，停车场的整备、周月检辅助房屋集中布置在停车列检库的边跨；为充

分利用地下停车场，做上盖物业开发，综合楼、牵引降压变电所、给水所和

加压泵站集中布置在场区东侧，垃圾转运站和污水处理站布置在开发楼旁边，

属地面一层。

3、车辆段

昌达路车辆段设置在宁桥大道以北、规划路康意路以东、规划兴元路以

南。场区紧靠规划路康意路布置，停车列检库与检修库呈横列布置，咽喉区

直接连接停车列检库、检修库、洗车库、工程车库等，靠近车辆段主出入口

设置段综合楼一座（包含段办公楼、食堂、浴室、乘务员公寓等）、沿咽喉

区依次布置给水所、加压泵站、主变电所、综合维修中心、牵引降压变电所

一座。咽喉区中部材料线附近设置易燃品间、污水处理站和垃圾转运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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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对/小时，近期高峰 18 对/小时，远期高峰

24 对/小时。

4、运营期车辆选型与列车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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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采用 B 型车；

列车编组：初、近、远期采用 6 辆编组形式；

1.2.4 建设项目建设周期和投资

工程计划于 2018 年开工，2022 年开通试运营。工程总工期约为 4 年。

先行段工程总投资为 1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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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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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沿线的和睦港、横一港、上塘河的水质现状均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上塘

河为 V 类水体，和睦港、横一港为劣 V 类水体，水体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和总

磷。

2.1.3 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各敏感点昼夜间声环境均能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限值。

停车场、车辆段场界噪声测点中，场界声环境均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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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工程变电所场界各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38702-2014）相应频率的标准控制限值。

2.1.6 工程压线企业调查

根据对工程线位下穿企业及工程停车场用地范围内拆迁企业的初步调查，本工

程压线范围内涉及的企业场地环境符合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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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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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取线路两侧 100m。

（3）停车场及其他临时用地界外 100m。

评价过程中，将城市交通、社会环境等因子的评价范围扩大至工程可能产生明

显影响区域。

2、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地下车站风亭、主变电所周围50m以内区域；停车场出入段地上线路两侧 150m

以内区域；停车场厂界外 1m，并适当扩大至受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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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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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评价范围

根据 HJ453-200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本工程沿线居民

电视收看受影响评价范围为停车场出入段周围 50 米以内区域，110KV 主变电所评

价范围为变电所边界外 50m 以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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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个车站、四堡停车场和昌达路车辆段污

染源排放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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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工程沿线车站及停车场产生的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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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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下区间段噪声源

活塞风亭：声源当量距离处为 65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排风亭：声源当量距离处为 68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新风亭：声源当量距离处为 58dBA（安装 2m 长的消声器）。

（2）停车场、车辆段噪声源

停车场、车辆段噪声源有空压机等强噪声设备，停车场、车辆段出入段线产生

列车运行噪声，固定声源设备的噪声源强见表 3-2，停车场、车辆段段出入库线列

车运行噪声源强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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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停车场、车辆段内主要固定噪声源强表

声源名称 洗车棚 污水处理站 停车列检库 联合检修库 不落轮镟库
距声源距离（m） 5 5 3 3 1
声源源强（dBA） 72 72 73 73 80

运转情况 昼、夜间 一般在昼间 一般在昼、夜间 一般在昼间 不定期

表 3-3 停车场、车辆段出入库线列车运行噪声类比测试结果

噪声源类别 测点位置 A声级（dB） 测点相关条件
类比地点

（资料来源）
出入段线列车
运行噪声

距轨道中心线 7.5m 87.0 运行速度60km/h，碎石道
床，测点距地面1.2m

上海轨道交通 3号线
地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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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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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型列车在轨道通过时产生的振动源强 VLzmax值采

用 87.2dB（列车速度 60km/h，距轨道 0.5m）。

地面线振动源强：根振动源强 VLzmax采用 80.1dB（列车速度 60km/h，距轨道

7.5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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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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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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停车场产生的含油污

水、洗刷污水、生活污水。

（1）车站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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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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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停车场排水

停车场、车辆段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的废水主要是车辆检修及

洗车产生的检修废水、车辆洗刷污水，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COD、BOD5、LAS

等。生活污水包括浴池洗浴水、食堂洗涤水、打扫卫生排水和厕所冲洗水，主要污

染物为 BOD5、COD、氨氮、动植物油等。停车场、车辆段污废水水质见表 3-6。

表 3-6 停车场、车辆段的污废水水质一览表

污染源
废水水质（除pH值， mg/L）

pH值 COD BOD5 石油类 动植物油 氨氮 LAS
含油废水 7.8 425 127 90 － － －
洗刷废水 8.1 299 30 23.1 － － 16.8
生活污水 7.7 170 70 － 7.5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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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电磁污染源

本工程正线区间全部采用地下线路，仅停车场出入段线部分区段为地面线路。

沿线区域均接入有线电视网，收看质量不易受到过车干扰影响，预计本工程的建设

对沿线居民收看电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工程新建主变电所 2 座，评价范围内无电磁敏感点分布。根据类比横河变实

测数据分析，110kV 主变电所运行后，其产生的工频电场、磁感应场强均很低，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453-2008 中推荐的工频电场

4kV/m，工频磁感应场强 0.1mT的限值要求。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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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m 为嗅阈值或无异味，

15m 以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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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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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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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运营后产生的一般性固体废物主要有车站候车旅客及工作人员产生的生

活垃圾；停车场内列车清扫垃圾和生产人员、办公人员产生的日常生活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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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垃圾主要来自停车场车辆检修、保养、清洗和少量的机械加工等作业。根

据对国内轨道交通类比调查，工程停车场内生产垃圾性质主要为金属切屑、废蓄电

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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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表 3-7 水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河流名称 中心桩号 穿越形式

1 新开河 CK0+060 开挖

2 七甲河 CK0+723 盾构下穿

3 引水河 CK5+320 盾构下穿

4 白石港 CK6+858 盾构下穿

5 五号港 CK7+853 盾构下穿

6 和睦港 CK9+125 盾构下穿

7 横一港 CK9+255 盾构下穿

8 横四港 CK10+283 盾构下穿

9 五号河 CK10+719 盾构下穿

10 上塘河 CK24+538 盾构下穿

11 薛山渠 CK26+041 盾构下穿

12 叶家港 CK27+094 盾构下穿

13 黄家港 CK28+329 盾构下穿

14 长生港 CK29+320 盾构下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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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表 3-8 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受影响声源 敏感点概况

1 和谐嘉园南苑8幢 中央公园站风亭 1幢29层住宅

2 东华苑1幢 艮山东路站风亭 1幢15层住宅

3 君汇上品 高架线路 8幢13-14层住宅

4 复地又一城 高架线路 10幢17层住宅

5 复地连城国际 高架线路 14幢13~17层住宅

6 杭州吉的堡连城幼儿园 高架线路 3层教学楼

7 三角村 高架线路 29幢3~5层农居

8 逸家花园 高架线路 2幢5层住宅

9 马家埠 高架线路 27幢2~3层农居

10 乔司派出所 高架线路 2幢5层建筑

11 乔司南街沿街住宅 高架线路 7幢4~6层住宅

12 镇政府家属院 高架线路 1幢5层住宅

13 乔司街道办事处 高架线路 1幢2层、1幢5层办公楼

14 乔司村 高架线路 30幢2~3层农居

15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乔司分院 高架线路 医院

16 永乔路沿街住宅 高架线路 4幢7层住宅

17 东城丽景 高架线路 17幢6层、3幢11层住宅

18 永玄路沿街住宅 高架线路 4幢5层、4幢6层住宅

19 永顺三好大厦 高架线路 1幢10层、1幢11层商住楼

20 怡丰城 高架线路 1幢11层、4幢18层住宅

21 保亿风景晨园 高架线路 7幢25层住宅

22 心怡苑4幢 邱山大街站风亭 1幢6层住宅

23 武林厂宿舍 邱山大街站风亭 4~6层住宅

24 乾元路8号 昌达路站风亭 1幢6层住宅

25 乾元中心小学 昌达路站风亭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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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表 3-9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所在路段

1 常青苑 四季青站-中央公园站

2 常青公寓 四季青站-中央公园站

3 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 四季青站-中央公园站

4 和谐嘉园南苑 中央公园站-钱江路

5 和谐嘉园东苑 中央公园站-钱江路

6 钱江三苑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7 新城国际和园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8 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15

9 钱江苑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10 金基晓庐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11 景芳三堡单元安置房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12 盛世钱塘花园 钱江路站-渔人码头站

13 在建安置房 七堡老街站-艮山东路站

14 新江花园 艮山东路站-客运中心站

15 东华苑 艮山东路站-客运中心站

16 九堡家苑 客运中心站-乔司南站

17 君汇上品 乔司南站-乔司站

18 复地又一城 乔司南站-乔司站

19 复地连城国际 乔司南站-乔司站

20 杭州吉的堡连城幼儿园 乔司南站-乔司站

21 三角村 乔司南站-乔司站

22 马家埠 乔司南站-乔司站

23 乔司派出所 乔司站-翁梅站

24 乔司南街沿街住宅 乔司站-翁梅站

25 乔司街道办事处 乔司站-翁梅站

26 乔司村 乔司站-翁梅站

27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乔司分院 乔司站-翁梅站

28 永乔路沿街住宅 乔司站-翁梅站

29 东城丽景 乔司站-翁梅站

30 永玄路沿街住宅 乔司站-翁梅站

31 永顺三好大厦 乔司站-翁梅站

32 联胜村 翁梅站-余杭高铁站

33 安盛花园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4 高速住宅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5 金桥花苑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6 南苑二区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7 人民路483号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8 农行宿舍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39 南苑一区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0 迎宾路158号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1 余杭区育蕾小学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2 丰梅苑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3 百合苑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4 新丰苑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5 藕花洲大街271号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6 环岛公寓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7 龙王公寓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8 宿舍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49 香山人家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50 邱山大街92号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51 棉百弄3幢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52 邱山大街122号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53 心怡苑 临平站-邱山大街站

54 武林厂宿舍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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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沿山路宿舍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56 余杭妇产医院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57 树兰幼儿园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58 星光街315号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59 凯文杭庄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60 临平创业者子弟小学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61 汀洲花苑南区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62 金帝海铂华庭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63 汀洲花苑北区 邱山大街站-北沙路站

64 合丰花苑 北沙路站-新洲路站

65 在建小区 北沙路站-新洲路站

66 乾元路8号 五洲站-昌达路站

67 乾元中心小学 五洲站-昌达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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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表 3-10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工程污染源

1 和谐嘉园南苑8幢 中央公园站风亭

2 东华苑1幢 艮山东路站风亭

3 心怡苑4幢 邱山大街站风亭

4 武林厂宿舍 邱山大街站风亭

5 乾元路8号 昌达路站风亭

6 乾元中心小学 昌达路站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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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邱山大街站风亭噪声影响，风亭周边的武林厂宿舍夜间声环境超标。项目停

车场、车辆段场界处噪声均能达标排放。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

邱山大街站风亭风井安装插入损失量满足要求的消声器，采取措施后敏感点声

环境可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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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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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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辐射影响评价

本工程配套的主变电采用户内布置，其建成投运后，所址各侧围墙外及距离变

电站更远处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均将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限值。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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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生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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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和车辆段内的检修、洗刷废水经气浮隔

油处理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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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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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与维护产生的少量金属切屑、废边角料可做到“资源化”回收再利

用；停车场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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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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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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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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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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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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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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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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邮箱：32119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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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地点及相关背景
	建设项目地点
	相关背景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工艺、规模、建设周期和投资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工艺
	建设项目规模
	建设项目建设周期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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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方案比选
	建设项目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的相符性
	建设项目与规划环评的相符性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声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振动质量现状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工程压线企业调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污染源
	噪声
	振动源
	水污染源
	电磁污染源
	空气污染源
	固体废物
	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境保护目标
	声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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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振动影响评价
	电磁辐射影响评价
	水环境影响评价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风险分析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结果 
	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