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 升压站工程（一期部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9月 10日，华润新能源（延安）有限公司根据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

升压站工程（一期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召开了

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升压站工程（一期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会议的有华润新能源（延安）有限公司（建设单位）、陕西科荣环保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共 9人，会

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因风电场工程分两期建设，配套的升压站主变设施也分两期进行建设，此次

仅对一期部分进行验收。会前，验收组现场检查了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及生态恢复

措施的落实情况，会上，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执行情况的汇

报，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调查内容进行了详细汇报汇报，验收组核实了

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1、项目建设地点：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长城镇孙崾岘村

2、项目性质：新建

3、项目规模：（1）新建 1台容量为 50MVA 主变

（2）新建出线 1回

（3）新建配电室 1间

（4）新建 SVG 室 1 座

4、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本项目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见表 1。

表 1 项目组成与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

体

工

程

110k
V
升 压

站

占地面

积
9359.36m2 9359.36m2 与环评一致

变压器

规模
建设主变容量 2×50MVA

建设主变容量

1×50MVA

与环评不一

致，分两期建

设



变压器

布置类

型

户外GIS型布置（功能元件

封闭在绝缘体壳内）

户外GIS 型布置（功能

元件封闭在绝缘体壳

内）

与环评一致

出线回

路

出线回路：1回，架线形式：

架空线

出线回路：1回，架线

形式：架空线 与环评一致

辅

助

工

程

配电室

新建一层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配电室1间，建筑面积

252.8m2，单层框架结构，

建筑高度为6.3m

新建一层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配电室1间，

建筑面积252.8m2，单层

框架结构，建筑高度为

6.3m
与环评一致

SVG室

新建一层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SVG室1座，建筑面积

233.2m2，单层框架结构，

建筑高度为6.3m

新建一层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SVG室1座，

建筑面积233.2m2，单层

框架结构，建筑高度为

6.3m

公

用

工

程

供热 辐射式电采暖器采暖 辐射式电采暖器采暖 与环评一致

供电

自站外引入一条10kV线
路，施工阶段作为施工电

源使用，工程竣工后改为

风电场备用电源

自站外引入一条 10kV
线路，施工阶段作为施

工电源使用，工程竣工

后改为风电场备用电

源

与环评一致

环

保

工

程

噪声
选用低噪声变压器、基础

减振

选用低噪声变压器、基

础减振
与环评一致

固废

建设一座容积20m3事故油

池，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

废油处置协议。

建设一座容积为20m3

事故油池，并与陕西环

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废油处置协议。

与环评一致

风险

建设一座容积20m3事故油

池，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

废油处置协议。

建设一座容积为20m3

事故油池，并与陕西环

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废油处置协议。

与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11 月 29 日西安中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4 月 15 日，延安市环境保护局以

《关于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 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延市环函

﹝2017﹞113 号）予以审批通过。

本项目开工日期为 2017年 4 月 29 日，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11月 10日。经

现场调查，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项目实际总投资与环保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372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62.72 万元，占总投资

额 1.68%；实际总投资 372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29 万元，占总投资额 0.89%。

具体投资项目见表 2。

表 4 本项目环保投资表

序

号
环保设备

单

位

环评阶段

数量

环评阶段环保投

资（万元）

竣工验收阶

段数量

竣工验收阶段环

保投资（万元）

1
洒水车（租

用）
辆 1 2 1 2

2
站内绿化

工程
m2 935.94 18.72 0 /

3 事故油池 座 1 12 1 12

4
主变压器

油坑及鹅

卵石

座 2 30 1 15

环保投资合计 62.72 29

（四）验收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 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评价范围一致，结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

（HJ705-2014）中评价范围要求，确定本次调查范围，见下表。

表 3 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升压站

电磁环境 升压站站界外 30m 范围区域

声环境 升压站站界外 200m 范围区域

固废 升压站范围内

生态环境 站场围墙外 500m 内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输变电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对照工程设计文件，施工资料和环评报告等相关文件并结合现场调查，核实

本项目是否有变动，核实情况如下表 4：

表 4 重大变动核实情况表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 环评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变动情况



大变动清单（试行）》

规定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未变动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

器、高压电抗器等主

要设备总数量增加超

过原数量的 30%

2 台 1 台
有变动，分期建

设和验收

变电站、换流站、开

关

站、串补站站址位移

超过 500 米

站 址 坐 标 为 东 经

108°25'24.08"、北纬

37°19'48.83"

站址坐标为东经 108°
25'24.08"、北纬 37°
19'48.83"

未变动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

为

户外布置

户外 户外 未变动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

致新增的电磁和声环

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

量的 30%

0 0 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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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生态敏感区 无生态敏感区 未变动

根据现场调查，并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

重大变动核实情况如下：

1、竣工验收阶段也环评阶段电压等级一致，均为 110kV。

2、本项目属于分期建设分期验收，本次竣工验收阶段 110kV 升压站只建设

1 台主变。

3、升压站站址环评阶段与竣工验收阶段一致。

4、竣工验收阶段与环评阶段变电站布置方式一致，均为户外布置。

5、竣工验收阶段与环评阶段敏感点一致，均无敏感点。

6、竣工验收阶段无站址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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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施工期:营地设临时旱厕，施工结束后清掏作农业施肥利用，少量生活杂

排水用于营地洒水降尘；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可全部回用。

2、运营期：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后，排至容积 24m3的收集池，用于场内绿

化，不外排。污水处理设备纳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

行验收。

（二）废气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1）施工材料采取塑料布遮盖。

（2）对施工现场采取了围栏等遮蔽措施。

（3）针对施工任务、施工场地及天气状况，制定了合理的施工计划，尽可能

的减少了施工现场作业面，缩短工期，减轻施工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4）施工场地、施工道路每天酒水 2～3 次，并及时清扫道路，碾压或覆盖裸露

地表。

（5）采用商品混凝土，不设置混凝土搅拌站。

2、运营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再经排气筒排放。油烟净化器纳

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行验收。

（三）噪声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缩短了施工场地平整和结构施工时段。

（2）定期对施工机械进行维护和保养，避免了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

增大的现象发生。

（3）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为防止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不在夜间 2:00到次日 6:00施工。

（4）对运输车辆进行限速管理，运输任务安排昼间进行。

2、运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建设单位选用低噪声设备，经现场监测，升压站四周及敏感点各测点的噪声

均达标。

（四）固体废物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建筑垃圾能回收利用尽量回用，无法回用的建筑垃圾运至环保部门制定地点



处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回收后定期运作环卫部门处置。

2、运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升压站已建设 1座 20m3事故油池，事故状态下废变压器油暂存于事故油池，

定期交由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

同时，建设单位对危险废物进行台账管理并制定管理制定。

（五）辐射

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建设单位按设计及环评要求选用低辐射设备，并定期维护保养设备；经现场

监测，升压站四周各测点的工频电磁场均达标。

（六）生态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1）施工临时占地位于征地范围内，减少施工作业面和减少破土面积。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发现野生动物，加强保护。

（3）建设单位充分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制定详細的施工方案，在施工作业完

成之后，对临时占地及时土地硬化，防止水土流失。

2、运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项目运行后，考虑升压站安全因素，升压站生产区未进行绿化。

（七）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已建设 1 座 20m3钢筋混凝土事故油池，并与陕西环

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危废协议。同时，建设单位编制了应急预案，明确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当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有效地控制和处理事

故，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及环境影响，把事故伤害降到最低点，

维护升压站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后，排至容积 24m
3
的收集池，用于场内绿化，不外排。

污水处理设备纳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行验收。

2、废气治理设施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再经排气筒排放，油烟净化器去除效率为

70%。油烟净化器纳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行验收。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经现场监测，升压站四周及敏感点各测点的噪声均达标。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升压站已建设 1座 20m
3
事故油池，事故状态下废变压器油暂存于事故油池，

定期交由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

5、辐射防护设施

建设单位按设计及环评要求选用低辐射设备，并定期维护保养设备；经现场

监测，升压站四周及敏感点各测点的工频电磁场均达标。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后，排至容积 24m3 的收集池，用于场内绿化，不外排。

污水处理设备纳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行验收。

2、废气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再经排气筒排放，油烟净化器去除效率为

70%。油烟净化器纳入《华润吴起长城风电场一期（50MW）工程》进行验收。

3、厂界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110kV 升压站厂界昼间等效连续 A声级范围为 35～55dB(A)，

夜间等效连续 A声级范围为 37～49dB(A)，北厂界衰减断面昼间等效连续 A声级

范围为 37～43dB(A)，夜间等效连续 A声级范围为 37～39dB(A)，均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4、固体废物

升压站已建设 1座 20m
3
事故油池，事故状态下废变压器油暂存于事故油池，

定期交由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

5、辐射

根据监测结果，110kV 升压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算数平均值范围为(16.22～

109.99)V/m，工频磁感应强度算数平均值范围为(0.0179～0.1309)uT； 110kV

升压站北厂界展开断面工频电场强度算数平均值范围为(0.0159～16.22)V/m，工

频磁感应强度算数平均值范围为(0.0159～0.0179)uT。



因此，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分别满足

4000V/m、100μT 的推荐限值要求。

6、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及噪声达到验收执行

标准。

六、验收结论

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项目建设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批复中要求的生态保护和污染控制措施，经监测，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和工

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有关限值，噪声

可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

意吴起长城风电项目 110kV升压站工程（一期部分）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固体废物收集、暂存和处置过程管理，避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2、做好设备、设施运行维护。

八、验收人员信息

本项目验收组名单见附表。

华润新能源（延安）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0 日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