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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宝鸡市城市轨道线网规划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于2016年开始编制，2017年6月27日宝鸡市政府以宝政函[2017]69号
对线网规划进行了批复。2016年10月，受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委托，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进行《宝鸡市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
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本次评价的《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包括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远景 2050 年三个层次，主要评价对象为远景 2050 年规划方案，
远景推荐方案由 6 条线路组成，其中 1、2、3、4 号线为市区线，线路总
长 108.4km；R1、R2 号线为市域线，线路总长 48.8km。全网线路全长
157.2km，共设置车站 96 座，其中换乘站 9 座。全网设置综合维修基地 1
处、车辆段 5 处、停车场 3 处。车辆制式全线采用跨座式单轨。
本次评价的《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7～2023）》由 1
号线一期工程、2 号线一期工程组成。其中 1 号线一期工程正线长度
21.6km，设站 19 座，自福谭路至底店路口站；2 号线一期工程正线长度
16.7km，设站 14 座，自炎帝园至宝鸡行政中心站。近期建设规划总长度
38.3km，设站 31 座。近期建设福谭路车辆基地 1 处，疾控中心车辆段 1
处，主变电所 2 座，控制中心 1 处。系统制式全线采用跨座式单轨。
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1）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
家崖村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宝鸡市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重建区，穿
越长度约 360m。
（2）市域线 R1 在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
公园的恢复区，穿越长度约 780m。
（3）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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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越长度约
280m。
（4）规划 4 号线以高架形式沿宝鸡峡引渭渠北侧经过，穿越北首岭
国家级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A 区 168 米，建设控制地带 B 区 181m，
保护范围 B 区 14m。并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站。
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影响：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对规划线路沿线的文
物保护单位、居民文教区等环境敏感目标产生噪声和振动影响。规划实施
将对宝鸡市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千河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北首岭国家级文物保护区的景观和生态功能造成
一定不利影响。
报告书提出的主要优化调整建议：（1）优化线路穿千渭之会国家湿地
公园的长度及敷设形式，不在湿地公园保护范围内设站。
（2）优化线路穿
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的长度及敷设形式，不在湿地公园保护范围内设
站，并征得规划部门及主管部门的同意。
（3）进一步优化线路，绕避千河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
（4）优化线网规划 4 号线选线，尽量
远离北首岭的文物本体；调整新华家园车站选址至北首岭的建设控制地带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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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6年开始编制，2017年6月27日宝鸡市政府以宝政函[2017]69号文对线网
规划进行了批复。2016年10月，受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进行《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
（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建设规
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2 线网规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网
规划包括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远景 2050 年三个层次，至 2050 线
网形成由 6 条线组成的线网。其中 1、2、3、4 号线为市区线，线路总长
108.4km；R1、R2 号线为市域线，线路总长 48.8km。全网线路全长 157.2km，
共设置车站 96 座，其中换乘站 9 座。全网设置综合维修基地 1 处、车辆
段 5 处、停车场 3 处。根据《线网规划》，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实施层次见表 1，2050 年线网规划方案详见表 2，2050 年线网规划车辆段、
停车场用地情况详见表 3。
表1

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实施层次表

实施层次

阶段一：近期（2020 年）

阶段二：远期（2030 年）

线路

线路长度（km）

1 号线一期（福谭路至底店路口）

20.8

2 号线一期（炎帝园至宝鸡行政中心）

17.2

3 号线一期（宝鸡南站至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7.3

近期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45.3

1 号线二期（底店路口至东关客运站）

13.1

2 号线二期（宝鸡行政中心至大槐树路）

11.7

3 号线二期（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至虢镇火车站）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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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层次

线路

线路长度（km）

4 号线一期（409 医院至新华家园）

10.0

远期期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44.3

1 号线三期（东关客运站至八庙村）

7.0

4 号线二期（新华家园至龙源大道）

11.8

市域 R1 线（八庙村至赵家村）

21.1

市域 R2 线（东关客运站至凤翔县）

27.7

远景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67.6

阶段三：远景

线网总长度合计

表2

轨道交通 2050 年线网规划方案

线别
线名
长度
（km）
车站数
（个）
平均站
距
（km）
换乘站
数（个）

157.2

中心城区线

市域线
市域 R1
市域 R2 线
线

1 号线

2 号线

3 号线

4 号线

40.9

28.8

16.9

21.8

21.1

27.7

33

22

14

14

7

6

1.28

1.37

1.3

1.68

3.52

5.54

6

5

2

3

1

1

宝鸡南
409 医院-龙源 八庙村-赵 东关客运站
站-虢镇
大道
家村
-凤翔县
火车站
清姜路、东二
姜谭路、三合路、
站前大
路、凌云路、 东高新大
规划植物园大桥、广元路、火炬路、宝 道、宝钛
峪泉路、石坝 道、规划 群众大道、
滨河北路、广元路 光路、石鼓西路、滨 路、钛谷
河路、石鼓路、道路、周 规划机场高
路、经二路、东风 河大道、高新大道、路、高新
主要径
渭河大桥、宝 五路、蔡 速路、S104、
路、大庆路、行政 高新三路、站前大 大道、东
路
烟路、东风路、 家坡大 东大街、秦
大道、龙腾路、陈 道、蟠龙路、蟠龙大 高新大
金陵东路、中 桥、岐山 凤路、雍兴
仓大道、陈仓中 桥、龙腾路、旭东路 道、火车
山路、群众路、大道、渭
路
路、南环路、群众
北段、规划路
站南路、
龙翔路、大韩 北东路
大道、东高新大道
虢亚路
村路
姜谭居住片区-福
下马营 清姜路居住片
临堡居住片区-玉 经二路居住片区-火
东居住 区-火炬路居
涧堡居住片区-经 炬路居住片区-宝光
片区-高 住片区-上马
二路居住片区-上 路居住片区-下马营
途径片
新三期 营居住片区马营居住片区-代 西居住片区-下马营
蔡家坡镇 凤翔县
区
居住片 中山路居住片
马西居住片区-卧 东居住片区-蟠龙东
区-陈仓 区-群众路居
龙寺居住片区-陈 居住片区-蟠龙西居
西居住 住片区-蟠龙
仓西居住片区-陈
住片区
片区 西居住片区
仓中居住片区
姜谭路片区中心 客运西站公交枢纽、 客运南
公交枢纽、宝鸡 体育中心公交枢纽、站、客运
客运西站、体
东关客运
站、斗中路客运中 青铜器博物院公交 南站公
岐山火车
途径交
育中心公交枢
站、凤翔机
心公交枢纽、客运 枢纽、客运南站、客 交枢纽、
站、蔡家
通枢纽
纽、宝鸡汽车
场、凤翔汽
中心站、行政中心 运南站公交枢纽、宝 宝鸡南
坡客运站
北站
车站
公交枢纽、卧龙寺 鸡南站、高新区商务 站、物流
站、南坡村公交枢 中心公交枢纽、行政 会展中
起讫点 福谭路-八庙村

炎帝园-大槐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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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物流会展中心 中心公交枢纽、蟠龙 心公交
公交枢纽、虢镇火 客运站、蟠龙塬客运 枢纽、虢
车站、东关客运站
站公交枢纽
镇站公
交枢纽
商务中
公共服
体育中心、文化中
商业中心、行政中
心、物流 体育中心、商
务设施
心、商务中心、行政
心、物流会展中心
会展中
业中心
中心
中心、科研教育中心
心

表3

2050 年线网规划车辆段、停车场用地概况

控制占地
建设时序
用地现状
面积（ha）
福谭路车辆基地
25
近期
厂房、民房及荒地

线别

车辆基地

1 号线

用地规划
工业用地

南堡停车场

11

远期

耕地

居住用地

小计

36

/

/

/

站前大道车辆段

23

近期

耕地、民房

工业用地、居住用地

2 号线 大槐树路停车场

10

远期

荒地、耕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小计

33

/

/

/

马尾河车辆段

20

远期

耕地、荒地、民房

龙源大道车辆段

20

4 号线 新华家园停车场

10

3 号线

小计

30

其他绿地
商业用地、居住用地
远景年度
荒地
和绿地
居住用地、仓储用地、
远期
民房、厂房、耕地 商业用地、市政公用
设施用地
/
/
/

R1 线

徐家崖车辆段

23

远景年度

耕地

工业用地

R2 线

郭店镇车辆段

23

远景年度

耕地、民房

建设用地、耕地

165

/

/

/

合计

1.3 近期建设规划（2017～2023 年）的主要内容
近期建设项目由 1 号线一期工程、2 号线一期工程组成。其中 1 号线
一期工程正线长度 21.6km，设站 19 座，自福谭路至底店路口站；2 号线
一期工程正线长度 16.7km，设站 14 座，自炎帝园至宝鸡行政中心站。近
期建设规划总长度 38.3km，设站 31 座，全线采用跨座式单轨高架线。近
期建设福谭路车辆基地及疾控中心车辆段，控制中心 1 处。
建设规划工程概况见表 4，车辆段、停车场及变电站、控制中心用地
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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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近期建设规划工程概况汇总表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
（km）

车站数量
（个）

敷设方式

1 号线一期工程

福谭路～底店路口站

21.6

19*

全高架

2 号线一期工程

炎帝园～宝鸡行政中心站

16.7

14*

全高架

合计

/

38.3

31

/

表5
线别
1 号线一
期
2 号线一
期

近期建设规划车辆段用地情况汇总表
车辆基地

用地现状

用地规划

福谭路车辆基地

厂房、民房及荒地

工业用地

疾控中心车辆段

民房、荒地

居住用地和绿地

1.4 近期建设规划与线网规划 2020 年推荐方案的对比
宝鸡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7～2023）相对于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的变化情况见表 6。
表6
类别

近期建设规划相对线网规划的变化情况汇总表

线路

线网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

1 号线一期

线路全长 20.8km

线路全长 21.6km

线路
2 号线一期
长度
3 号线一期
4 号线一期
车站 1 号线一期
数量 2 号线一期
敷设 1 号线一期
方式 2 号线一期

近期实施 17.2km
线路全长 7.3km
线路全长 10.0km
设车站 19 座

变化说明

近期建设规划较线网规划增加
0.8km
近期建设规划较线网规划减少
一期工程 16.7km
0.5km
/
不再实施 3 号线一期工程
/
不再实施 4 号线一期工程
设车站 19 座
一致

设车站 15 座

设车站 14 座

近期建设规划较线网规划减少 1 座

全高架

全高架

一致

1 号线一期工程沿
整个城市的主要发
1 号线一期自福谭路站 展轴，线路自福谭
向 东 先 后 沿 途 经 姜 谭 路站向东，先后沿
路、三合路、规划植物 姜谭路、三合路、
线路
园大桥、渭河主堤、广 太平堡东路、新福
1 号线一期
走向
元路、经二路、东风路、路、新建路、经二
大庆路、行政大道、龙 路、东风路、大庆
腾路、陈仓大道，终点 路、行政大道、龙
站为底店路口站
腾路、陈仓大道布
设，终点站为底店
路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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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规划宝鸡中心医院站至炎帝园
站段建设方案为：线路自宝鸡中心
医院站沿姜谭路自规划植物园大桥
过渭河在滨河北路与规划植物园大
桥设新福园中学站，沿滨河北路走
行在广元路西侧设神农大桥站，然
后走行至广元路顺广元路走行至经
二路设炎帝园站；建设规划宝鸡中
心医院站至炎帝园站段建设方案
为：线路自宝鸡中心医院站沿姜谭
路自规划植物园大桥过渭河，在滨
河北路与太平堡东路设新福园中学
站，经太平堡东路走行至新福路，
沿新福路走行，在宝成线西侧设新
福园站，然后经新建路、经二路至
广元路设炎帝园站，其它走向一致。

类别

线路

线网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

2 号线一期工程线
2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自 路西起炎帝园站，
炎帝园站起，经广元路、途经广元路、火炬
火炬路、宝光路、石鼓 路、宝光路、石鼓
西路、滨河大道、高新 西路、滨河大道、
2 号线一期
大道、高新三路、站前 高新大道、高新三
大道、蟠龙路、蟠龙大 路、站前大道、蟠
桥、龙腾路，到达宝鸡 龙路、蟠龙大桥、
行政中心站。
龙腾路后，至终点
宝鸡行政中心站。
1 号线一期
车辆
检修
设施 2 号线一期

变化说明

近期建设规划较线网规划取消站前
大道站，同时将火炬路口站与华山
医院站分别改设为清姜路站与玉泉
路站，其它走向一致。

设福谭路车辆基地

设福谭路车辆基地

一致

设站前大道车辆段

设市疾控中心车辆 将站前大道车辆段改设为市疾控中
段
心车辆段

控制中心及供电 控制中心 1 座、集中式 控制中心 1 座、集
方式
供电
中式供电
建设
时序

用地
规模

1 号线一期
2 号线一期

车辆段

2020 年前实施，无明确
时序

2017～2023 年实施
2017～2023 年实施

相同
建设规划明确了近期实施 2 条线的
具体时序

1 号线福谭路车辆基地 1 号线福谭路车辆
近期建设规划较线网规划增加 3ha
占地 25ha
基地占地 28ha
近期建设规划将站前大道车辆段改
2 号线站前大道车辆段 2 号线疾控中心车
设为市疾控中心车辆段，同时占地
占地 23ha
辆段占地 21ha
面积减少约 2ha

2、区域环境现状
2.1 自然地理
宝鸡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全年气候变化受东亚季风（包括高原季
风）控制。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热多雨和炎热干燥交替出现。
近 50 年（1960 年-2010 年）全市年平均日照时数 1710～2210 小时，
年平均气温在 7.9℃~13.2 摄氏度。年极端最低气温-29.8℃；年极端最高气
温 42.7℃。多年平均无霜期 209~220 天。年平均降水为 578~737mm，4-10
月降水占全年总量的 90%，5-9 月为多雨期，7-9 月为主汛期其降水量占全
年的 60%。由于降水量年际、月际变率较大，气象灾害频繁，主要有干旱、
雨捞、低温冻害、冰雹、大风、干热风等，其中以干旱雨涝危害最大。常
年主导风为东风，西风次之，历史最大风速 20m/s。
5

宝鸡地质构造复杂，东、西、南、北、中的地貌差异大，具有南、西、
北三面环山，以渭河为中轴向东拓展，呈尖角开口槽形的特点。山、川、
原兼备，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总面积 56%，丘陵占总面积 26.5%；
川原占总面积 17.5%，呈显“六山一水三分田”格局。
秦岭群峰与渭河平原互为映衬，构成了宝鸡市的地貌主体。位于宝鸡
市太白县境内的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 3767 米，是中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山
峰。宝鸡市位于秦岭纬向构造体系与其他构造体系的复合交接部位，具南
北衔接、东西过渡的特点，可分为南部的秦岭褶皱带、中部的渭河断陷带
和北部的鄂尔多斯台向斜区 3 个地质构造单元。中生代（末期）的燕山运
动奠定了现代秦岭山脉的基础。渭河断陷盆地处于鄂尔多斯台向斜和秦岭
褶皱系之间，为第四纪沉积物所覆盖，形成渭河平原及其两侧不对称的黄
土台原。渭河由西向东横贯其间。渭河北部的岐山是以奥陶纪灰岩为主的
低山，而渭河南部则是由古老变质岩和不同时代的花岗岩组成的中高山。
宝鸡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基本特征是：春暖、夏热、
秋凉、冬冷，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丰沛，雨量适中，无
霜期长，季风显著，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6.3℃，年平均降雨量 939.3
毫米。
宝鸡市河流网排列以秦岭为界，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黄河水系
河流主要是以为何为干流的渭河水系，其主要支流有通关河、小水河、清
姜河、石头河、汤峪河、金陵河、千河、漆水河等，渭河横贯宝鸡市境内
206.1 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35.51 亿立方米。长江水系以嘉陵江上游河
段为主干，其主要支流有将龙沟、北星沟、安河、石家沟、小峪河、旺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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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宝鸡市境内流长 72 公里，多年径流量 56.27 亿立方米。秦岭主脊南
侧还分布着汉江水系的支流湑水河、红涯河等。
2.2 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2016 年宝鸡市环境质量报告书》，宝鸡市环境质量如下：
1）大气环境
2015 年宝鸡市全年监测 365 天，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72 天，空气
质量优良率 74.5%。在 93 天轻度污染以上天数中，三级轻度污染 59 天；
四级中度污染 19 天；五级重度污染 12 天；六级严重污染 3 天。2015 年市
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值 15µg/m3，二氧化氮年均值 36µg/m3，一氧化
碳第 95 百分位平均浓度为 2.7mg/m3，臭氧滑动 8 小时第 90 百分位平均浓
度 132µg/m3，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
均值为 108µg/m3，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为 57µg/m3，超过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
2）水环境
2015 年对渭河、嘉陵江、金陵河、清姜河、千河等河流上的九个省控
地表水断面开展按月进行 24 项指标监测，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等主要监测项目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相应功能区
标准。
2015 年，按枯、平、丰水期，对冯家山水源地上游的千陇交界、千河
公路桥进行了 19 项指标监测，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Ⅲ类功能区标准。对两个市级饮用水源地按月进行 64 项指标、
全年进行 1 次 109 项指标全分析监测，嘉-清饮用水源地（益门桥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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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冯家山饮用水源地的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等监测项目符
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功能区标准。
2015 年宝鸡市辖区内国家重点流域监测断面（渭河魏家堡断面、嘉陵
江黄牛铺断面）按月进行 24 项指标监测，各项监测指标分别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Ⅱ类功能区标准。
3）声环境
2015 年宝鸡市各类功能区噪声按季度进行昼夜 24 小时等效声级监测，
共布设四个类别（居民文教区、工商混合区、工业集中区、交通干线两侧）
的 10 个噪声功能区点位，全年监测 4 次，四个功能区类别的昼、夜等效
声级年均值达标。
2.3 环境敏感区
报告书识别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共 16 处，其中
穿越或邻近文物保护目标 13 处、穿越 3 处生态敏感区（1 处水产种质保护
区、1 处森林公园、1 处风景区）
。同时，规划线路沿线还分布现有及规划
的居住区、文教卫生区、行政办公区等噪声、振动敏感区。规划线路与主
要环境敏感区的相对位置关系见表 7。
表7
序号

规划线路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及与线路相对位置关系

名称

保护级别 规划线路

位置关系
文物

1 北首岭遗址

国家级

穿越，线网规划 4 号线穿越北首岭国家级文物保护区建
设控制地带 A 区 168 米，建设控制地带 B 区 181m，保
4 号线
护范围 B 区 14m。并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
站
生态敏感区

14

千渭之会国
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1 号线

线网规划 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以高架形式
穿越宝鸡市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重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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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保护级别 规划线路

岐山落星湾

位置关系

国家级

R1 线

市域线 R1 在以高架形式穿越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的
恢复区。

千河国家级
16 水产种质资 国家级
源保护区

1 号线

线网规划 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穿越千河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15 国家湿地公
园

2.4 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1）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
崖村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宝鸡市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重建区。（2）
市域线 R1 以高架形式穿越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区。
（3）1 号线
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的核心区。
（4）规划 4 号线以高架形式沿宝鸡峡引渭渠北侧经过，穿
越北首岭国家级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A 区 168 米，建设控制地带 B 区
181m，保护范围 B 区 14m。并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站

3、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
3.1 规划协调性分析
报告书认为，本次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与《宝鸡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宝鸡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宝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等空间规划基本相符，与宝鸡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城市排水规划等生态、环境规划相协调。在采取相
应的减缓措施后与绿地系统规划等规划相协调。
1 号线的东关客运站~吉利产业园区间、2 号线的宝鸡行政中心~蟠龙
公交枢纽区间、4 号线新华家园~龙翔西路区间、2 号线站前大道车辆段车
辆段、3 号线马尾河车辆段、4 号线新华家园停车场不同程度的占用了河
流、陡坡、农田等限建区、禁建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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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指标
报告书结合轨道交通规划与区域环境特征，筛选了规划实施对区域
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识别了规划实施可能影响的主要环境敏感目
标，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
3.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 声环境
报告书重点预测了高架线、车辆段、停车场及施工期的噪声影响。
1）高架线
建设规划 1 号线一期、2 号线一期采用的跨坐式单轨列车。报告书选
取重庆的单轨列车实测源强即 81.3dB(A)，类比条件为：距外轨中心线
7.5m，测点在轨面下 1.5m（距地面 9.2m），监测时的速度为 75.0km/h。根
据预测结果，在无遮挡情况下，近期规划线路两侧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 类区昼、夜标准的距离均为小于 10 米，2 类区昼、夜
达标距离为小于 14 米、10 米，1 类区昼、夜达标距离分别为 27 米、50 米。
报告书提出，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
宝鸡市既有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一般在 24～60 米，
跨座式单轨两侧 24±5
米之内均为交通干线红线范围，适用声环境 4a 类区标准。根据报告书预测
结果，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声环境的附加影响较小，在现状声环境质量达
标的情况下，各类功能区昼夜噪声预测值均达标。
分析预测结果可知，跨座式单轨的噪声贡献值很小，对各声功能区
的噪声增量也较小。各声功能区昼夜间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均达标，叠加跨
座式单轨的噪声贡献值后预测值也达标，4a 类区声级增量为 0.3~0.8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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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跨坐式单轨交通建成后，对城市声环境影响较小，没有改变城
市原有声环境质量和功能等级，不影响城市声功能区划目标的实现。
（2）车辆段、停车场
报告书认为，车辆基地内的试车时间相对较短，一般在白天进行，
对周围环境的等效连续 A 声级贡献量不大。1 号线一期、2 号线一期车辆
基地车间固定声源设备配备消声减振装置，经建筑物遮挡后，作业噪声对
外界环境影响较小，车辆段、停车场厂界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相应声功能区要求。
（2）振动环境
报告书振动预测结果中，振动源强采用 65.7 分贝，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PC 桥梁），桥高 11 米，行车速度为 72 公里/小时。根据预测结果，在无
减振措施情况下，规划地下线路中心线两侧 4 米以外，即可达到《城市区
域环境振动标准》
（GB10070-88）中“交通干线两侧”和“混合区、商业中心
区”标准要求；8m 以外能达到“居民文教区”标准要求。报告书认为，规划
线路主要在既有城市道路上建设桥梁，城市道路规划红线 24～60 米，高
架线两侧居民、文教区等距离轨道交通中心线较远，在对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区域进行用地控制后，轨道交通对用地规划范围外振动贡献值很小。
报告书对施工期的振动影响进行了预测。施工作业设备产生的振动在
距离振源水平距离 10 米处的源强为 74～85 分贝，在距离振源 30 米处，
即可达到《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混合区”（商业中
心区）的限值要求。
（3）地表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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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告书，规划线路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等近期污水排放总
量为 1248 立方米/日，其中车辆段的生活污水 240 立方米/日，车辆段的生
产废水 760 立方米/日，车站 248 立方米/日。
场段及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接入污
水处理厂。但停车场及车辆基地的检修污水和洗车污水存在石油类指标超
标的情况，应当在基地内进行隔油、气浮及生化处理，达标后回用。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实施后，城市排水系统将同步完善，工程运营
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可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不会对地表
水体产生影响。
（4）地下水环境
根据地质构造展布特点、地层赋存状况及其岩性特征，宝鸡市地下
水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新近系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承压水。渭
河是沿线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之一，此外地下水还接受大气降水下渗补
给。地下水排泄方式分为垂直方向排泄和水平侧向排泄。垂直方向排泄在
平原区以蒸发为主。沿线地下水排泄方式主要以水平侧向排泄为主，向江
河排泄。报告书认为，宝鸡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施工过程对地下水水质水
位的影响有限，根据地下水的总体流向和地下水与河水的补排关系，规划
实施不会导致径流状态明显改变。各类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具备纳入城市
管网的条件，避免施工废水直接排放，不会对地下水质产生影响。报告书
建议在施工期桥墩基坑开挖时，通过水位预测合理选择工法及降水方案，
降低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问题。
（5）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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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认为，车辆段、停车场食堂燃气（油）污染物和车辆段油漆
库喷漆废气在经过净化处理后，不会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根据
重庆市相关研究、及类比上海申通地铁公司的研究资料，橡胶轮胎在运行
过程中磨损产生的微粒量小，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施工活动扬尘的影响，
随施工活动结束随之消除。
（6）环境敏感区
1）生态敏感区
本次线网规划的 1 号线二期穿越湿地公园的恢复重建区，穿越长度
360m。评价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调整规划线路，尽量绕避
陕西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如需占用湿地，应严格履行湿地占用及审批
手续，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合理可行的环境污染防治和
生态防护措施，以降低工程建设对湿地公园的不利影响。同时湿地公园内
桥梁的设计、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相协调。通过上述措施，
本次规划不会对陕西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及导
致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降低。满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的相关保护要求相符。
本次线网规划 R1 线穿越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恢复重建区，穿越
长度约 780m。评价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调整规划线路，
尽量绕避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如需占用湿地，应严格履行湿地占用
及审批手续，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合理可行的环境污染
防治和生态防护措施，以降低工程建设对湿地公园的不利影响。同时湿地
公园内桥梁的设计、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相协调。通过上
13

述措施，本次规划不会对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及导致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降低。满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的相关保护要求相符。
线网规划的 1 号线二期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设桥跨越千河，
穿越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规划的核心区范围，穿越长度约
280m。评价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调整规划线路，尽量绕避
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如需跨河优先考虑不再水体内设置桥墩
或采用地下敷设穿越。通过上述措施，本次规划不会对岐千河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及导致千河水环境质量明显降低。
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保护要求相符。
2）文物保护目标
规划 4 号线以高架形式沿宝鸡峡引渭渠北侧经过，穿越北首岭国家
级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A 区 168 米，建设控制地带 B 区 181m，保护
范围 B 区 14m。并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站。
评价建议下阶段规划过程中，优化 4 号线选线，线路调整出北首岭
保护范围 B 区，同时尽量远离文物本体；调整新华园车站选址至北首岭遗
址的建设控制地带之外。规划编制单位对上述要求均已落实。报告书认为
线路及车站调整后本次规划轨道交通运营期列车振动基本不会对北首岭
产生影响。
（7）其他环境影响
1）固体废物
报告书认为，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可回收部分送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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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回收公司处理，不可回收部分委托环卫部门处理，金属废屑送相关部门
回收利用，废水处理污泥干化后定期交由工业固废场统一处理，废旧蓄电
池妥善堆放、定期集中后，由专业厂家回收利用或处置，运营期固体废物
影响不大。施工期因拆迁、工程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渣及生活垃圾，
通过加强施工管理、综合利用和合理处置，减缓规划施工带来的环境影响。
2）电磁环境影响
类比北京 13 号线实测数据，报告书认为，轨道交通 10KV 开闭所产
生的工频电磁场很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但鉴于公众对电磁辐射
的反应较敏感，开闭所的设置仍应尽量远离学校、居民区等敏感区，保证
最小距离大于 15m，以减轻人们对电磁场影响身体健康的担忧，减少投诉
纠纷。
4、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4.1 环境合理性论证
报告书论证了线网布局、线路走向、敷设方式，以及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等设施选址的环境合理性。报告书认为，在执行轨道交通沿线用地
控制规划的前提下，采用高架线敷设方式合理，并通过比选钢轮钢轨和跨
座式单轨在噪声、振动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环境影响，认为采用跨座式单
轨合理。
4.2 优化调整建议
针对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规划提出了
优化调整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和规划编制单位均予以采纳，详见表 8。

15

表8

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局限性

穿越千渭之会国家湿地
公园的恢复重建区与

1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
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宝鸡市千渭之会国

法（试行）
》不符

规划环评提出优化调整

规划编制单位是否采

建议

纳

建议进一步优化线路，绕
避千渭之会国家湿地公

采纳

园

家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重建区，穿越长度约 360m

穿越落星湾国家湿地公
2

园的恢复区与《国家湿

建议进一步优化线路，绕

地公园管理办法（试

避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

行）
》不符
市域线 R1 在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岐山落星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恢复区，穿
越长度约 7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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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

1 号线二期

穿越千河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3

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区管理暂行办法》不符

建议进一步优化线路，绕
避千河国家级水产种质

采纳

资源保护区

保护区核心区

1 号线二期在底店路口~陈家崖村站以高架形式穿越千河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越长度约 280m；

穿越北首岭国家级文物
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
保护范围，并在建设控
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

4

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规划 4 号线以高架形式穿越北首岭国家级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A
区 168 米，建设控制地带 B 区 181m，保护范围 B 区 14m。并在建设
控制地带内设有新华家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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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符

建议进一步优化线路，绕
避北首岭国家级文物保
护区

采纳

5、

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及措施
报告书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与建议如下：
（一）做好线路两侧用地规划控制。限制在轨道交通噪声、振动影

响范围内新建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振动敏感建筑，沿线建筑
应根据功能要求预留环境保护防护距离。
（二）合理规划沿线区域功能，尽量将轨道交通线路架设在现有或
规划道路中央绿化带内，并将线路两侧作为绿化或公共设施、商业用地，
调整临路第一排房屋的使用功能。
（三）根据规划实施环境影响程度及范围，合理安排防护距离。车
辆段、停车场周边与敏感点距离应保持在 30 米以上；学校、医院和集中
居民居住区等敏感建筑，与地上变电所（开闭所）的距离应保持在 15 米
以上。
（四）在环境要求较高路段，限制列车运行速度、优化列车线路和
调整行车计划、定期维护、保养车辆、车轮及轨道等措施，减轻声环境影
响。
（五）建设规划各车站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车辆段、停车场
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与绿化和冲洗。
（六）尽量采用坑内降水，避免坑外降水，进行降水水位预测，优
化降水方案，降低因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问题；加强地加强围护结构刚度、
加深围护墙或同护桩入土深度，缩短基坑暴露时间；通过优化施工工艺、
合理选线及对周边污染采取防渗漏措施，不对地下水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6、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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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认为，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的实施，有利于
促进宝鸡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实现，对优化城市布局结构、节约资源和减少
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以及推动城市“公交优先”战略实施等方面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轨道交通运输所产生的噪声、振动和污废水可以通
过规划控制和工程措施得到有效控制。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有利于可持续
发展，有利于和谐与公平核心价值的实现，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落实评价提出的规划调整建议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
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近期建设规划是整体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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