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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保护环境，

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要求和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B 和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2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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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一般技术性规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的验收。

其他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工程设计、建设项目竣工后的日常

监督管理性监测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 3785 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 8702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9079 工业炉窑烟尘测定方法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12349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GB 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 12997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GB 13618 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护要求 

GB 14892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8596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3222 声学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T 5468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GB/T 1462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T 1519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 24 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场磁场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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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03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城市 

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和镇。 

3.2 城市轨道交通 

指采用以轮轨导向系统为主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按运量及运营方式的不同，城市

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有轨电车、跨座式单轨列车等形式。 

3.3 背景噪声 

指无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通过或者风亭、冷却塔未开启或未工作时测点的环境噪声。 

3.4 噪声敏感建筑物 

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以及其他经管理部门审批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3.5 无组织排放 

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3.6 恶臭无组织排放源 

指没有排气筒或排气筒高度低于 15m 的恶臭排放源。 

3.7 工况 

工况是指系统（或）设施运行、生产的状态。包括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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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况是指系统（或）设施按照设计参数（生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75%或负荷率达

75%以上）进行稳定运行、生产时的状态。 

非正常工况是指系统（或）设施运行调试、开工、停工、检修或工艺参数不稳定时的状

态。 

3.8 环境保护敏感区 

指具有下列特征的区域： 

需特殊保护地区：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

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 

社会关注区：人口密集区、文教区、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地点、疗养地、医院等，以及

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4. 验收工作技术程序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应包括验收准备、编制验收技术方案、实施验收技术方案、编制

验收技术报告四个阶段。验收工作流程见图 1。 

a）  准备阶段 

资料收集、现场勘察。 

b）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阶段 

在查阅相关资料、现场勘察的基础上确定验收监测工作目的、范围、内容。 

c)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阶段 

依据验收技术监测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进行监测、检查及调查。 

d)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阶段 

汇总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得出结论，以报告书（表）形式反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的结果，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技术依据。 

验收工作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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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验收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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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收准备 

5.1 资料收集和分析 

5.1.1 资料收集 

5.1.1.1 报告资料类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设计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环境保护篇章）。 

     建设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自行检查执行报告等相关报告。 

5.1.1.2 批复文件类 

    项目立项批复。 

    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批和批复。 

    项目变更情况的批复。 

    试生产/运营申请批复。 

5.1.1.3 图件资料类 

    项目地理位置图，项目环保工程竣工图，项目线路竣工总平面图，项目沿线走向图

（含沿线周边环境情况、各车站位置），项目沿线敏感点位置分布图。 

    项目沿线风亭及冷却塔位置图，项目主变电站，牵引变电站位置图。 

    停车场或车辆段平面图（应标注主要污染源及排放口位置，厂内排水管网布设、厂

界及周边环境情况等），污水，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项目水平衡图，各车站室外给排水总平面图。 

    项目所在地风向玫瑰图，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污染源的相关资料及现场照片的拍摄，收集。 

5.1.2 资料分析 

5.1.2.1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辅工程及环保工程的建设规模、变更情况、相关批复等具体要求。 

5.1.2.2 城市轨道交通污染分析 

    噪声、振动、电场磁场、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的产生环节、主要污染因子、相

应的环境保护治理设施、处理流程，污染物排放去向。 

     各车站、风亭、冷却塔、变电站（主变电站、牵引变电站）以及停车场或车辆段布

设情况及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安装运行情况。 

     主要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源产生与排放，废气环境保护治理工程； 

     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全线总排放口废水污染物，各处理设施（污）水排放口与总

排放口位置以及所配套的废水治理工程。 

     噪声源、振动源、电磁源具体位置分布，噪声、振动、电磁污染防治工程及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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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利用处置情况。 

5.1.2.3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保护敏感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调查项目沿线现存的居民区、学校、医院、疗养院、党政机关

办公区等敏感点受噪声、振动、电场磁场的影响情况，以及敏感点的建设时间。 

项目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情况以及厂址区域外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确定必要的

影响环境质量的监测、勘查内容。 

5.1.2.4 气象资料 

工程所在地常年平均气温和平均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蒸发量、日照和主要灾害

性天气特征。 

5.1.2.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及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包括环境监测机构的建

设及日常性监督监测计划；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要求等，并将环境保护投资计划(包括环境保护设施、措施、监

测设备等)、项目沿线及所属区域绿化面积及绿化率等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措施落实情况，列

表备查。 

5.2 现场勘察与调研 

5.2.1 项目运行现场勘察 

5.2.1.1 核查内容 

a)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初步设计（环保篇）及批复文件核查项目建设内容，建

设规模，确定验收监测范围。 

b)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初步设计（环保篇）核查项目实际环境影响因素，污染

物产生、排放情况，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影响情况。 

c)   噪声、振动、电磁污染防治及固体废物处置等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废气、废

水等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d)   核查敏感点分布、人口分布情况，试车线位置和长度。 

5.2.1.2 勘察内容 

5.2.1.2.1 工程设施调查：包括风亭、冷却塔的工作状况，列车运营时段、运行速度、轴重，

停车场、车辆段内试车线的工作时间、频次。 

5.2.1.2.2 按轨道交通线路、车辆段、车站、停车场、主变电站、牵引变电站以及列车运行

和车站营运所需各附属设施逐项勘察主要污染源，主要包括: 

a)   噪声:车站、停车场、车辆段、变电站、沿线风亭、冷却塔声源的具体位置，所属

功能区类别及与边界外噪声敏感点的距离，轨道交通线路沿线两侧噪声敏感点的规划建设时

间、性质（建筑物的功能、层数、结构等）、所属功能区类别，与项目工程外侧线路中心的

水平距离、与顶面或轨道梁顶面的高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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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振动：轨道交通线路通过处的地质情况，地下轨道线上方及地面、高架线两侧振

动敏感点的规划建设时间、性质（建筑物的功能、层数、结构等），所属功能区类别，与项

目工程外侧线路中心的水平距离，与顶面或轨道梁顶面的高差等。 

c)   电磁：变电站中电场磁场源的具体位置，及其与边界外电场磁场敏感点的距离；

轨道交通线路沿线电场磁场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情况。 

d)   废气：停车场、车辆段内锅炉数量、排气筒高度、净化设施进出管道内径，排气

管道平直段长度及截面几何尺寸，主要污染因子及排放量，治理设施(含净化效率)，监测孔

是否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生产设施或装置是否存在无组织排放及相应的气象条件，轨道交通

线路沿线各风亭的位置、数量、技术参数（如风量、消声设施等）、无组织排放情况，距交

通干线及周围敏感点的距离等。 

e)   废水：停车场、车辆段的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各车站生活污水的来源，主要污

染因子，污染物排放量，处理情况（含处理设施的进出口水水质指标或处理效率）及各类废

水汇集、排放去向或循环利用情况；外排口的位置及受纳水体情况。 

f)   固废: 固体废物来源、种类、数量、临时堆场及永久性贮存处理场类型、位置、

运行管理，贮存处理场可能造成的大气、土壤、地下水等二次污染敏感点的情况。 

5.2.2 污染源及环保设施现场勘察 

5.2.2.1 轨道交通运营设施及停车场现场勘察 

a)  运营线路： 

    运营线路的类型（地下、地面、高架、潜埋式），轨道结构和长度，轨道交通线路

通过处的地理环境，地质情况，周边敏感建筑的分布。 

    沿线所用声屏障型式、结构、性能、高度和安装位置。 

    风亭、热泵机组、冷却塔、水泵的规格型号，及其在地面上分布和运行方式。 

    高架桥梁结构型式、桩基深度，高架桥和轨道所用减振系统。 

    地下隧道埋深、地质状况，减振措施及对振动敏感建筑的影响情况。 

    轨道交通所用列车的型号、轴重、高度、长度，车流密度，站区间内车速，营运时

段等。  

b)  车站及地面上附属设施 

    车站类型（地面、地下、高架），车站生活污水及消防和冲洗废水处理方式、去向、

排放方式及排放量； 

    风亭、热泵机组、冷却塔、水泵在地面上分布及运行方式。   

    车站、风亭、热泵机组、冷却塔、水泵及地面上附属装置等噪声源的消声、隔声设

施，各项设施与项目边界外噪声，振动敏感点的距离。 

    车站生活垃圾清扫收集的方式，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场所及处理单位的相应资质。 

5.2.2.2 停车场、车辆段及变电站现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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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停车场、车辆段 

    停车场、车辆段（包括喷漆库、洗车机库等）生产废水、生活废水的处理方式、去

向、排放方式及排放量。 

    停车场、车辆段内锅炉房的锅炉型号、蒸发量、锅炉数量及运行负荷，所用燃料的

种类（设计燃料及校核燃料参数）、质量、产地、用量。 

    停车场、车辆段（包括喷漆库、洗车机库、食堂油烟机等）废气排放形式，排气筒

高度及排放量。 

    锅炉房、喷漆库、洗车机库等的隔声、消声手段及与停车场边界外噪声敏感点的距

离。 

    停车场维修废物及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废弃物的去除方式、处理处置方式、排放

方式、排放数量、收集、运输、贮存及去向，固体废物处理单位的相应资质。 

b)  变电站 

    变电站内高压电器设备数量、型号、功率，变电站外墙结构及其对电场磁场的屏蔽

作用，变电站与项目边界外电场磁场敏感点的距离。 

    变电站的隔声、消声措施及与项目边界外噪声敏感点的距离。 

5.2.2.3 环境保护设施勘察 

a)  轨道交通线路声屏障及各类消声、隔声设施，轨道及高架桥梁的减振系统。 

b)  废水处理站各项设施如：预处理设施、沉淀池、处理装置等。 

c） 废气处理设施如：排气筒、烟道、除尘器、烟气净化装置等。 

d） 主要污染源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勘查内容参照表 1 执行。 

建设项目污染物来源及现场查勘内容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污染物来源及现场查勘内容 

项

目 
位置 污染物来源 现场查勘内容 

列车维修噪声；锅炉房、空调、废水处理站

等设备运转噪声；试车噪声 
生产设备主要噪声源情况及位置. 停车场、

车辆段 

  
制冷系统：水泵；冷却塔（风机、喷淋）噪

声 

降噪设施调查（风亭类型、朝向，风量、

各类隔声、消声装置）: 

通风系统：沿线活塞风亭噪声、车站新风风

亭、排风风亭的风机噪声 

a)       厂界及厂界周围敏感点布局

情况； 
轨道交通

线路 

  
列车运行时轮轨撞击、磨擦噪声；车辆设备、

动力系统噪声；风亭噪声 
b)        试车频次、试车时段； 

噪

声 

车站 制动噪声 
c)       列车沿线敏感点性质、受影

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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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列车的行使噪声,距外轨 7.5 米的

噪声 
变电所 变压器噪声 

e)    站台噪声和混响时间 

轮轨撞击振动 
减振设施调查（道床、钢轨、扣件、隔

振垫类型） 

沿线敏感点性质及受影响情况； 

振

动 

轨道交通

线路 
轨道及桥振动 

高架梁结构型式 

车辆段及

线路 
受电系统产生的电磁干扰 车辆段、线路两侧各 50 米内敏感点 

电

磁 
变电所 高压设备 变电所周围 50 米内敏感点 

燃油、燃气锅炉 排气筒高度、烟道尺寸 

喷漆库工艺废气 烟气/油烟净化装置安装位置 
停车场、

车辆段 

食堂饮食油烟 
监测口位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监测现

场是否具备监测条件 

风亭排放的恶臭、颗粒物 

废

气 

风亭 列车车轮与钢轨、受流器与三轨、车体各种

元器件摩擦产生含金属粉尘的颗粒物 ，发

生火花时产生的 NO2 

风亭几何高度、截面几何尺寸、无组织

排放监测点位置，风亭距敏感点位置 

  

生产废水：洗车机库洗车废水； 各类废水处理设施及处理方式； 

机加工、维修废水；蓄电池更换、清洗废水；

空气压缩机 

车间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位置及规范

性 

停车场 

车辆段 

生活污水：办公区 清污分流情况 

生产废水：空调冷却塔系统循环冷却水、结

构渗漏水；冲洗废水、消防废水 
废水排放去向和流量 

废

水 

车站 

生活污水 外排口的位置及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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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隧道 
生产废水：结构渗漏水；泵房冲洗水，隧道

及泵房冲洗废水和消防废水 
 

停车场 生产废物、生活垃圾 

固体废弃物的来源、种类、数量、排放

去向，危险废物的贮存、填埋场，委托

处理处置单位的营运资质及委托协议 

车站 生活垃圾 

固

体

废

物 

建筑工程 工程弃土；建筑垃圾 

固体废物运输的环保措施及处理方式

和去向 

5.2.3 其他调研 

5.2.3.1 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情况、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情

况。 

5.2.3.2 环境保护机构人员、计划及监测设备配置水平、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5.2.3.3 项目沿线的污染控制区规划范围；环评报告书建议及环评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5.2.3.4 项目工程绿化植树（草）种类、数量，绿化面积、绿化系数及景观情况。 

5.2.3.5 移民与安置情况。 

5.2.3.6 环境风险及应急预案应急防护措施。 

5.2.3.7 噪声、振动、电场磁场等的扰民污染纠纷情况。 

5.2.3.8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总量控制指标及环境保护设施处理设计指标等。 

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 

6.1 验收监测技术方案依据（环发[2000]38 号）文有关要求编制，具体内容应分篇论述。 

6.2 总论 

6.2.1 项目由来 

简述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环境保护篇章），建设过程、试生产过程以

及审批过程。 

项目建成试运行时间、运行概况。 

验收监测工作承担单位、现场勘察时间等。 

6.2.2 验收目的 

 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及日常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6.2.3 验收依据 

6.2.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标准及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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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建设项目环保技术文件：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设计（环保篇）等。 

6.2.3.3 建设项目批复文件：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境保护初步设计的批复、

建设项目执行标准、总量控制指标的批复。 

6.2.3.4 建设项目设计变更、工程变更的相应批复文件。 

6.2.3.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自行检查报告。 

6.2.3.6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的相关文件。 

6.2.4 验收范围及内容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件等相关资料核查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项目变更

等需要落实的环保工程或措施，确定验收工作范围及内容。 

6.2.5 验收操作程序：参见图 1。 

6.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6.3.1 建设过程及建设内容 

应对原有工程和新建工程分别予以说明。并明确工程建设过程中是否有变更，若有则应

注明工程变更原因、内容等情况。 

6.3.1.1 原有工程概述  

改建、扩建项目应详述与验收项目相关的原工程改造及环境保护治理要求；说清与原有

工程的依托关系，并将其确定为验收监测与环境保护检查内容。 

6.3.1.2 新建工程建设内容及建设过程 

    工程所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工程占地面积，绿化面积，新旧工程对比，工程总

投资，环保设施投资，敏感目标位置。 

    环境影响评价完成单位与时间，初步设计完成单位与时间，环保设施设计单位和施

工单位，批复的行政主管部门，投入试运行日期。 

    轨道类型和长度，轨道支承结构，车站类型和数量，站间距离，列车型号、尺寸、

车速、载量。 

    停车场和变电站的功能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 

    表格应包括：主辅工程一览表、环保设施投资一览表、环保设施/设备一览表（包

括：设备名称、产地、型号、主要技术指标等内容）。参见附录 C 表 C1、C2。 

6.3.2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设 

以图件表示。 

地理位置图：重点突出项目所处地理区域内有无自然保护区、噪声、振动等控制敏感区。

平面布设图：重点标明轨道交通线路走向、声屏障及减振设施的位置，车站及附属设施、 

停车场、变电所位置，监测点位置。 

6.3.3 水平衡 

以图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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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供水、耗水及排水情况。 

6.3.4 运行方式及产污环节 

列车运行方式、列车检修以流程图表示，标明产污环节。 

列车运行间隔、车速和运行时段、班次、试车等情况，以及检修周期、种类、停修时间

等，用文字或列表表示，注明产污环节。 

6.4 污染及治理情况 

6.4.1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 

按照噪声、振动、电场磁场、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六个方面详细分析各污染源产生、

治理、排放及主要污染因子。以表格表示，参见表 1。 

6.4.2“三同时”落实情况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环保设施建成及运行状况：对比分析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

设计提出的要求及实际建成情况，对照环保设计图核实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以表格表示（包

括：环评要求、初步设计要求、批复要求、实际建设情况等内容）。参见附录 C 表 C3。 

6.4.3 环境保护敏感区影响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实地勘察，分析项目建设产生的噪声、振动、电场磁场、废

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对环境保护敏感区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 

6.5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6.5.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主要结论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要求。 

6.5.2 当地环保部门或交通主管部门的预审意见。 

6.5.3 环境保护初步设计和环保行政部门对本项目的环保要求等主要内容。 

6.5.4 其他相关批复的主要内容 

应特别关注相关文件对可能会受项目沿线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等影响的环境保护敏感

区的批复要求。 

 

6.6 评价标准 

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规定的国家或地方标准作为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以项目初步设计规定的设计指标和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总量控制指标或地方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验收评价指标或标准。 

列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后新颁布的国家或地方标准作为验收评价参照标准。 

若参考引用国外标准或公开发表的已被确认的分析方法，也应进行表述。 

6.7 监测内容 

6.7.1 项目现场勘察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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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监测期间工况要求 

轨道交通运行时沿线的噪声、振动的验收监测应在正常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不包括节

假日）进行，昼间、夜间各选在代表其列车车辆运行平均密度的某一小时监测，如遇突发情

况导致列车班次和行车密度发生变化，应停止监测。 

若验收监测时列车流量及编组达不到设计目标时，应根据监测值对原设计目标值进行核

算。核算方法可参照附录 B。 

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电场磁场的验收监测要求在工况稳定、运行负荷达到设计的

75％以上（含 75%）、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实在达不到 75%的验收工况，要

求注明验收时的实际工况，参见附录 C 表 C4。 

6.7.3 验收监测的内容 

a)  噪声监测：轨道交通线路、停车场、车辆段、车站两侧及周围敏感点噪声监测，停

车场、车辆段、变电站厂界噪声及风亭、冷却塔的边界噪声监测。 

b)  振动监测：轨道交通线路两侧及周围敏感点振动监测。 

c)  电磁辐射监测：变电站、轨道交通线路两侧及周围敏感点电场磁场、无线电干扰监

测。 

d)  废气监测：停车场、车辆段内污染物废气排放的监测，食堂饮食油烟监测。 

e)  废水监测：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中各污染物的监测；各车站生活污水排放污染物的

监测（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可不进行监测）。 

f)  空气质量监测：车站、风亭进出口及车站内空气质量监测。 

g)  各项污染物治理设施效率的监测，必要时进行声屏障隔声效果、减振设施的减振效

果测试。 

h)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中特别提出的需现场监测的项目和指标的监测。 

6.7.4 监测项目及频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验收基本污染因子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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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验收项目及频次 

类别 测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等效 A声级，有试车线的厂界：等效

A声级，持续时间 

敏感点噪声（包括

列车运行噪声、风

亭、冷却塔、车站

噪声） 

等效 A声级 

有车时：加测持续时间、 最大声级

 

不少于 2昼夜，昼夜各 2次，部

分敏感点噪声采用 24 小时连续

监测 
噪声 

噪声源 

（必要时测） 
等效 A声级 

按频谱测试，传声器应置于距列

车运行轨道中心线 7.5m、高于

轨面 1.2m 处 

振动 敏感点振动 
有车时：每列车通过时的 VLz10 VLzMAX

无车时：VLz10  

不少于 1昼夜，昼夜各 1次，每

次测试不少于 5对列车通过 

变电站边界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

线电干扰、电磁环境、干扰场强 

电 

磁 

环 

境 
地面轨道边界 

对沿线开放式接受天线电视机的影

响 

 

测试 1次 

燃油、燃

气、燃煤锅

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

度、燃料含硫量 

有

组

织

排

放

源 

喷漆车间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颗

粒物 

监测 2 天、每天 3 次、每次 1-4

个样品 废气 

无组织排放源 臭气浓度 每 2小时 1次，1天 4次 

空气质量 
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氮氧

化物、一氧化碳、臭氧 

采样时间：TSP、PM10每天至少

12 小时，连续测 3天，NO2、CO、

臭氧每小时至少45min或至少每

天 18 小时； 

废水 
污水处理站进、出

口、外排口 

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

类、pH 值、悬浮物、磷酸盐、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总镉、动植物油、氨氮、

苯、甲苯、二甲苯、总铬、六价铬 

不少于 2天，每天 4次 

6.7.5 监测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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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1 测试及分析方法 

参见表 3。 

 

表 3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监测分析方法 

类型 测试项目 分析方法 

等效 A声级、最大声级、 持续

时间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噪声 

振动 

VLzmax、VLz1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电磁环境 
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 

综合电场强度、干扰场强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场磁场监测仪器和方法 

pH 值 玻璃电极法、红外分光光度法 

悬浮物 重量法 

石油类 动植物油 红外光度法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钾法 

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铬酸钾紫外光度法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磷酸盐 钼蓝比色法 

氨氮 钠氏试剂比色法、蒸馏和滴定法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总铬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苯 气相色谱法 

甲苯 气相色谱法 

废水 

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烟尘 重量法 废气 有组

织排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图法、测烟望远镜法、光电测烟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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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碘量法、紫外荧光法、甲醛-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四氯汞钾-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定电位电解法

苯 气相色谱法 

甲苯 气相色谱法 

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 

放 

氮氧化物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无组

织排

放 

臭气浓度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可吸入颗粒污染物 重量法、β射线法 

二氧化氮 Saltzman 法、化学发光法 

一氧化碳 非分散红外法 

空气质量 

  

总悬浮颗粒物 重量法、β射线法 

6.7.5.2 验收监测仪器 

根据被测污染因子特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并确定监测仪器。噪声、振动监测仪器需采

用数字式仪器。列出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参见附录 C 表 C15。 

6.7.6 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6.7.6.1 验收监测质量控制应按照相应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及相关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手册中有关要求执行。 

6.7.6.2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的布点、采样分析、记录按声源性质和类型的不同依据 GB 12349、GB 12525、

GB/T 14623、GB 14227 中的要求执行。 

a） 监测期间工况 

监测期间项目各系统必须处在正常工况下，监测时记录：车速、车用空调运行情况，载

客量等，车站通风设备、制冷设备开启台数，备用台数；停车场、车辆段列车维修、保养车

数，设备开启情况，记录车辆运行频次（辆/小时）。 

b） 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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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仪器应符合国家标准GB 3785规定的2型声级计要求。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

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强检合格的声校准器进行校准，若测量前

后仪器的校准值误差大于 0.5dB 则测试数据无效，须重新测试。 

c） 现场监测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变电站的厂界噪声、风亭、冷却塔边界噪声监测按 GB 12349、

GB/T 14623 中对监测布点、传声器位置高度的不同要求执行，对不同的声源特性采用不同

的测试周期与频次。 

测试过程中应避开无关声源的干扰，若实测值和背景值差值小于 3dB(A)，应更换监测

时间重新进行测试；当监测点位无法避开交通噪声影响时，可考虑按能量叠加原理估算轨道

交通噪声对该点位的污染贡献值。当实测值与背景值之差大于 3 dB(A)、小于 10 dB(A)时，

实测值需进行背景值修正。 

车站内站台噪声的测量按照 GB 14227 中的相关要求执行。按车站结构、空间形状、列

车停放位置来合理布置声源，测量混响时间。 

测量列车进出站噪声，避开车门位置，分开记录列车进站到停止、启动到出站的 A 计权

等效声级，测量时应避免受到广播等各种非列车运行噪声的干扰。如受到影响，应在监测报

告中说明。 

轨道交通线路沿线敏感点和声衰减断面噪声监测按照 GB 12525、 GB/T 14623、GB/T 3222

中要求执行。按轨道高度变化和敏感点周边环境条件，合理布置监测点；选择平均车流密度

的时段，设定监测频次和监测时间。 

声屏障隔声效率监测，依据 HJ/T 90 的要求布置监测点，同步监测。 

6.7.6.3 振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振动监测的布点、采样分析、记录按 GB 10071 中的要求执行，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

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振动监测仪，振动仪器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2 型仪器要求。 

测量时应避免影响环境振动测量值的其他环境因素，如剧烈的温度变化、强电磁场、强

风、地震或其他非振动污染源引起的干扰。 

监测点位应避开地下有下水道、地下室等影响振动源振动传播规律的设施。 

6.7.6.4 电场磁场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按 HJ/T 10.2 中的要求执行。 

6.7.6.5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

HJ/T 91、《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的要求执行。 

6.7.6.6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污染源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的采样布点、实验室内质量保证和控制应按 GB/T 1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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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中的要求执行。 

6.7.6.7 监测数据和验收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6.8 验收检查 

6.8.1 环境管理检查     

环境管理检查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6.8.1.1 建设项目从立项到试生产各阶段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6.8.1.2 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及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6.8.1.3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管理制度 

6.8.1.4 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及运行纪录 

6.8.1.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项目沿线降噪、减振措施落实情况。 

    沿线动拆迁安置工作完成情况，或沿线敏感建筑物的功能转置实施情况。 

    变电所屏蔽措施的落实情况。 

    废气、废水处理设施的落实及运转情况。 

6.8.1.6 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6.8.1.7 固体废物临时或永久堆场检查 

6.8.1.8 排污口规范化、列车运行工况检查 

6.8.2 公众意见调查 

公众意见调查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几部分： 

6.8.2.1 调查内容 

针对施工、运行期间出现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治理情况与效果、项目运行扰民情况征

询公众意见和建议。 

6.8.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填写、访谈、座谈、网上征询等方式进行。 

6.8.2.3 调查范围及对象 

在环境保护敏感区范围内的居民、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根据敏感点距工程

的远近及影响人数分布，按一定比例进行随机调查。 

7. 现场监测及数据分析整理 

7.1 现场监测与调查 

在建设项目行驶系统、生产设备、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各工况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要求的情况下，严格按照经审核批准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

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应列表表述。参见附录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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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a） 严格监控工况，现场监测时同时记录设备工况负荷情况。 

b） 噪声、振动监测严格按各测试项目的要求进行测试。 

c） 电场磁场监测严格按各测试项目的要求进行测试。 

d） 废气有/无组织排放监测严格按各污染因子监测的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和分析。 

e） 废水排放监测严格按各污染因子监测的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和分析。 

f）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中环境管理检查内容进一步核查。 

7.2 监测数据处理及调查结果整理 

7.2.1 监测数据处理 

监测数据的处理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对异常数据需进行分析。 

7.2.2 调查结果整理 

7.2.2.1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7.2.2.2 公众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 

8.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应依据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2000]38 号文附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有关要

求、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特点，按照现场监测实际情况，汇总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给

出结论。验收监测报告应分篇论述。  

8.2 总论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建设项目污染及治理，环评、初设回顾及其批复要求，验收监

测评价标准。 

    地理位置图，项目平面图，物料平衡图，水平衡图，污染治理工艺流程图，监测点

位图。    

    列表表明项目沿线噪声、振动等控制措施的建设情况同环评、批复、初设（环保篇）

的比对情况。 

8.3 验收监测结果及评价 

8.3.1 监测期间工况监控 

给出反应工程或设备运行负荷的数据或参数，以文字配合表格叙述现场监测期间项目运

营情况、环保设施运转情况，轨道交通编组情况，车流密度等。 

8.3.2 监测分析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在验收监测方案中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加入质控数据，并做相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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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监测仪器要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8.3.3 噪声监测结果 

厂界噪声、风亭、冷却塔边界噪声、敏感点噪声、车站站台噪声、噪声衰减、声屏障降

噪效果（必要时进行）。 

8.3.4 振动监测结果 

敏感点振动、振动衰减、设施减振效果（必要时进行）。 

8.3.5 电场磁场监测结果 

变电所厂界：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综合场强、干扰场强。 

项目沿线敏感点：干扰场强。 

8.3.6 噪声、振动、电场磁场监测结果的主要内容包括： 

a） 简要描述测点情况，测点需配有平立面图和照片； 

b)  验收监测方案中确定的监测项目、频次、监测点位、测试方法； 

c)  监测结果； 

d)  以环评及批复的标准作为依据，以当前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新标准作参考，并参照测

试时及环评时的本底值，对相应测试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e)  出现超标或不符合环评要求情况的原因分析； 

f)  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格式参见附录 C 表 C.10～表 C.14。 

8.3.7 废水、废气（含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相应环保设施效率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的主要内容包括： 

a)  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监测项目、频次、监测断面或监测点位（配有照片）、监测采样、

分析方法（含使用仪器及检测限）； 

b)  监测结果； 

c)  以环评及批复的标准作为依据，以当前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新标准作参考，结合设施

的设计值和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d)  出现超标或不符合设计指标要求的原因分析； 

e)  附必要的监测结果表，格式参见附录 C 表 C.5～表 C.9。 

8.3.8 国家规定的总量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核算 

    根据各排污口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并列表统计国家实施总量控制的六项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固体废弃物年产生量和年排

放量。   

    对改、扩建项目还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列出改扩建工程原有排放量，并根据监测

结果计算改扩建后原有工程现在的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测值与环评值比较（按年工作时计）。 

格式参见附录 C 表 C.16: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表。 



HJ/T403-2007 

 21

8.4 验收调查结果 

8.4.1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以问卷、访谈等方式就项目在施工运行期、试运营期间出现的环境问题及环保措施实施

情况与效果，征询当地居民意见、建议，按被调查者不同职业构成、不同年龄结构、距建设

项目不同距离分类统计，得出调查结论。 

可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定办法》（环发[2006]第 28 号）确定公众参与调查的

方式和方法。 

8.4.2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根据验收方案所列检查内容，逐条进行说明。 

验收环境管理检查篇章应重点叙述和检查环评结论与建议中提到的各项环保设施建成

和措施落实情况，尤其应逐项检查和归纳叙述行政主管部门环评批复中提到的建设项目在工

程设计、建设中应重点注意的问题的落实情况。 

8.5 验收结论及建议 

8.5.1 结论 

依据监测结果、公众调查结果、环境管理检查结果，综合分析，简明扼要地给出噪声、

振动、电场磁场、废水、废气排放达标情况，列出项目建设中重大变更情况和环评文件规定

的环保措施中规定的不足之处,并给出公众意见及环境管理情况。 

8.5.2 建议 

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a)  对环评文件规定的环保措施中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b)  环保治理设施处理效率或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原设计指标和要求； 

   c)  污染物的排放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 

d)  环保治理设施、监测设备及排污口未按规范安装和建成； 

e)  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或环评预测值； 

f)  国家规定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有关环境管理部门规定或核定的总量

等； 

g)  固体废弃物未按规定要求处理处置。 

h)  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更引起的环境影响提出建议。 

9. 验收技术报告附件 

9.1 批复文件 

包括项目立项批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文件、项

目变更情况的批复文件及其他批复文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试生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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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其他证明材料。 

9.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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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编排结构及内容 

A.1 编排结构 

封面、封二〔式样见《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目录、正文、附件、附表、

附图、“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封底。 

A.2 验收技术方案主要章节 

A.2.1 总论  

A.2.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A.2.3 污染及治理情况  

A.2.4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A.2.5 评价标准  

A.2.6 监测内容  

A.2.7 验收检查  

A.3 验收报告章节  

A.3.1 总论  

A.3.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A.3.3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情况  

A.3.4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回顾及其批复要求  

A.3.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A.3.6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A.3.7 验收调查结果及分析  

A.3.8 验收结论与建议  

A.4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中的图表  

A.4.1 图件 

A.4.1.1 图件内容  

A.4.1.1.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A.4.1.1.2 建设项目轨道及站台分布平面图  

A.4.1.1.3 水量平衡图  

A.4.1.1.4 污染治理工艺流程图  

A.4.1.1.5 建设项目监测布点图  

A.4.1.2 图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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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2.1 各种图表中均用中文标注，必须用简称的附注释说明  

A.4.1.2.2 工艺流程图中工艺设备或处理装置应用框线框起，并同时注明物料的输入和输出  

A.4.1.2.3 监测点位图应给出测点照片、平面图和立面图。  

A.4.1.2.4 收监测布点图中应统一使用如下标识符  

水和废水：环境水质 ☆，废水 ★  

空气和废气：环境空气 ○，废气 ◎ 

噪 声：敏感点噪声△，其他噪声 ▲  

振 动：敏感点振动◇，其他振动 ◆  

电场磁场： 厂界＊、其他 ＊  

固体物质和固废：固体物质□，固体废弃物■。  

A.4.2 表格  

A.4.2.1 表格内容  

A.4.2.1.1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A.4.2.1.2 污染源及治理设施一览表  

A.4.2.1.3 环保设施建成情况对比表（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实际建设、实际投资）  

A.4.2.1.4 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对比表（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  

A.4.2.1.5 验收标准及标准限值一览表  

A.4.2.1.6 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使用一览表  

A.4.2.1.7 工况统计表  

A.4.2.1.8 监测结果表  

A.4.2.1.9 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A.4.2.2 表格要求 所有表格均应为开放式表格  

A.5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正文要求  

A.5.1 正文字体为4 号宋体  

A.5.2 3 级以上标题字体为宋体加黑  

A.5.3 行间距为1.5 倍行间距  

A.6 其他要求 

A.6.1 验收技术方案、报告的编号方式由各承担单位制定。  

A.6.2 页眉中注明验收项目名称，位置居右，小五号宋体，斜体，下划单横线。  

A.6.3 页脚注明验收技术报告编制单位，小五号宋体，位置居左。  

A.6.4 正文页脚采用阿拉伯数字，居中；目录页脚采用罗马数字并居中。  

A.7 附件  

A.7.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A.7.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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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意见。  

A.7.4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试运行申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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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噪声敏感点监测数据统计方法（推荐） 

 

 若敏感点不具备 1 小时连续监测条件或轨道交通项目尚未达到设计运能时，可根据轨道

列车的最高运行频次并参照以下计算方法进行统计，折算出敏感点的 1 小时等效声级值。 

B.1 噪声敏感点 1 小时等效声级 LAeq 的折算公式 

⎥⎦
⎤

⎢⎣
⎡∑ ⋅⎟

⎠
⎞⎜

⎝
⎛ ∑−+⋅=

= =

N

i

LN

i
i

L
iTAeq

AAi ttLgL
1

1.0

1

1.0
,

01011010 ……………………………………（1） 

LAeq — 噪声敏感点 1 小时等效声级   dB(A)； 

LAi — 列车经过时噪声敏感点的等效声级  dB(A)； 

Ti — 列车经过时采样所占的时间百分数或数据百分数  %； 

LA0 — 无列车时噪声敏感点的背景等效声级   dB(A)。 

 

B.2 昼间等效声级、夜间等效声级 

( )00.1 0.1

1

1, 10 10 10Ai A i

N
L L

d n
i

L L Lg
N =

⎡ ⎤= −⎢ ⎥⎣ ⎦
∑ …………………………………………（2） 

Ld — 昼间等效噪声级  dB(A)； 

Ln — 夜间等效噪声级  dB(A)； 

N — 昼间或夜间轨道交通运行的小时数；  

LAi — 第 i 小时噪声敏感点的等效声级   dB(A)； 

LA0i — 第 i 小时无列车时噪声敏感点的背景等效声级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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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验收方案、报告附表 

主辅工程建设情况表见表 C.1。 

主要环保设施投资情况表见表 C.2。 

主要环保设施建成情况表见表 C.3。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见表C.4。 

废水监测结果汇总表见表C.5。 

废水监测质控数据表见表C.6。 

废水、废气标样测定结果见表C.7。 

烟尘、烟气采样仪及无组织排放监测仪流量校准结果见表 C.8。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见表C.9。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C.10。 

敏感点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C.11。 

敏感点振动监测结果见表 C.12。 

设施减振结果见表 C.13。 

电磁环境测试结果见表 C.14。 

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见表 C.15。 

污染物排放总量见表 C.16。 

表C.1  主辅工程建设情况表 

 工程实际情况 初步设计情况 变更情况  

序号 名称 长度/数量   

1      

2      

主体工程 3      

 4      

 …      

 1      

 2      

3      

4      

辅助工程 

…      

 



HJ/T403-2007 
 

 28 

表C.2 主要环保设施投资情况表 

类别 设施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指标 产地 价格 

      

     

     
噪声防护设

施 
     

      

     

     
振动防护设

施 

     

      

辐射防      

护设施      

      

废气处      

理设施      

废水处      

理设施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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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主要环保设施建成情况表 

类别 设施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要求 初步设计 实际建成情况 备注 

      

     

     
噪声防

护设施 
     

      

     

     
振动防

护设施 
     

      

辐射防      

护设施      

      

废气处      

理设施      

废水处      

理设施      

绿化      

 

表C.4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表 

内容  监测日期  设计生产量  实际生产量  负荷 (%)  

    
列车运行  

    

     

变电站负荷      

     

    
废水处理设施  

    

    
锅炉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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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5  废水监测结果汇总表 

 

 

 

 

 

 

 

 

监测日均值 

mg/L（pH 除外） 
执行标 达标率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位置 

    

去除率% 

准值 %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废水 

处理站 

 

出口     

      

监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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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废水监测质控数据表 

平行样分析mg/L（pH 值除外） 加标回收分析（pH值除外） 

监测项目 

有效 数

据 （个）

平行 （对） 
双样比 

（%） 

合格率 

（%） 

加标回收

（个） 

回收率 

（%） 
合格率（%）

        

        

        

        

        

        

        

        

 

表C.7  废水、废气标样测定结果 

项目 
标准样品浓度

mg/m3 
测定值 误差（%） 

仪器型号及编

号 

     

     

     

     

     

     

     

废水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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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8  烟尘、烟气采样仪及无组织排放监测仪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编号 仪器流量示值 标态下累计体积L 校准结果L 流量偏差（%）

    

    

    

    

    

 
表C.9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浓度 mg/m
3
（臭气除外） 测 

点 

时  间

 上午 中午 下午 傍晚 最大值 

 

标准值 

 

达标率  %

        

        

        

 

        

监测日期  

 
 

表 C.10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日期  

点位 主要声源 昼 间 LAeq dB(A) 夜间LAeq dB(A) 

  实测值 背景值 修正值 实测值 背景值 修正值 

        

        

        

        

        

GB12348  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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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  敏感点噪声监测结果 

 

日期 LAeq  

点位 主要声源 昼 夜

  实测值 背景值 修正值 实测值 背景值 修正值 

        

        

        

        

       

 

表 C.12 敏感点振动监测结果 

 

日期 昼间 夜间 

点位 主要振源 VLzmax VLz10 主要振源 VLzmax VLz10 

       

       

       

       

       

GB10070  标准值        

 

表 C.13  设施减振结果（适用于改建项目） 

 

点位 有减振设施 无减振设施 差值 

 VLzmax VLz10 VLzmax VLz10 VLzmax VLz10 

       

       

       

       

       

 

 

 

 

日期 

       



HJ/T403-2007 
 

 34 

表 C.14 电磁环境测试结果 

 

工频磁感应强度(µT) 

序号 

测 点 

位 置 

工频电场强

度 

(V/m) 垂直分量 水平分量

干扰场强 

dB(mv/m) 

 

信噪比(dB)

       

       

       

                             

表 C.15 现场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 

名称 

仪器 

型号 

监测 

因子 

测量 

量程 

分辨 

率 

分析 

方法 

生产 

厂商 

现场 

校准值 

零点漂移

         

         

         

 

表 C.16  污染物排放总量 

 

内容 监测项目 总量控制指标 实际排放总量 是否达总量控制要求 

    废水 

    

    废气 

    

固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