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分析（表七）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产生的粉尘以及装修废气。
（1）粉尘
施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施工过程产生的少量粉尘，施工主要集中在室内完成，
通过门窗封闭施工，室内洒水，可降低起尘量，控制粉尘向外扩散，对外环境影响较
小。各种易起尘材料尽量堆放在室内，若堆放在室外，应加盖篷布等减少扬尘的产生。
采取以上措施后扬尘对环境影响小。
（2）装修废气
室内装修产生的废气中的主要污染因子为甲醛、苯系物（苯、游离甲苯）和氡等。
根据类比分析，室内污染废气的排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修行为和材料选用。因此，
要求建设单位采用经过质量检查部门认证合格的装修材料；在建筑物投入使用前，按
照《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要求对室内环境状况进
行监测、评估，确保室内环境质量能达到规范要求后再投入使用。因此，项目装修废
气产生量较小，经过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不大。施工人员生活利用周边成熟的生
活设施，不设置食堂、不提供住宿，无燃料燃烧废气和餐饮油烟废气排放。因此，项
目所排粉尘和废气对环境影响是暂时的，随施工结束其影响将消失。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利用已有建筑物进行装修施工建设，因此仅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期仅
产生生活污水。
对于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拟建项目所在区域建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施
工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的预处理池进行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中三级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华阳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后进入府河，对府河水质环
境影响小。采取以上污染防治措施后，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围水体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室内改造和装修。施工噪声主要声源为小型施工机械噪声，
主要设备源强度介于 75～99dB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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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噪声污染源分析可知，施工场地的噪声源主要为各类施工机械噪声，这些机
械的声级一般在 75dB（A）以上，且各施工阶段均有较多设备交互作业，设备在场地
内的位置、使用频率有较大变化，因此很难计算确切的施工场界噪声。本环评采用类
比方法，根据工程施工量、各类噪声源的经验值和噪声在空间的衰减规律，计算出主
要施工机械噪声随距离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Lp(r) = Lp(r0) -20log(r/r0)
式中：L P(r)—距声源为 r 处的声级，dB（A）；
L P(ro)—距声源为 ro 处的声级，dB（A）。

声源
空压机
电锯
运输车辆

表 7-1 主要施工机械噪声随距离的变化情况，单位：dB（A）
距声源不同距离（m）的噪声值
噪声值
10
20
30
50
100
150
88~92
72
66
62
58
52
48
93~99
79
73
69
65
59
55
75~85
65
59
56
51
45
41

200
46
53
39

由上表可知，噪声经过距离衰减，在距离施工机械 30m 处，施工机械的昼间噪声
值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标准限值。项目夜
间不施工。
部分设备昼间噪声值在 50m 可达到《声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
部分高噪声设备昼间噪声值在 200m 也能满足标准要求。
为减小工程施工过程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必须按《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进行施工时间、施工噪声的控制。
环评建议施工单位采取以下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确需在夜间施工时，必须经县级以
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并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公示周边民众，作好沟通协调工
作。
（2）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
状态。
（3）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宣传和教育，使他们认真落实各项降噪措施，做到文
明施工。
（4）加强施工设备管理，使用高噪声设备时关闭医院楼房的窗户，尽量减少高噪
声向外传播。
（5）施工设备选型上尽量选用低噪设备，禁止使用淘汰设备。
47

（6）合理安排运输路线，施工车辆在经过敏感点时，应严格控制车速，避免急刹
车、急转弯等可能车速的强噪声。
本项目室内改造、装修都在室内进行，高噪声设备使用频率低，因此实际施工中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比上述预测情况小，加之在施工过程中注意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
排时间，合理布置施工机械，严禁夜间施工。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噪声对楼上和周边
居民、学校的影响将大大降低。
拟建项目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是短暂的、可恢复的，随着施工结束其对环境影响
也将随之消失，在采取上述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本工程施工期的噪声对周边声
环境影响可接受。
4、固废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是装修废弃材料和生活垃圾。装修废弃材料主要是切割材
料产生的边角料，而施工期间工人不在工地上食宿，生活垃圾统一交环卫部门收集处
理。只要严格管理措施，其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采取以上污染防治措施后，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塑料粉尘
项目焊接工序会产生焊接烟气，喷塑过程中会产生塑粉粉尘。
喷塑过程中的塑粉尘产生量为 20t/a，经回收处理后排放浓度为 5.21mg/m3，经 15m
排气筒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颗粒物排放浓
度限值要求。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焊接烟尘
在焊接过程中产生少量的焊接烟尘，产生量为 12kg/a，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滤装
置处理后，有组织排放速率为 3.24g/h，排放浓度为 0.108mg/m3；焊接工位无组织排放
速率为 0.075g/h，排放浓度为 0.075mg/m3；临时焊接区无组织排放量为 0.0075mg/h，
排 放 浓 度 为 0.075mg/m3 。 厂 界 无 组 织 能 够 满 足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中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有机废气
本项目喷塑固化过程 VOCS 产生量为 0.495t/a，经管道收集后有机废气至 UV 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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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 VOCS 排放速率为 15.47g/h，排放浓度为 0.516mg/m3，
经 15m 排气筒排放。参照执行《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51/2377-2017）中表 3 表面涂装行业对 VOCs 的要求，能够达标排放。
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排水均将采取“雨污分流”的管网系统，生产废水经中和池中和、隔油池
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已建的成都大华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预处理池，处理达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排入到市政污水管网，再进入华
阳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一级 A 标准后排入府河。
华阳第二污水处理厂可行性分析：
华阳第二污水处理厂目前污水处理能力为日处理污水 1.98 万吨，本项目废水最大
产生量为 2.795t/d，占该污水厂处理能力的 0.01412%，所占比例很小，且位于该污水
厂服务片区内，所以本项目废水进入华阳第二污水处理厂是可行的。目前废水经航空
港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因此，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
（1）源项分析
拟建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为机械加工环节各生产设备运行时噪声，噪声源强约
为 70-90dB（A）。拟建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分布及噪声产生情况见下表：

噪声源
钻床
数控机床
激光切割机
剪板机
焊机
打磨机
空压机
折弯机
普车

表 7-2 项目产噪设备噪声产生情况表单位：dB（A）
声源强度
数量
防治措施
（dB（A））
（台）
70~80
8
基础减震、合理布局、厂房隔声
70~80
1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厂房隔声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合理布局、
80~90
3
厂房隔声
80~90
1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厂房隔声
70~80
8
合理布局、厂房隔声
75~80
8
合理布局、厂房隔声
75~85
1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厂房隔声
75~80
3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厂房隔声
70~80
6
选购底噪设备、底座设减震垫、厂房隔声

治理后噪声值
（dB（A）/台）
55
55
57.5
57.5
55
55
55
55
55

（2）预测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的技术要求，本次评价采取
导则上推荐模式进行噪声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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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备噪声强度，本项目预测采用点声源衰减模式，仅考虑距离衰减值、厂界
围墙屏障等因素，其噪声预测公式为：

L2  L1 - 20lgr 2 / r1  L
式中：L2——距声源 r2 处声源值[dB(A)]；
L1 ——距声源 r1 处声源值[dB(A)]；
r2、r1——与声源的距离(m)；
△L——厂界围墙引起的衰减量。
由上式预测单个噪声源在评价点的贡献值，再将不同声源在该点的贡献值用对数
法叠加，得出多个噪声源对该点噪声的贡献值，采用的模式如下：
n

L  10 lg 10 Li / 10
i 1

式中：L——叠加后总声压级[dB(A)]；
Li——各声源的噪声值[dB(A)]；
n——声源个数。
预测点的预测等效声级（Leq）计算公式为：
Leq  10 lg(10

0.1Leqg

 10

0.1Leqb

)

式中：Leqg—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的等效声级贡献值，dB(A)
Leqb—预测点的背景值，dB(A)
（3）噪声预测结果
噪声源与环境敏感点的距离见下表：
点声源
距离

东北厂界
5m

表 7-3 噪声源与厂界的距离
东南厂界
西南厂界
2.5m
4m

西北厂界
5m

按照上面给出的计算公式，将噪声源随距离衰减情况列表如下：
表 7-4 噪声源随距离衰减后对敏感点及厂界的贡献值单位：dB(A)
声压级
东北厂界
东南厂界
西南厂界
57.62
63.64
59.55
声源贡献值

西北厂界
57.62

从表 7-5 可以看出，经场区隔声及对高噪声设备设置消声、减震措施后，项目周围
主要环境环境敏感点处昼间声环境质量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区标准，厂界达标，且项目夜间不生产。因此可以看出项目营
运期间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对周围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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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工业固废：
一般固废包括金属边角余料、清扫粉尘、金属废屑等收集后卖至废品加工厂；焊
渣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电器配件、废零部件由厂家回收处理。
（2）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产生量 6t/a，全部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3）危险废物
废切削液、废活性炭、废陶化液、废脱脂液和废槽渣由建设单位堆放在生产车间
内的固定区域，集中收集后，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此部分固废
属于危险废物。在东侧设置 1 处危废暂存间，面积约 5m2，严格设置警示标识，做好
危险废物管理措施，从危废收集、管理、转移环节做好记录，建立台账，保证危险废
物的完全、即时处理。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的各类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理处置，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有
关要求。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及二次污染。
5、地下水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取用地下水，也不向地下注水和排水。本项目供水来自市政供水，所排
污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生产废水经隔油池（1m3）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起经
预处理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华阳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府河。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对地下水产生污染的主要是切削液、机油及废切削液。为
避免发生地下水污染，环评要求：项目固体废弃物分类贮存，危废采取桶装储存。切
削液、机油存放区、危废暂存区为重点防渗区，采用铺设高密度聚乙烯膜的方法，满
足重点防渗区的要求，渗透系数≤10-10cm/s。喷塑前处理区（清洗区）的反应池需进行
重点防渗，可采取防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的方法进行防渗处理， 渗透系数
≤10-10cm/s。
生产车间其他部分为一般防渗区，租赁厂房地面已采取水泥硬化措施，可满足一
般防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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