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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南京地铁 S8 线南延工程。 

1.2 项目规模与线路走向 

南京地铁 S8 线南延工程线路南起自大桥站，大桥站位于大桥北

路和浦珠路路口，该站为换乘站，与同期 11 号线换乘。出大桥站后

线路沿大桥北路向北敷设，在毛纺厂路口设弘阳广场站，出站后继续

向北接入既有泰山新村站。具体线路走向及位置见图 1。 

线路全长 2.1km，全部为地下线，共设地下车站 2 座，平均站间

距为 1.15km，其中换乘站 1 座，在大桥站与 11 号线换乘。 



 

图 1 南京地铁 S8 线南延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1.3 建设单位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4 相关背景 

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2020 年）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6

年 4 月 5 日获得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审查意见（环审[2016]44 号）。 

1.5 本项目评价工作概要 

受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

份公司承担南京地铁 S8 线南延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组对



工程范围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踏勘，收集了城市规划等相关资料，按《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6］28 号文）

要求，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2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2.1 运营方案 

（1）运行时间 

列车运营时间安排为早 6 点 00 分至晚 22 点 00 分，全日运营 16

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设备维护和检修。 

（2）运行速度 

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km/h。 

2.2 线路工程 

（1）最小曲线半径 

正线：一般情况 300m，困难情况 250m  

配线：一般情况 200m，困难情况 150m  

（2）最大纵坡 

正线的最大坡度宜采用 30‰，困难地段最大坡度可采用 35‰。

联络线、出入线的最大坡度宜采用 40‰。 

2.3 轨道工程 

（1）钢轨 

正线、配线推荐采用 60kg/m 钢轨。轨距：1435mm。60kg/m 钢

轨采用 U75V 钢轨。钢轨定尺长度均采用 25m。钢轨材质选择与一期

工程方案一致。 



（2）扣件 

采用与 S8 号线一致的弹条 II 型扣件。 

（3）轨枕 

正线及配线整体道床推荐采用施工简便、精度易保证的预应力混

凝土长枕。排水过渡段、特殊减振地段采用混凝土短轨枕。 

（4）道床 

本工程地下线采用整体道床。 

（5）道岔 

采用 9 号相离型弹性可弯曲尖轨道岔。 

2.4 车辆工程 

（1）车辆选型：本工程为既有 S8 线延伸线，需与前期 S8 线贯

通运营，车辆型式与 S8 线一期工程 B 型车保持一致，本工程车辆采

用 B 型车。 

（2）列车编组：初、近期、远期均为 4 辆编组。 

2.5 车站建筑 

本工程共设 2 座车站，均为地下岛式站。 

2.6 通风与空调 

根据南京的气候条件，本工程地下车站采用空调系统。通风空调

系统包括区间隧道活塞/机械通风系统（兼隧道防排烟系统）、车站轨

行区域排热兼排烟系统、车站公共区通风空调系统（兼排烟，简称大



系统）、车站设备管理用房通风空调系统（兼排烟，简称小系统）和

空调冷冻水系统及备用冷源。 

2.7 施工介绍和施工量统计 

（1）施工方法 

车站：本工程共设车站 2 座，全部为地下站。车站工作主要选择

明挖法或盖挖法进行施工。 

区间隧道：工程共有 2 个区间，均采用盾构法进行施工。 

（2）工程土石方、征地 

土石方：本工程土石主要为地下车站、区间隧道施工建设产生，

工程弃渣量为 33.96 万 m
3。 

工程占地：本工程占地主要为地下车站出入口、风亭及冷却塔的

永久占地，车站施工、区间隧道修筑的临时占用土地。 

2.8 施工组织 

南京地铁S8线南延工程计划于 2017年 12月初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建成通车试运营。 

 



3 保护目标及评价范围 

3.1 评价范围 

本次具体评价范围如下： 

声环境：车站冷却塔、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并根据实际情况

扩大至受影响的区域； 

振动环境：外轨道中心线两侧 60m 以内区域。 

室内二次结构噪声：隧道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 20m 以内

区域。 

生态环境：线路两侧 100m，敏感地区适当扩大。 

大气环境：车站和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 

地面水环境：本工程废水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评价范围为线

路下穿河流及污水处理厂排口。 

3.2 环境保护目标 

3.2.1 水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线路走向，本工程不穿越水体。根据本工程车站废水接管情

况，废水接管至桥北污水处理厂，纳污河流为石头河，因此，本项目

涉及的主要水环境保护目标为石头河。 



3.2.2 声和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评价范围内共有 1 处声环境和大气环境敏感点。 

3.2.3 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振动评价范围内的现状敏感目标有 5 处，另有 1 处规划敏感

目标。 

3.2.4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3]113 号文），和《市政府关于印发南

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通知》（宁政发〔2014〕74 号），本项

目不涉及生态红线敏感区。离本项目最近的生态红线区为浦口区桥北

滨江湿地公园，约 1500 米。 

 



4 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主要措施及效果 

4.1 主要污染 

4.1.1 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 

（1）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对大气环境影响最主要的污染物是粉尘。另外，还

有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增加，而导致的废气排放量

的相应增加。以及施工过程中使用具有挥发性恶臭的有毒气味材料，

如油漆、沥青等，以及为恢复地面道路使用的热沥青蒸发所带来的大

气污染。 

（2）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工程运营期的大气影响主要是风亭异味。 

4.1.2 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1）施工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作业开挖、钻孔和盾构施工产

生的泥浆水，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冲洗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

水，下雨时冲刷浮土、建筑泥沙等产生的地表径流污水等。 

（2）运营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工程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沿线车站的生活污水。 



4.1.3 噪声产生情况 

（1）施工期噪声污染产生情况 

施工噪声包括现场施工产生的噪声和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施工

过程将动用吊车、履带式挖掘机、钻孔机、装载机、混凝搅拌机、推

土机、平地机、空压机、振捣棒等，这些施工机械在进行施工作业时

产生噪声，成为对邻近敏感点有较大影响的噪声源。这些噪声源有的

是固定源，有的是现场区域内的流动源。 

（2）运营期噪声产生情况 

本工程为地下线路，噪声源主要为车站风亭、冷却塔噪声。 

4.1.4 振动产生情况 

（1）施工期振动产生情况 

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振动主要来自重型机械运转，重型运输车辆

行驶，钻孔、打桩、锤击、大型挖土机和空压机的运行，回填中夯实

等施工作业产生的振动。 

（2）运营期振动产生情况 

地下线振动源主要为列车经过时产生的振动，其源强大小与车辆

类型、轨道构造、隧道条件及运行速度等因素有关。 

4.1.5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 

（1）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产生情况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场地的拆工程弃土和施工队伍产生



的少量生活垃圾。 

（2）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产生情况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车站乘客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

城市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4.2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4.2.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期主要影响来自施工产生的扬尘，伴随着开挖土方、施工车

辆运输和建材的装卸，其产生的施工扬尘将给附近环境空气带来不利

影响。施工前，应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围挡，场地内定时洒水，运输

车辆出场地时进行车轮的冲洗，减轻其污染程度，缩小其影响范围。

施工车辆的运输过程和施工机械的使用会增加汽车尾气的产生，对项

目区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只要加强设备及车辆的养护，严格执行江

苏省和南京市关于机动车辆的规定，其对周围空气环境将不会有明显

的影响。 

（2）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的建设能够缓解南京市道路交通运输拥挤情况，轨道交通

运输减少了地面交通车辆，相应地减少了各类车辆排放出的废气对环

境空气的污染，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营运期大气环境

影响主要是车站风亭的异味影响，根据类比调查，风亭排放异味在下

风向 15m 范围内影响较大，15～30m 范围内可感觉到异味影响，30～



50m 范围影响很小，50m 以远处已无影响。在地铁运营初期，由于地

铁内部装修采用各种复合材料及散发多种气体尚未挥发完毕，风亭排

出气体的异味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气体将逐渐减少；风亭

排放颗粒物与周边环境的浓度基本一致，且因地铁环控系统有较完善

的除尘系统，对外环境的颗粒物具有一定的消减作用，因此，可认为

不存在此类物质的污染。 

4.2.2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若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将会对周围环境造成

影响，施工现场应建立完善的排水设施，对施工期的废水分类收集，

进行相应的处理后排放。生活废水和施工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就近的

市政污水管网，不直接排入周边水体。 

（2）营运期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营运期主要水污染源是车站产生的生活污水，可就近接入城市污

水管网，不外排，因此不会对地表水体产生影响。 

4.2.3 声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主要来自施工机械、施工车辆产生的噪声影响，

车站明挖施工影响较大，但施工过程是临时的，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

响也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影响消失。同时结合施工围挡的阻挡作用、



合理布局施工设备、采用低噪声设备等降噪措施，可降低施工期声环

境影响。 

（2）营运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营运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车站风亭、冷却塔，本项目在

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要求后，基本不会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产生影响，

保护目标的声环境质量可基本保持现状。 

4.2.4 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期振动影响主要来自施工作业使用的部分施工机械高频振

动等对周围建筑的影响，其影响是间断性的。施工期间应尽量使用低

振动设备、减少施工作业振动强度等措施降低施工期振动影响。 

（2）营运期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预测，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在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后，可达

到相应的标准要求。 

4.2.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会有废土、施工垃圾产生。施工期弃土处置去

向由相关部门统一安排，根据弃土的不同质地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对

施工现场要及时进行清理，弃土要及时清运、加以利用，防止其因长

期堆放而产生扬尘。施工队伍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要进行专门收集，



并交由环卫处置。 

（2）营运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车站的生活垃圾，属于一

般固废，由专门的人员进行打扫和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4.3 环境保护措施 

4.3.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控制大气扬尘污染。对地下车站风亭异味

影响防治措施建议为：对周围涉及敏感目标的风亭区建议优化设计，

排风亭和活塞风亭风口背对敏感目标，开口朝向道路一侧；地下车站

应采用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装修材料，既有利于保护人群身体健康，

又可减轻运营初期风亭排气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3.2 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做好施工场地排水体系设计，施工场地内设置截水沟、沉

淀池和排水管道，施工废水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物料冲洗及洒水降尘，

其余部分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施工人员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城市污水管网。盾构施工泥浆水经泥水分离系统处理后污水经盾构

机自带的循环系统设施全部回用，污泥经干化后与工程弃渣一并外运

至指定地点。施工中应做到井然有序地实施施工组织设计，严禁暴雨

时进行挖方和填方施工。雨天时必须在临时弃土、堆料表面覆盖篷布



等覆盖物，以防止弃土在暴雨的冲刷下，进入附近水体，对水体造成

污染。 

4.3.3 振动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 

营运期： 

（1）在本工程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动力和机械性能外，

还应重点考虑其振动防护措施及振动指标，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低、

结构优良的车辆。 

（2）工程设计采用的 60kg/m 钢轨无缝线路，对预防振动污染具

有积极作用。 

（3）运营单位要加强轮轨的维护、保养，定期旋轮和打磨钢轨，

以保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附加振动。 

（4）为预防地铁振动的影响，根据《地铁设计规范》的规定及

本工程实际情况，对于沿线所处“混合区、商业中心区”及“交通干线

道路两侧”区域，地下段振动达标控制距离内不宜规划建设居民区、

学校和医院等振动敏感建筑。 

4.3.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择噪声

低的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最小的

地点；设置临时隔声围墙或吸声屏障；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



等措施。 

营运期： 

（1）工程措施 

对于地下车站，在满足工程通风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低噪声、

声学性能优良的风机。选择低噪声或超低噪声型冷却塔。使风口背向

敏感点。充分利用车站设备、出入口及管理用房等非噪声敏感建筑的

屏障作用，将其设置在敏感建筑物与风亭或冷却塔之间。 

（2）城市规划及建筑物合理布局 

规划部门应根据噪声防护距离，限制在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范围内

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点，否则应按《噪声法》规定

提高其建筑隔声要求，使室内环境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科学规划建筑

物的布局，临噪声源的第一排建筑宜规划为商业、办公用房等非噪声

敏感建筑。 

（3）敏感点措施 

建议对风亭区采取加强消声处理的降噪措施，风亭排风口背对敏

感建筑物。 

4.3.5 生态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为地下线路，不穿越生态红线区，但在施工期间应严格控

制施工范围，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施工结束后

立即恢复地表植被或原貌。 

根据景观美学分析及类比调查分析，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南京市独



特城市性质以及土地利用格局，充分运用融合法、隐蔽法设计，使本

工程的车站进出口与风亭等地面建筑物与周边环境和景观保持协调。 



5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南京地铁 S8 线南延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南京市整体交通结构的完

善，有利于城市改造、开发和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由于工程沿线分布有居民住宅区等重要环境敏感点，工

程施工、运营期等将产生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不利影响。本报告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和建议，只要这些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实现“三

同时”，并加强监控管理，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控制和减缓。 

综上所述，本工程符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

的原则，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