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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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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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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经蚌埠市十五届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2016年3

月26日，蚌埠市人民政府以蚌政秘[2016]34号文对《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2014-2030年）》进行了批复。2017年1月，受蚌埠市发改委委托，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进行《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

规划》（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近期建设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于2017年9月初步形成了《蚌埠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及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次评价的《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包括起步阶段、发展阶

段、完善阶段三个层次，主要评价对象为远景规划方案，线网由 6 条线路

组成，轨道交通线路全长 187.3km，其中蚌埠市中心城区内总长 145.3km，

共设车站 107 座。 

本次评价的《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由 1

号线一期工程（长青北路-中环线，18.85km）、2 号线工程（怀远长途汽车

站—汽车客运南站，33.4km）两条线路组成，线路总长 52.25km，全线为高

架线路，设车站 41 座。近期建设车辆综合基地 2 处，停车场 1 处，开闭所

2 座，主变电所 1 座，牵引变电所 23 座，控制中心 1 处。车辆制式全线采

用跨座式单轨。 

 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1）线网规划 1 号线和 3 号线穿

越省级龙子湖风景名胜区。（2）线网规划 2 号线穿越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

保护区（国家级）的试验区。（3）线网规划 2 号线穿越市级闸上饮用水水

源陆域二级保护区和县级怀远县新城区饮用水水源地的陆域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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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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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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对龙子湖风景名胜区、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保护区、闸上饮用水水源和

怀远县新城区饮用水水源的景观和生态功能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规划组织部门和规划编制单位对报告书提出的主要优化调整建议均予

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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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经蚌埠市十五届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2016年3月26日，蚌埠

市人民政府以蚌政秘[2016]34号文对《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14-2030年）》进行了批复。2017年1月，受蚌埠市发改委委托，中铁工

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进行《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近期建设规划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于2017年9月初步形成了《蚌埠市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及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线网规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蚌埠市人民政府批复的《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网

规划包括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三个层次，蚌埠都市区轨道交通

线网远景方案由6条线路组成，线路全长187.3km，其中蚌埠市中心城区内

总长145.3km，共设车站107座，线路间换乘车站19座。共设置1个综合基地、

2个车辆段和5个停车场。线网远景方案线路特征表见表1，车辆基地规划布

局见表2。 

表 1  线网远景方案线路特征表 

线路 线路长度（公里） 中心城区长度（公里） 站点数 换乘站个数 平均站距（公里） 

1 号线 37.4 27.1 25 6 1.6 

2 号线 32.7 21.6 24 8 1.4 

3 号线 21.6 21.6 15 7 1.6 

4 号线 37.6 24.5 26 7 1.5 

5 号线 35.7 28.2 23 6 1.6 

6 号线 22.3 22.3 13 5 1.9 

合计 187.3 145.3 107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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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车辆基地规划布局表 

线

路 
模式 名称 预留用地 功能 资源共享 

1

号

线 

一基地 李楼综合基地 45 公顷 具备厂架修功能，设置线网培训中心一处 

利用综合

维修基地

满足 1、2、

3、4 号线厂

架修 

两场 
胜利西路停车场 15 公顷 列车停放功能，日常运用维修功能 

凤阳东停车场 15 公顷 列车停放功能，日常运用维修功能 

2

号

线 

一段 姜桥车辆段 25 公顷 具备定临修功能 

一场 怀远西停车场 15 公顷 列车停放功能，日常运用维修功能 

3

号

线 

一场 王郢子停车场 15 公顷 列车停放功能，日常运用维修功能 

4

号

线 

一段 秦集车辆段 25 公顷 具备定临修功能，预留厂架修功能 

一场 曹老集停车场 15 公顷 列车停放功能，日常运用维修功能 

 

1.3 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 年）的主要内容 

近期建设规划由1号线一期工程（长青北路-中环线，18.85km）、2号线

工程（怀远长途汽车站—汽车客运南站，33.4km）两条线路组成，线路总

长52.25km，全线为高架线路，设车站41座。近期建设车辆综合基地2处，

停车场1处，开闭所2座，主变电所1座，牵引变电所23座，控制中心1处。

近期建设规划年限为2018～2023年。近期建设规划工程概况见表3，车辆基

地及控制中心用地情况见表4。 

表 3  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项目主要内容汇总表 

线别 起讫点 线路长度（km） 车站数量（个） 

敷设方式  高架 高架 

1 号线一期 长青北路—中环线 18.85 15 

2 号线 怀远长途汽车站-汽车客运南站 33.4 26 

合计 - 52.2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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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期建设规划车辆段及控制中心用地情况汇总表 

序

号 

线路 

编号 
名称 占地面积（公顷） 现状用地 规划用地性质 

1 
1 号线一

期 

李楼车辆基地（含控制中

心） 
24.5 一般耕地 居住用地 

2 2 号线 怀远西车辆基地 20 一般耕地 
城市规划范围

外 

3 2 号线 汽车客运南站停车场 10 一般耕地 物流仓储用地 

  

2、区域环境现状 

2.1 自然地理 

蚌埠市地处亚热带湿润到暖湿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的过渡地带，跨我国

秦岭～淮河气候分界线。气候特征：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雨适中、光

照充足、无霜期长、季风显著。降水、温度在年际、年内和不同季节之间

变化较大，表现为冬夏长、春秋短，冬季干寒、夏季湿热，灾害性天气比

较频繁。区内年平均气温14～16℃。 

蚌埠市跨淮河两岸，自然地势是两侧向淮河微倾。蚌埠地貌以平原为

主，仅南部地区有少量丘陵和台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然坡降约为万

分之一。淮河以北三个县地区大部分是平原，以黄泛平原为主；另在靠近

河湖地区分布有河间浅平洼地及河滩地。大部分丘陵生长有自然植被或经

人工造林而绿化。台地仅有少量分布在淮河以南蚌埠郊区。 

蚌埠地区位于新华夏第二沉降带和秦岭纬向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处于

中朝准地台南缘的淮河台坳中部，属次级构造单元，称为“蚌埠台拱”。 

蚌埠最大的自然地表水是淮河，自怀远县南湖村东1 km处入境，流经

怀远县南端、蚌埠市区北端和五河县南端，在五河县东卡村以东出境，境

内全长140km。蚌埠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埋藏浅、水质好、储量大，主

要分布在淮河以北三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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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蚌埠市2016年环境质量概况，蚌埠市环境质量如下： 

1）大气环境 

2016年蚌埠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良好以上的天数占67.8%，较2015年略有

下降。降水的酸雨频率为0%，与上年相比无变化。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1859.07亿标m3，比2011年增加177.5%。全市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总量

17953 t，比2011年降低11%。氮氧化物排放量总量31013.06 t，比2011年降低

18.02%。全市烟粉尘排放总量25498.99t，比2011增加126.97%。 

2）水环境 

2016年淮河干流蚌埠段五个监测断面水质类别均符合Ⅲ类，水质状况

良好，与上年相比无明显变化。市境内淮河支流五个监测断面中怀洪新河

五河断面水质类别符合Ⅲ类，水质状况良好；沱河关咀断面水质类别劣于

Ⅲ类，水质类别为Ⅳ类，水质状况轻度污染；其它三个断面水质类别均符

合Ⅳ类。蚌埠闸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为Ⅲ类，与上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3）声环境 

2016年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57.2分贝，符合《环境

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中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三级标准（昼间60.0分贝）；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

相比上升了0.1分贝。依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评价规定，本年度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三级，对应评价为一般。2016年全市道路交通噪声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69.0分贝，符合《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

规监测》（HJ640-2012）中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二级标准（昼间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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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贝）；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3分贝。依据道路交通噪声

评价规定，本年度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对应评价为较好。 

4）固体废物 

2015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1.71万吨，比上年增加8.88%；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165.48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6.37%，比上

年增加6个百分点。2015年度卫生填埋量为29.61万t，卫生填埋率为95.5%。 

2.3 环境敏感区 

报告书识别线网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共4处（1处

水产种质保护区、1处风景名胜区、2处水源保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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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 5   规划线路沿线分布的环境敏感目标及与线路相对位置关系 

序号 名称 保护级别 规划线路 位置关系 

1 

淮河荆涂峡鲤

长吻鮠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国家级 2 号线 
穿越，线网规划 2 号线穿越试验区 360m，距其核心区最近距离

约 4.2km。 

2 
龙子湖风景名

胜区 
省级 

1 号线 

3 号线 

1 号线穿越景区和外围保护地带 2.1km，3 号线穿越景区和外围保

护地带 2.17km。 

3 

闸上饮用水水

源陆域二级保

护区 

市级 

2 号线 

2 号线以高架形式沿既有淮上大道路中行走，距离陆域一级保护

区最近距离约 500m，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共有车站 2 座，

穿越二级保护区长度 3.7km。 
4 

怀远县新城区

饮用水水源地

的陆域二级保

护区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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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规划 1 号线和 3 号线穿

越省级龙子湖风景名胜区。（2）线网规划 2 号线穿越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

保护区（国家级）的试验区。（3）线网规划 2 号线穿越市级闸上饮用水水

源陆域二级保护区和县级怀远县新城区饮用水水源地的陆域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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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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线网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与《蚌埠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2~2030)》、《蚌埠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蚌埠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等空间规划基本相符，与蚌埠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蚌埠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蚌埠市城市排水规划、历史文化遗

产等生态、环境规划基本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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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建设规划 1 号线一期、2 号线采用的跨座式单轨列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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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2 类区昼、夜达

标距离为小于 13m、14m，1 类区昼、夜达标距离分别为 45m、47m。 

报告书提出，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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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既有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一般在 40～60m，跨座式单轨两侧 45±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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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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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区声级增量约为 0.7dB(A)。总体而言，跨座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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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依据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监测结果，再行决定是否采取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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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线车辆基地

周围为市郊农村区域，既有敏感点分布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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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dB，预应力混凝土桥梁（PC

桥梁），桥高 11m，行车速度为 72km/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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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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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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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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道路上架设桥梁，城市道路规划红线 40～6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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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 处的源强为 74～85dB，在距离振源 30m 处，即可达

到即可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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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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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提出，规划线路中的车站、车辆段均位

于蚌埠市既有或规划的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可纳入城市管网系统进一步处理。报告

书认为，运营期、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就

近的市政污水管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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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地下

水可分为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碎屑岩类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三种

类型。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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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主，向江河排泄，总体为由西向东、东南方向。报告书认为，蚌埠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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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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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号线遇春路-环城路段穿越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保护区（国家级）

的试验区。报告书重点分析了线路对保护目标的影响及保护区的相关保护

要求后，认为项目仅在施工期桥墩围堰施工对保护区水质产生一定的影

响，工程进行围堰施工时，对在此栖息和摄食的鱼类产生一定的危害，但

由于施工作业是短期的局部行为，因此对水生生物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

响。而运营期不直接向水体排污，不会影响淮河水质状况。因此，总体上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对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保护区的影响较小。  

1 号线及 3 号线均以高架形式穿越龙子湖风景名胜区，在风景名胜区

内不设站。报告书认为从蚌埠市城市的长远发展考虑，线路将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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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龙子湖风景名胜区，建议在下一步的设计中，继续优化穿越的长度及

敷设形式，并征得规划部门及风景名胜区区主管部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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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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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地上段产生的电磁辐射会使线路两侧的带状区域一定宽度

范围内电磁辐射场强略有增加。但因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发射台产生的

电磁辐射是城市主要电磁辐射污染源，因此，规划实施后，轨道交通沿线

区域电磁环境总的综合场强变化不大。 

靠近主变电所区域工频电磁场和无线电干扰会略高于环境背景值，

但不超过相关电磁环境标准限值，也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但鉴

于公众对电磁辐射的反应较敏感，主变电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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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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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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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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

号 
规划方案 规划环评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规划组织及编制

单位意见 

1 
2 号线穿越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试验区 

优化桥梁设计，减缓对水产种质保护区的影响。 

下阶段设计中应结合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总体规划，进一步优化

2 号线工程线路，尽量避免穿越种质资源保护区。 

在繁殖期、幼体生长期等生长繁育关键阶段设定特别保护期。特别保护期内严格限制涉水作业，

避免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 

采纳 

2 1 号线、3 号线穿越龙子湖风景名胜区 

优化桥梁设计，减缓对风景名胜区的影响。 

下阶段设计中应结合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进一步优化 1 号线、3 号线工程在风景名

胜区内的线路走向及敷设方式。 

后续规划线路实施过程中，如需占用林地，应严格履行林地占用及审批手续。 

风景名胜区内桥梁的设计、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相协调。 

采纳 

3 
2 号线穿越闸上饮用水水源陆域二级保护区和怀远县新城

区饮用水水源地的陆域二级保护区 
保护区范围内车站污水经市政管网全部排入污水处理厂。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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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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价认为，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的实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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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蚌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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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近期建设规划是整体可行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