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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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
（简本）

规划环评单位：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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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概况
规划背景
在响应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支持珠三角“一轴、三带”

空间体系发展格局，推进区域空间发展所提出的八大策略落实，促进城市总体
发展和空间功能结构整合的背景下，东莞市启动了《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调整》规划工作。本次线网规划调整推荐方案由 1、2、3、4、5 号线以及
1 号线支线、3 号线支线和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共计 8 条线路构成。
以线网规划调整为依据，结合东莞市城市发展、城市交通发展、各镇街发展
以及区域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的需要，东莞市编制了《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二轮建设规划调整（2017-2024 年）》，提出的近期建设项目 10 个，分别为：
1 号线一期、2 号线三期、3 号线一期、1 号线二期、1 号线三期、1 号线支线一
期、2 号线三期延伸线、3 号线支线、5 号线和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
1.2

规划概况
东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调整方案由 1、2、3、4、5 号线以及 1 号线支线、

3 号线支线和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共计 8 条线路构成，途经 26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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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全线网总里程 286.3km，共设置车站 95 座，市域轨道线网密度为 0.12km/km 。
东莞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调整（2017-2024 年）上报建设项目 10 个，
其中规划调整建设项目 3 个，分别为：1 号线一期、2 号线三期、3 号线一期；
新增建设项目 7 个，分别为：1 号线二期、1 号线三期、1 号线支线一期、2 号
线三期延伸线、3 号线支线、5 号线和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规模为
200.9 公里。
（1）1 号线： 1 号线是一条西北－东南方向的直径线，对外与广州和深圳城
市轨道网衔接，促进东莞与广州、深圳的区域合作。对内连接西北组团、中心组
团和东南组团，加强各组团与中心城区以及沿线各镇区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自
广州 5 号线与东江交汇处起点，途经润丰路、中心大道、东环路、水乡大道、西
部干道、万江大道、鸿福路、八一路、莞长路（G107）、建设路、新城大道、松
佛路、富民大道、公常路，至莞深边界。线路全长 72.4km，设站 27 座，其中城市
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5 座。
（2）2 号线：2 号线是一条由北部－西南方向的切线，对外与珠三角区域轨
道交通枢纽衔接，支持东莞与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区域合作，对内串联西部城镇
密集带，加强城区与厚街、虎门、长安之间的联系，为沿线城镇提供便捷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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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线路北起东莞火车站，向西途经莞龙路、东城中路、东莞大道、莞太路、
连升路，至莞深边界。线路全长 56.2km，设站 23 座，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2 座。
（3）3 号线：3 号线是一条西南－东北部的切线，对外通过区域轨道交通枢
纽常平火车站、东莞东站沟通与外界的联系；连接西南组团、中心组团和东北组
团，加强了各组团与中心城区、松山湖以及沿线各镇区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西
南起于长安新区南站，经规划环湾大道，滨海湾大道、靖海中路、S358、莞长路
（G107）、新城大道、常平北环路、口岸大道、常东路、大东路、东平大道，止
于企石博厦站。线路全长 70.3km，设站 25 座，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4 座。
（4）4 号线：4 号线是一条位于东南部东西方向的切线，促进塘厦片区与其
他片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增加城市凝聚力，以轨道交通引导具有后发优势城镇的
快速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线路始于 1 号线黄江中心站，经清龙路、塘龙
路、江源路、塘清路、清凤大道、鹿鸣路、育才路、铁松路、东风路，经过清溪
东站后，至莞惠边界。线路全长 30.2km，设站 11 座，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2 座。
（5）5 号线：5 号线是一条位于东莞市域中部的加密线，对外通过与深圳 13
号线对接，支持东莞与深圳、香港的区域合作。对内改善松山湖、大朗镇的交通
可达性，提升松山湖的整体地位。线路起于 1 号线松山湖北站，途经新城路、工
业南路、松佛路、富通路、福进西路、美景中路、美景西路，至莞深边界。线路
全长 16.3km，设站 5 座，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2 座。
（6）1 号线支线：1 号线支线是一条位于东南组团的加密线，对外通过区域
轨道交通枢纽东莞南站与赣深高铁换乘，加强中心区、东南组团与赣深高铁沿线
地区的联系；通过与深圳 22 号线对接，进一步增强东莞与深圳、香港的交通联系。
对内增强黄江、大朗、樟木头、塘厦沿线镇区的交通联系，促进东南组团的整体
发展。线路起于 1 号线富民南路站（新增），途经大源路、西进路、东进路、南
城路、樟木头大道、塘安路、沙湖大道南，至莞深边界。线路全长 32.4km，设站
9 座，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2 座。
（7）3 号线支线：3 号线支线是一条东莞 3 号线与深圳 11 号线之间的连接线，
通过将东莞 3 号线与深圳 11 号线有效对接，进一步增强东莞，尤其是虎门、长安
镇区与深圳、香港的交通联系。线路起于 3 号线长安汽车站，途经振安东路，至
莞深边界，与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衔接。线路全长 1.4km，设站 1 座，其
中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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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是深圳 10 号线东
延贯穿东莞凤岗镇南部的跨区域加密线路，对内用以提升凤岗镇南部的交通可达
性，改善市民出行条件。对外加强东莞与深圳区域合作。线路起点位于莞深边界
（深圳与凤岗西边界），途经龙平路和龙平西路，至莞深边界（深圳与凤岗东边
界），与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衔接。线路全长 7.1km，设站 3 座，
表1
线路

东莞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线路一览表
长度

站点数

换乘车站

（km）

（座）

（座）

线路起终点

1 号线

穗莞边界—望洪站—黄江南站—莞深边界

72.4

27

5

2 号线

东莞火车站—长安新区东站—莞深边界

56.2

23

2

3 号线

长安新区南站－企石博厦站

70.3

25

4

4 号线

黄江中心站－清溪东站－莞惠边界

30.2

11

2

5 号线

松山湖北—松山湖南站—莞深边界

16.3

5

2

1 号线支线

富民南路—塘厦南站—莞深边界

32.4

9

2

3 号线支线

长安汽车站—莞深边界

1.4

1

1

莞深边界—莞深边界

7.1

3

0

286.3

95

9

深圳 10 号线东
延线
合

计

表 2

本次《建设规划》上报建设项目一览表

本次建设
规划项目

起迄点

线路长
度（km）

车站
（座）

属性

1 号线一期

望洪站-黄江中心站

58.04

24

规划调整项目

2 号线三期

虎门火车站-长安新区站

16.4

7

规划调整项目

3 号线一期

长安新区南站-东莞东站

54.1

20

规划调整项目

1 号线二期

望洪站—莞穗边界

11.26

2

新增项目

1 号线三期

黄江中心站—莞深边界

3.1

1

新增项目

1 号线支线一期

富民南路—塘厦中心站

31.2

9

新增项目

2 号线三期延伸线

长安新区—莞深边界

2.0

1

新增项目

3 号线支线

长安汽车站—莞深边界

1.4

1

新增项目

5 号线

松山湖北—莞深边界

16.3

5

新增项目

深圳 10 号线
东延线

莞深边界—莞深边界

7.1

3

新增项目

200.9

65

——

合 计

2
2.1

规划环境影响分析
环境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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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涉及的环境敏感区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详见表 3。

2.2

表3

近期建设规划调整与环境敏感区位置关系表

环境敏感区类型

规划涉及的线路

自然保护区

马山自然保护区、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黄牛埔森林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宝山森林公园

规划相容性与协调性分析
东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调整、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调整

（2017-2024 年）与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同步进行，
本规划内容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目标上具有高度
的符合性。轨道交通建设引导东莞市内聚外联的方向发展，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总体协调，与相关规划具有
较好的规划协调性。
轨道交通在节约土地资源和能源方面较其他交通方式优势明显，有利于土地
资源整合与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轨道交通可替代部分地面汽车交通以减少
汽车尾气排放，有利于降低空气污染。东莞市规划、国土部门对规划线路两侧及
车场用地进行了调整和控制，可保障本规划的顺利实施。

3 规划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1、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轨道交通振动是由于列车运行时轮轨之间的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然后经轨

枕、道床后向线路两侧扩散传播，振动波是由横波、纵波、表面波等构成的复
杂波动现象。根据国内建成轨道交通的实验结果表明：轨道交通环境振动的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车辆条件、轮轨条件、轨道结构、隧道结构、隧道埋深、地质
条件、地面建筑物类型、距离等。通过对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等城市既有地铁振动影响的现场测试统计，地铁地下线和地面线振动影响范围
较大，一般在线路两侧 60m 范围；而高架线路由于通过桥梁桥墩传播振动至地
面，再由地面向四周扩散，其振动影响范围较小，一般线路两侧 20m 即可满足
标准要求。
2、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轨道噪声预测结果，高架线路产生的噪声影响比地面线路产生的噪声
影响范围大得多，尤其是夜间噪声影响更为显著；地下线路的噪声影响仅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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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面风亭和冷却塔噪声。
在无声屏障情况下，高架线路噪声在 4 类区昼间达标距离为 35～70m，在
采取声屏障后，其达标距离锐减，可在距离轨道 15m 处满足 4 类区昼间标准，
在距离线路 60～80m 能满足 4 类区夜间标准要求，因此建议工程高架段全线需
预留声屏障条件。
若考虑临路第一排有建筑物遮挡，则轨道噪声在第一排建筑物后迅速衰减。
第一排建筑物越高，遮挡作用越明显，在 12 层建筑物后就基本能够满足 2 类区
标准要求。因此，建议将规划区临路第一排建筑规划为高层商业建筑。
在地下段，风亭和冷却塔作为地下车站的附属配套设施，是主要的噪声源。
风亭和冷却塔一般置于轨道交通车站的两端。类比分析可知，风亭的噪声影响
很小，与居民楼距离达到 15m 以上，采取风口背向建筑物即可满足要求，冷却
塔噪声影响相对较大，影响集中在冷却塔运行的空调季节，可采取低噪声冷却
塔设备来满足环境要求。
就噪声影响情况来说，轨道交通车辆段与停车场基本类似，段内或场内的
主要噪声源为出入段（场）线走行的列车，由于列车在段（场）内走行速度一
般低于 20km/h，厂界噪声一般可满足 2 类区厂界标准。此外，段（场）内还有
检修、洗车等作业噪声，只要合理布局，影响均可控制在厂界标准范围。
3、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范围基本都覆盖了有线电视网，但轨道交通电磁辐射对采用天线收看
电视的用户存在影响。轨道交通电磁辐射主要来自于主变电站变电器因高压或
强电流感应形成的电磁辐射和架空接触网与列车受电弓之间不均匀摩擦和瞬间
离线产生火花放电所形成的电磁辐射，其辐射强度远低于标准要求。
根据国内轨道交通主变电站的测量、研究资料，主变电站无论建于地面还
是地下，距其边界水平距离 3m，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远低于《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中工频电场 4kV/m，工频
磁感应强度 0.1mT 的限值要求。
4、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实施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施工
期对大气环境影响主要包括施工过程中各种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和
挖土、运土、回填、运输过程产生的扬尘。污染大气的主要因素是粉尘、NOx、
SO2、 CO，其中粉尘污染最为严重，车辆排放尾气次之。运营期对大气环境影
响主要为减少地面交通汽车尾气形成的环境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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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轨道交通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期和运营期生产生活污水的排放。施
工过程的废水主要包括开挖、钻孔以及地下水渗漏所产生的泥浆水、各种施工
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及洗涤用水。运营期的污水主要包括车辆段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以及各车站生活污水。
6、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轨道交通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各阶段
对地下水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因素均各不相同。施工期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
为施工阶段各种废水（如基坑施工阶段机械故障产生的漏油、基坑开挖产生的
混浊泥浆水等废水）渗入地下后污染地下水，影响地下水水质；运营期对地下
水的影响主要为地下水与地下结构发生化学反应，即地下水腐蚀钢筋混凝土结
构从而影响地下水水质。
7、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隧道和地下车站出渣，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生
活垃圾等。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沿线生产及办公人员生活垃圾，列车更
换产生的废蓄电池，车辆段机械加工产生的废铁屑，污水预处理产生的水处理
污泥等。
8、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本次规划轨道涉及到的重要生态敏感目标有马山自然保护区、莲花山自然
保护区、黄牛埔森林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宝山森林公园等。轨道交通对城
市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是部分高架线路及车站、风亭等地面构筑物占地对周边
生态景观及土地资源的影响；轨道交通对郊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是高架及地
面构筑物产生的空间隔断，将使沿线自然生境的生态连通度有所降低，加上轨
道交通运行噪声及沿线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将使沿线土地利用强度加大。
3.2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振动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选择合理的轨道交通线路走向和隧道埋深，尽量避免直接从敏感点正下方
下穿，同时考虑“达标距离表”要求，控制线路两侧用地；重点从车辆条件、轮
轨条件、轨道结构、隧道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减轻振动环境影响。对学校实验
室、音乐厅等特殊建筑物，采取轨道工程减振、敏感保护目标支撑结构加固、
基础加固等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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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建设规划线网中郊区高架线路基本位于规划红线宽度大于 60m 的道路中
央，基本可满足规范要求。对于规划道路不满足宽度要求的线路，应调整轨道
交通线路规划或调整城市道路宽度。根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敷设情况，在
实施线路敷设方式调整的情况后，高架线路基本行进于城市规划主要干道中心，
结合声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在高架线两侧设置声屏障，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时根据线路两侧建筑情况具体实施。对于线路两侧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在采用声屏障不能达到其功能区标准要求时，可设置隔声窗降噪，保证室内声
环境达标，或个别零星敏感点，设置声屏障不经济的情况下也可采用隔声窗降
噪。
3、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地面设置的 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所宜远离居民区等敏感建筑，其
边界与敏感建筑物的水平间距应不小于 15m。
4、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合理设置风亭风口朝向，同时采用绿化措施，改善风亭进风质量，减少汽
车尾气对地下车站空气质量的影响。风亭附近 15 米外严格控制住宅、学校、医
院等敏感目标的建设，拟建其它建筑尽可能与风亭建设相协调，以最大程度减
轻风亭的环境影响。
对于车站附近尤其是风亭附近已规划的居住用地、文教用地等尚未进行建
设的用地，应控制建设住宅、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拟建建筑尽可能与风亭
相结合建设，以最大程度减轻风亭异味影响。
5、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规划中部分线路位于水源保护区内，轨道交通工程不同于一般工业项目，
属于非污染型生态建设项目，对水源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间，运营期间
对水源地的影响很小。评价建议在水源保护区内应选择合理的施工方式、加强
施工监理等措施，将轨道交通建设对水源地的影响降至最低。建设单位应通过
施工合同的方式，要求工程承包商在施工时严格按照规定的排水路线排水，尽
量减轻施工期废污水的影响。
运营期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就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生产废水中含
有石油类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通过沉淀、隔油等预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市
下水道水质标准》
（CJ3082-1999）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6、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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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科学的降水设计，合理地选择降水方法，把降水造成的环境影响降到
最低；靠近基坑的地表河流段应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基坑施工阶段产生的废
水须进行去污处理和澄清后达标排放；对潜在风险最大的车站深基坑开挖，应
采取强有力的工程护壁和防渗措施，并加强综合监测；施工时应及时对开挖处
进行回填，并适当增加地下水过水断面，最大限度减少轨道交通对地下水径流
的影响；同时，还应做好地下水监测工作。
7、固体废弃物环境减缓措施
工程弃渣应及时清运至指定渣场堆放，并做好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对运营
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处理；产生的铁屑和废水预处理
污泥回收和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卫生填埋。废蓄电池为危险固废，单独收集后由
生产厂家定期运回厂家处置。
8、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本次规划轨道涉及到的重要生态敏感目标有马山自然保护区、莲花山自然
保护区、黄牛埔森林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宝山森林公园等，建议下阶段按
照管理相关条例，经各主管部门许可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施工期采取防护措施，
如加强施工期管理，严禁在敏感区内设置施工营地和取、弃土场，以减小工程
建设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并做好车站景观设计。
9、工程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施工单位应结合东莞市气候特征，事先了解区内降雨特点，制订土石
方工程施工组织计划，避开雨季进行大规模土石方工程施工；进行土石方工程
施工时，应采取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同步进行路面的排水工程，预防雨季路
面形成的径流直接冲刷造成开挖立面坍塌或底部积水。施工弃渣应及时清运，
填筑的路基面及时压实，并做好防护措施；雨季施工做好施工场地的排水，保
持排水系统通畅。
10、其它环保措施
在规划线路工程设计阶段应作好对工程永久占用土地和施工临时占用土地
的合理规划，减少车场占地面积，尽量少占用耕地和绿化用地；城市园林绿地
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自然净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调节城市生态平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为尽可能减少由于轨道工程建
设对沿线城市绿地系统的影响，应加强轨道工程的绿化工作，建设绿化带。
建议轨道工程在可研阶段应积极与城市规划、园林部门沟通，线路车辆段
及维修基地、控制中心用地应符合相应规划，同时对规划工程沿线用地合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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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预留绿化用地，对高架线工程用地范围内加强绿化设计。轨道工程施工期
间应尽量保护征地范围内的植被，尽量减少对临时用地、作业区周围的林木、
草地、灌丛等植被的损坏；运营期高架线工程沿线全面实行绿化，绿化树种满
足与周边景观相协调、改善生态平衡、美化、优化沿线环境的要求。

4 规划方案调整建议
评价认为环境敏感区对规划线路实施制约性较小，规划产生的环境影响总
体可控。
1、建议下阶段的项目环评应具体评价工程对噪声、振动敏感区的影响并给
出相应的缓解措施，以将工程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2、规划中采用高架敷设方式的线路，在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应根据
城市当时的建设情况，核实声环境敏感点；结合工程所在区域环境特点，再次
分析线路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并对噪声超标的敏感点提出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
3、对采用地下敷设方式的线路，尤其是穿越建筑密集区域的地下线路在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应再次核实振动环境敏感目标，根据预测评价结论采取
适当的减振措施。
4、对位于规划区范围内的线路，在进行项目环评时对线路两侧规划用地类
型进行调查，提出规划控制距离。
5、在项目环评阶段，对于线路穿越的环境敏感区，应取得有关主管部门同
意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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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价结论
本规划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和能源政策，规划实施对东莞市土地资源、

能源、水资源压力小，所增加的环境负荷满足环境容量限值。与东莞市城市总
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总体相符合，规划实施对改善城市交
通环境、空气环境质量，引导城市实施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规划实施将产生一定的环境负面影响，在落实报告书提出
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规划调整建议后，可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因此，从环境保
护角度分析，本规划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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