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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1 000 kV变电站厂界噪声治理技术研究 

齐建召，张国华，李永桂 
(河北省 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石家庄 050031) 

摘要 ：为 了降低天津 南 l 000 kV 变电站的厂界噪 声，对荆 门交流 1 000 kV 变电站噪 声源强和 主 变压 器与高压 电抗 器的噪 声 

源频谱特性进行调研，运用计算机噪声模拟软件 SoundPI AN对天津南交流 1 000 kV变电站的噪声进行 了预测，提 出了噪声 

控 制措施 ，并说 明治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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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oundary Noise Control Technology of 1 000 kV AC Substation 

Qi Jianzhao，Zhang Ouohua，Li Yonggui 

(Hebei Electric Power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duce the boundary noise of the Tianjin south 1 000 kV substation，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Jingmen 1 

000 kV AC substation noise，this paper carries out research of the main noise source intensity，spectrum characteristics，fore— 

castes noise on Tianjin south 1 000 kV AC substation using computer simulation software SoundPLAN，and puts forword the 

noise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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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流特高压 电网的迅速发展 ，交流特高 

压变电站的厂界噪声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 

相关环保法律规定，建设项 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之前 ，其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设施必须达到 国家 

规定要求 ，否则，该建设项 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 。该文在荆 门交流 1 000 kV 变 电站 噪声调研 

的基础上 ，开展了天津南交流 1 000 kV变 电站主 

要噪声源的源强、频谱特性 、Box in技术和隔声屏 

障研究。运用 SoundPLAN噪声预测软件l_1 对天 

津南交流 1 000 kV变 电站进行 了建模 、预测 ，提 

出了噪声控制措施 ，使得 厂界排放 噪声满 足国家 

相关标准。 

1 交流 1 000 kV变电站噪声 控制标准 

交流 1 000 kV变 电站厂界排放 的噪声必须 

满足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 

放标准》中对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 

GB 12348—2008对不 同声环境功 能区的噪 

声限值见表 1。 

表 1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 噪声 排放标准 dB(A】 

边界处声环境功能区类型 时段 

昼间 夜间 

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环评批复要求，天 

津南交流 1 000 kV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执行 2 

类声 环境功能区标准 ，即昼 间噪声 不高于 60 dB 

(A)，夜间噪声不高于 50 dB(A)。 

2 荆f-1交流 1 000 kV变电站噪声源调研 

天津南交 流 1 000 kV 变电站的设备选 型与 

荆门交流 1 000 kV 变电站类 似。根据 已运行 的 

荆门 1 000 kV变 电站噪声测试结果分析，交流特 

高压变电站 的主要噪声源包括主变压器、高压 电 

抗器 、并联低压电抗器等大型声源设备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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