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

（2012 年 5 月 3 日，环办〔2012〕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

局：

为贯彻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引导和规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提高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质量，我部组织制定了《城市快速轨

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试行）》。现印发你们，作为开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参考。

附件：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

(试 行)

1 总体要求

1.1 评价目的

在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编制和决策过程中，通过对轨道交通线网布局、线路走向、敷

设方式等环境合理性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

影响的对策措施，促进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评价原则

（1）整体性原则：从城市空间格局整体性角度，分析评价轨道交通规划的环境合理性

以及规划方案优化调整的环境可行性。

（2）前瞻性原则：根据城市长远发展趋势，适度超前考虑轨道交通规划实施造成沿线

土地利用方式、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等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

（3）层次性原则：评价的重点、内容、深度和要求应与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的层次与

特点保持一致。

（4）有效性原则：突出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和优化调整建议及不良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

实效性。

1.3 评价重点



1.3.1 主要规划内容与重点资源环境因素

（1）主要规划内容包括线网格局、线路走廊、敷设方式、主要交通节点、配套设施选

址、运营系统和技术标准选择等。

（2）线网规划评价重点应关注土地与生态环境敏感区、地下水和地表水等方面；建设

规划评价应重点关注噪声、振动、电磁辐射、城市生态景观以及对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保护

目标等影响。

资源环境要素与规划主要内容的相关关系参见表 1-1。

表1-1 资源环境因素与规划主要内容的相关关系

序号 资 源 环 境 因 素 规 划 主 要 内 容

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敏感区 线网布局、线路走廊、敷设方式

2 振动 线网布局、线路走廊、技术标准选择

3 噪声 敷设方式、技术标准选择

4 地下水/地表水 线路走廊、敷设方式

5 城市交通 线网布局、运营系统规模

6 电磁辐射 敷设方式

7 城市生态景观 线路走廊、敷设方式

8 文物和历史文化保护目标 线网布局、线路走廊、技术标准选择、敷设方式

注：（1）敷设方式包括：地下、高架、地面段、以及地下—地上过渡段；

（2）主要技术标准包括：轨道（钢轨、扣件、道床）、车辆（车型、运行速度）、供电、行

车组织（编组、行车密度）等。

1.3.2 评价内容和重点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一般应包括：

（1）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2）规划方案概述

（3）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4）重大生态环境制约与支撑条件分析

（5）规划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

（6）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与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7）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的综合论证

（8）公众参与

（9）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价

评价重点：以近期建设规划为重点，考虑线网规划的总体布局。线网规划和评价重点是



资源环境制约与协调性分析，考虑的主要环境因素是生态环境敏感区、地下水和地表水等。

近期建设规划的评价重点包括资源环境制约与协调性分析，噪声、振动影响以及对地下水、

地表水、文物和历史文化保护目标等影响。

1.3.3 基本任务

（1）分析轨道交通规划方案在城市空间格局、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

方面与城市有关规划的协调性。

（2）评价规划线路走向、敷设方式、主要交通节点布局等对重要环境敏感目标可能产

生的长期性环境影响和重大环境风险。

（3）提出线网格局、走向、敷设方式、重要交通节点及配套设施布局等规划方案的优

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4）制定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价计划。

1.4 评价程序

2 评价重点内容

2.1 规划概述

2.1.1 线网规划方案概述

（1）简述规划编制背景。

（2）简要介绍线网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规划范围及年限、线网的功能层次（骨架线

和辅助线）及组成布局、车辆段及停车场设置、线路敷设方式、线网规划实施计划、控制中

心设置和系统制式等。

公

众

参

与

现状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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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3）基本图件应包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规划线路敷设方式示意图、换乘枢纽的布

局图、车辆维修基地、停车场及车辆段布局图等。

2.1.2 建设规划方案概述

（1）简述建设规划内容，包括：规划范围与年限，规划目标，线路布局方案，建设时

序，车辆段及停车场设置，车辆、线路、轨道及车站等相关技术标准（如车辆规格、最高运

行速度、轨距、钢轨、扣件、道床等），运营方案、系统制式、结构与施工方法和投资估算

及资金来源等。

（2）基本图件应包括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图，规划线路敷设方式示意图、换乘枢纽的布

局图，车辆维修基地、车辆段及停车场布局图等。

（3）建设规划与线网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协调性说明。

2.1.3 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回顾性评价

（1）对于已经实施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应当简要说明轨道交通规划的发展历程

和建设情况，特别是线网构架变化情况；在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中，应具

体说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措施的落实情况。

（2）快速轨道交通建设情况说明应包括：线网的现状，已建线路的建设时间、线路走

向、长度，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建设情况、采用的车辆、轨道及车站等相关技术标准（如

车辆规格、最高运行速度、轨距、钢轨、扣件、道床等），运营方案和系统制式等。

（3）调整建议和减缓措施的采纳情况说明应包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中

提出的线路走向、敷设方式、系统制式、车辆和轮轨、技术标准、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布



设等调整意见，以及关于减振、防噪等措施要求。说明未采纳的原因。

（4）规划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

2.2 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2.2.1 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1）采用列表分析法，按照资源环境要素识别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与相关规划在资源利

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冲突。应当考虑的相关规划类型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以及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等。

（2）分析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含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以及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协调性。

（3）分析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声环境功能区划）、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等的协调性。

（4）按照主要资源环境要素列出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与现有相关规划存在冲突和矛盾的

内容，给出解决规划冲突的相应建议和对策。

2.2.2 主要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分析

（1）分析规划方案特别是线路走向和主要交通节点布局存在的重大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2）分析规划方案涉及的环境敏感区可能对规划的线路走向、主要交通节点布局、配

套设施选址等形成的关键制约。

（3）可能采取的优化线路走向、敷设方式、配套设施选址等主要措施。

2.3 现状调查与评价

（1）区域自然环境现状调查以收集区域现有资料为主。调查范围应涵盖线网规划服务

范围。包括：自然环境调查、社会环境调查、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环境敏感区调查、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等。

（2）基本图件收集包括地形图、水系图、区域水文地质图、环境功能区划图、土地利

用现状图、环境敏感区分布图等。

（3）环境敏感区的调查应包括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覆盖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生态功能区、饮用水源地、文化风貌/历史文物建筑、历史遗迹、

集中居住区、文教区等环境敏感区，包括地理位置，环境敏感区的类型、分布特征，保护区

区界范围等，说明规划线路与环境敏感区的关系；采用图、表方式列出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与

环境敏感区的相对关系。

（4）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应包括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服务范围内土地利用的现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禁建区、限建区等控制土地开发利用的区划。

（5）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内容一般包括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城市

区域声环境、振动环境等。环境质量现状主要以常规监测资料为主。对于已经建成的线路，

应开展沿线振动、噪声的现状监测。



2.4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指标筛选

2.4.1 环境敏感目标的识别

（1）环境敏感目标类型应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生态功能区、饮

用水源地、文化风貌/历史文物建筑、历史遗迹、集中居住区、文教区等。

（2）采用图件、列表方式表述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线路与环境敏感目标的关系（如穿行

方式、临近距离、交界面长度等）。

（3）规划与环境敏感目标临近关系的判断依据：规划线路两侧 1公里范围内的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文化风貌/历史

文物建筑、历史遗迹等；规划线路两侧 500 米范围内的集中居住区、文教区、医院、养老院

等声环境敏感目标；规划线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的集中居住区、文教区、医院、文物保护单

位等振动环境敏感目标。

2.4.2 确定环境目标

（1）针对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可能涉及的主要环境要素、环境敏感区及主要的资源环境

制约因素，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及城市环境保护目标，确定快速轨道交通规

划实施的环境目标。

（2）在确定环境目标时，应当收集城市环境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城市综合

交通规划、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等资料，征求城市规划、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2.4.3 评价指标筛选

（1）根据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目标以及确定的环境目标，筛选定量或定性的评价指标，

既能反映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的核心要素，又易于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和跟踪监测。

（2）评价指标分强制性指标和预测性指标，重点考虑土地利用、生态敏感区、噪声、

振动、水环境、电磁辐射等。

（3）根据城市环境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等，确定强制性指标的评价指标值，并征求城市规划、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的

意见。

2.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5.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解析快速轨道交通线路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主要交通走廊、禁建区和限建区位

置关系，分析规划线路（主要指地面和高架线路）走向和布局在土地利用方面、生态环境方

面是否存在重大制约，沿线土地开发利用可能对重要生态环境功能区带来的影响。

（2）分析规划实施对城市各类土地和环境敏感区的直接影响，根据占地类型和生态环

境功能，评价直接影响的可接受程度。

（3）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识别规划实施可能诱导土地开发的区段，

分析规划实施可能导致的城市空间拓展的态势，及由此对各类生态功能区的影响程度和潜在



后果。

2.5.2 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1）对规划地上线段（含高架线）、过渡段的列车运行噪声和风亭及冷却塔噪声影响进

行预测评价；分析不同情景下的噪声达标距离。

（2）预测方法推荐采用类比分析法，也可以选用模式预测法。采用类比法进行预测时，

应当保证类比原型基本技术参数指标与评价线段技术参数指标的可类比性，以及沿线地面交

通状况的相似性。选用模式预测法进行预测时，应根据规划方案的详细程度和技术经济可行

性，设计不同（技术参数）的预测情景。

（3）列表说明快速轨道交通线路沿线道路规划红线宽度、声环境功能区和 500 米范围

内的声环境敏感区；结合噪声主动控制的可行性，分析评价线路走向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影

响。对于存在制约的线路区间，应提出有效、可行的对策和措施。

（4）采取噪声主动控制措施情况下，如噪声影响预测值接近或超过标准值，应对该区间

规划沿线的土地利用等提出环境保护控制要求。当风亭、冷却塔选址涉及与居民区、学校、医

院等环境敏感区紧邻时（距离＜30米），需要对风亭、冷却塔设计和选型提出控制要求。

（5）在采取可行的噪声主动控制措施情况下，分析车辆段、停车场选址的声环境合理

性。

2.5.3 振动影响预测与分析

2.5.3.1 振动环境影响预测

（1）对规划地下线段、过渡段列车运行导致的地面振动进行预测评价；预测不同情景

下（如不同的轮轨、枕轨、减振扣件条件等）列车运行对不同类型建筑物的振动影响水平和

达标距离。当隧道上方距外轨中心线两侧 10 米范围内有建筑物时，应预测建筑物内的二次

结构噪声。

（2）预测方法推荐采用类比分析法，也可以选择模式预测法。其中，采用类比法进行

预测时，应当保证所引用的类比原型在基本技术参数指标、地质条件等方面与评价线段的可

类比性。采用预测模式进行预测时，应根据规划方案的详细程度和技术经济可行性，设计不

同（隧道埋深、轮轨条件等）的预测情景，并根据当地地质条件选择有关参数。

（3）列表说明快速轨道交通地下线段沿线地面 100 米范围内的振动敏感目标、建筑物

类型以及与地下线段的关系;结合线路振动达标距离预测结果，综合分析规划线路选线在振

动环境影响上存在的制约；对于存在制约的路段，应提出可行的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和减

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2.5.3.2 振动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影响预测

（1）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振动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影响，以振动速度 v（毫米/秒）

为评价量进行评价。

（2）采取类比监测数据评价时，应注意评价对象与类比对象的主要技术参数、地质条



件、建筑物与地下线线路距离、建筑物结构类型与评价线段相应指标的一致性。

（3）采用列表（表 2-1）分析方法说明规划线路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振动影响

程度，对可能造成敏感目标振动超标的路段，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措施。

表2-1 线路与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关系

序号 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级别 影响线路
与线路中心线

水平距离（米）

轨道埋深 20 米

时距离线路（米）
建筑类型

注：明确线路中心线与建筑物本体距离、与建筑物保护范围边界距离、与建筑物监控范围

边界距离

（4）当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涉及历史文化街区时，应分析评价振动对各类建筑的影响，

以及地面线段（包括高架线段）、地面设施对历史文化风貌、景观的影响。

2.5.4 地下水影响分析

（1）分析规划地下线段与主要含水层、地下水补给区、径流区和排泄区的关系；确定

地下线段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含水层富水度。

（2）如线网规划涉及的地下水水源为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应以图件方式表述地下水主

要供水含水层的埋藏情况、主要供水含水层的补给区、径流区、排泄区及流向。

（3）当规划线路穿越地下水敏感区时，应将地下水作为评价重点；当承压含水层顶板埋

深不足30米时，应分析地下线段、地下换乘枢纽与承压含水层的关系，避免对地下水承压含水

层造成影响；地下线段敷设区域属于地下水贫水区、弱富水区时，可简化地下水影响分析。

（4）地下水敏感区包括生活供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

建和规划的水源地）准保护区；除生活供水水源地以外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

相关的其它保护区，如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5）根据水文地质相关资料及图件，判断地下隧道、地下换乘枢纽等在含水层中占位；

根据地下水位和流向，分析规划线网对地下水流的切割状况；地下隧道通过地下水富水区并

对地下水流形成切割时，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地下隧道的雍水影响。

2.5.5 地表水影响分析

（1）规划方案实施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主要考虑规划线路走向和敷设方式对地表水

II 类以上水体功能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规划车辆段、车站和

综合检修基地等配套设施排水的环境影响。采用叠图法和临近度指标，分析规划线路

走向与水环境敏感区的关系。

（2）对于规划线路从地表水 II 类以上水体、饮用水源保护区穿越的，应对规划线路走



向或敷设方式提出优化调整建议。对于规划线路从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界区外侧穿越、

以及可能阻断自然湿地水力联系的情形，应进行环境影响的多方案比选。

（3）当规划车辆段、车站和综合检修基地等配套设施选址不在市政污水管网服务范围

内，应分析水污染防治措施的环境可行性。

2.5.6 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1）轨道交通涉及的电磁辐射源主要包括主变电站、输电线路及地下段电器设施的工

频电场、工频磁场辐射影响，以及高架区段列车运行时的电磁噪音。列表分析规划方案实施

可能涉及的电磁辐射源和可能影响的范围。

（2）采用类比法分析主变电站的电磁辐射影响范围和电磁辐射的防护距离，说明主变

电站选址的环境合理性。

2.5.7 城市生态景观影响分析

（1）影响城市生态景观的工程主要包括高架轨道、桥梁、车站、风亭、冷却塔等。

（2）应考虑车站、风亭、冷却塔等地面构筑物的布局、结构、外形等与周边整体建筑

风格、城市风貌是否协调。

2.5.8 对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1）现有城市综合交通模式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发展趋势。

（2）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实施对城市居民生活的改善和对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变，包括居

民出行效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缓解交通压力，以及改善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衔

接等方面的正效益。

（3）快速轨道交通占城市公交客运交通流量的比例、分布状况，说明在改善城市大气

环境污染、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2.6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与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1）当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方案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

上层位规划不协调时，应优先考虑对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方案进行调整。

（2）从线网布局优化、局部线路走向和敷设方式调整、技术标准选择、配套设施选址

的优化、建设时序调整以及城市建设规划用地控制等方面综合考虑，逐一列出对规划方案的

优化调整建议。对线网结构和线路“走廊”的优化调整建议，应以不同线路方案的环境影响

比较为基础；对振动与噪声减缓措施，应包括线路走向和敷设方式调整、技术标准选择等；

对于城市规划拓展区域内的线路，应充分考虑城市规划的土地使用类型和声环境功能要求及

其调整的可行性。

（3）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建设时序，提出环境保护对策与减缓措施，以及阶段性任务目

标与跟踪监测要求。

（4）列表给出对快速轨道交通沿线土地使用类型进行限制或调整环境功能区的线段，

并说明调整的可行性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2.7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的综合论证

2.7.1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综合分析

（1）简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提出的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不良环境影响减缓

措施纳入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方案和规划文本的有关情况，并说明优化调整建议是否导致快速

轨道交通规划指标发生改变。

（2）从规划线网布局、线路走向、敷设方式、技术标准选择的环境合理性，骨干线、

辅助线在满足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目标，重新分配城市客运交通流量的作用和优先性等方面分

析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

（3）对于尚未纳入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方案中的优化调整建议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应

分析其实施的困难和制约因素，并列表提出优先顺序（见表 2-2）。

表2-2 规划实施的优先顺序

议题 建 议 的 内 容 实 施 优 先 顺 序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制约

2.7.2 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规划方案的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包括三个方面：

（1）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环境保护

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相协调。

（2）满足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目标。

（3）满足城市环境保护目标和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目标。

按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涉及的主要资源环境要素列表（见表 2-3）分析推荐规划方案与环

境目标可达的程度。

表2-3 规划线网方案与环境保护目标可达性分析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规划方案满足目标要求的程度

1 2 规 划 线 路

噪声与

振动

（1）噪声达到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的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地下线段部分）

（地面线段部分）

（2）振动对历史文化街区、文

物古迹产生危害



（3）振动对地面建筑物的影响

……

注：表格中可以采用“√”表示与环境目标相符合；“*”表示涉及到环境敏感区，但通过采

取措施可减轻其影响；“”表示较难满足环境目标要求；“/”表示不涉及，“-”表示

建设规划阶段暂不分析。

2.8 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价

（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结合规划的不确定因素，给出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需要

跟踪监测的主要环境问题。

（2）结合快速轨道建设进度安排，提出阶段性跟踪监测的要求。

（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结合规划不确定因素，对建设规划方案中的具体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提出评价的重点任务和简化意见。

2.9 公众参与

（1）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发布公告或设置意见箱等形式开

展，也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传媒途径开展。

（2）应公开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需充分听取发

改、规划、国土、环保、文物、市政园林、水务等有关部门的意见以及规划直接影响的有关

公众意见和建议。

（3）在开展公众参与时，应重点说明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以及减缓、

控制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4）对公众参与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应予以梳理，对未采纳的意见应说明理由。

2.10 评价结论

采用非技术性文字，总结性说明轨道交通规划评价结论。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1）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概述及分析；

（2）环境现状及主要制约因素；

（3）规划实施可能导致的主要环境影响；

（4）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论证及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

（5）推荐的规划方案及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6）公众参与意见采纳与否情况说明。

3 其他要求

3.1 推荐技术方法

推荐的主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方法见表 3－1。

表 3－1 主要环境影响分析推荐的技术方法

环 境 主 题 推 荐 的 技 术 方 法



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列表分析法

土地与环境敏感区 叠图法及列表分析法

噪声与振动 模式预测法及类比分析法

地下水/地表水 叠图法、专家判断法

城市交通 专家判断法

电磁辐射 类比分析法

城市生态景观 综合分析法

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模式预测法及类比分析法

3.2 图件要求

（1）图件应选择适当的比例尺，清晰、完整、准确地反映规划布局、评价区域环境状

况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等信息；当规划范围较大时，可对重点区域给出局部放大图，确

保相关图示信息清晰。

（2）图件需准确标示图名、指北针、比例尺、图例、注记等相关内容。

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收集和使用的图件见表3－2。

表 3－2 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图件及要求

序号 类 型 图 名

1

轨道交通规划相关图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2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图

3 线网规划线路敷设方式示意图

4 线网规划主变电站布置图

5 线网规划线网换乘点分布图

6 线网规划车辆基地、定修段、停车场分布图

7

轨道交通规划相关图

线网规划主变电所、控制中心分布图

8 线网规划建设时序图

9 建设规划线路敷设方式示意图

10 建设规划各条线路平面示意图

11 建设规划控制中心及主变电站分布图

12 建设规划中对线网规划调整情况示意图

13 建设规划车辆基地分布图

14

区域自然环境现状

区域地理位置图

15 区域地形图

16 区域地表水系图



序号 类 型 图 名

17 区域水文地质图

18 区域地下水位埋深图

19 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

20

环境保护与环境敏感区

城市大气、水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21 与规划相关的水源地保护区划图

22
与规划相关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以及重

要湿地和重要生态保护用地等生态敏感区区划或范围图

23 与规划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目标分布图

24 区域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区分布图

25

相关规划图

城市总体规划图

26 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管制图

27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图

28 生态功能区划图、生态功能保护区划图

29

叠 图

在规划协调性分析中，规划线路布局与相关规划叠图分

析的叠加图

30
在影响分析中，规划线路布局与环境现状因子叠图分析

的叠加图

31 其他图件 需要说明的其他图件

4 报告书编制框架

（1）总体要求：文字简洁，图文并茂，数据翔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

（2）编制框架

1 总则

1.1 规划背景及任务由来

1.2 评价依据

1.3 评价目的与原则

1.4 评价内容与重点

1.5 评价范围与时段

1.6 评价工作思路与程序

1.7 评价目标与方法

2 规划概述及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2.1 轨道交通规划回顾性评价

2.2 规划方案概述



2.3 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自然生态环境概况

3.2 社会经济概况

3.3 环境质量概况

3.4 主要环境敏感区现状

3.5 城市土地利用现状

4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

4.1 环境敏感目标识别

4.2 确定规划的环境目标

4.3 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5 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5.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5.2 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5.3 振动影响预测与分析

5.4 地下水影响分析

5.5 地表水影响分析

5.6 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5.7 城市生态景观影响分析

5.8 社会影响分析

6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6.1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6.2 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7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7.1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7.2 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控制建议

7.3 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8 公众参与

8.1 公众参与目的与对象

8.2 公众参与内容与形式

8.3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

8.4 公众参与意见以及采纳情况说明

9 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价

9.1 跟踪监测的重点和计划



9.2 对规划包含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与建议

10 执行总结

10.1 困难和不确定性分析

10.2 总体评价结论

10.3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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