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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移动通信工程实验室与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杜方 联系人 贾丹

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号

联系电话 18940223138 传 真 —— 邮政编码 110179

建设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号

立项审批部门 沈阳市浑南区发展和改革局 批准文号 沈浑发改审字[2015]5号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社会服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3160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3000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10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比例

0.3%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日期 2016年 12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1、项目由来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通信行业的政策扶持，通信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由工

信部颁布的《通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了通信业未来十二五期间的发展

重点为：统筹 2G/3G/WLAN/LTE等协调发展，加快 3G网络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优

化网络结构，提升网络质量，实现 LTE商用。

随着通信设备大规模入网，对通信设备的相关检测及测试，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通信

产品检验检测所需要仪器设备投入资金较多，一般中小型企业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受资金

面限制，无法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仪器仪表等专业设备用于检测。另一方面，国内具有相关

检测资质和能力的检测机构数量很少。而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辽宁省微波与射频工

程实验室、辽宁省企业技术中心及辽宁省博士后科研基地，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逐步形

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测试能力的检测平台，不仅可以用于企业自身的检测工作，而且

具备了对外承接检测任务的实力。因此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拟建设该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该建设项目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

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本项目应编制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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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报告表。受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移动通信工程

实验室与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6 年 3月，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对项目拟选址进行了实地踏勘，对周围环境概况和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查，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

本环境影响报告表。

2、建设项目概况

⑴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本期项目

不涉及征地和新建建筑，建设单位通过对自有产权的现有建筑一层和二层的调整和改造，

把一层和二层部分作为工程实验室用房，二层其余部分作为人员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

为 3160m
2
。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①基础设施的配置：搭建测试环境、电力系统改造；

②系统设备的引入：引入实现各种测试和服务所需的系统设备；

③操作平台的改造：改造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实验室；

④配套服务设施的改造：建立无尘试验区。

⑵建设规模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 4G 技术为核心、辐射 5G科研、兼容 2G、3G 应用测试的综合

性实验室；形成射频测试、功能测试、环境/可靠性测试的全套解决方案与测试能力，为

不具备测试验证能力或能力不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通信行业设

备供应商、服务商、运营商等提供面向实验、检测、研发、运维各环节的全套定制方案

与技术服务。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2。

表 1 主要技术指标

范围 项目 服务参数

委托

测试

通信产品射频指标测试

测试能力覆盖无线电射频、协议等多个技术领域。可以完

成 0～3GHz 无线局域网等多种产品的测试；完成移动通

信、模拟无线通信、无线接入、微波链路、广播电视、短

距离微功率等无线电设备的射频测试。信号源最大可支持

0-6G；频谱仪最大可支持 0-23.6G；网络分析仪及噪声测

试仪最大可支持 0-3G；均可满足 3G、4G产品的测试。

环境测试

可进行高温运行、高温贮存、低温运行、低温贮存、温度

循环测试、热冲击测试、湿热贮存、湿热循环等气候环境

测试，也可进行机械振动、冲击等力学环境测试。测试产

品体积不可大于 800*600*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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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产品测试 所有微波无源产品的测试

功能

验证

通信产品实验室测试 同射频测试

模拟无线网络环境功能验证 无线网络覆盖产品应用测试

租赁 仪器仪表、设备、测试平台

3、主要能源消耗

本期项目新增能源消耗情况见表 2。

表 2 能源消耗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1 能源 电 万 kw.h/a 15

4、主要设备

本期项目新增实验检测设备见表 3。

表 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服务项目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能

1

定制开发

阻抗分析仪 E4991B 1 用于测试阻抗

2 1G 混合示波器 4+16 MSO7104A 4 显示信号时域效果

3 数据采集开关单元 34970A 1 采集测试数据

4 电容漏电流测试仪 JS2686C 1 测试电容漏电参数

5 晶体管图示仪 NW4832 1
是一种能对晶体管的特性参数

进行测试的仪器

6 通用计数器 SP3120 1 专门用于测量高频和微波频率

7 高频示波器 DS081204B 2 显示高频信号时效果

8 河洛烧录器编程器 ALL-11P3 2 程序烧录工具

9 仿真器 E6000/S 1 程序仿真工具

10 矢量信号发生器 N5182A 4 产生各种调制信号

11 矢量信号分析仪 N9030A 2 分析信号的频谱响应

12
安捷伦仪表信号源

TDD 选件

N7625B-EF

P
10 使仪表产生 TDD-LTE 调制信号

13
安捷伦仪表频谱仪

TDD 选件

N9082A-1F

P
10 分析 TDD-LTE 调制信号

14
安捷伦仪表信号源

CDMA 选件

N9033A-1F

C
5 使仪表产生 CDMA 调制信号

15
安捷伦仪表频谱仪

CDMA 选件

N9082A-1F

P
5 分析 CDMA 调制信号

16
安捷伦仪表信号源

WCDMA 选件

N5128B-2E

F
5 使仪表产生 WCDMA 调制信号

17
安捷伦仪表频谱仪

WCDMA 选件

N9056A-1F

A
5 分析 WCDMA 调制信号

18 噪声系数分析仪 N8973A 2 用于测试噪声系数

19 逻辑分析仪 16803A 3 分析数字系统逻辑关系

20
委托中试

双定向耦合器 HP778D 2
用于测试大功率产品的反射驻

波

21 LCR 电桥测试仪 MT4090 1 LCR 电桥参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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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NA 网络测试仪 E5071C 4 测试微波器件 S 网络参数

23 驻波比测试仪 S331D 4
测试微波器件的驻波比、故障

定位

24 耐压测试仪 CS2673 1 用于测试产品的耐压极限值

25 手持激光测距仪
DISTO TM

D3
2

主要用于微波传输类产品的开

通、调测

26
调频广播综合测试

仪

CJ-MB300F

Z
1

27 气密性测试仪
VCR-1211-

A
1 测试产品气密性

28 绝缘电阻测试仪
VCR-7022-

A
1 测试产品绝缘电阻参数

29 无线终端仪 N4010A 1 测试移动通信网络参数

30 直流电源分析仪 N6705A 1 直流信号的跟踪及测试

31 光功率计 PMS-1M 4 测量不同波长的光功率

32 手持采集终端 XDA-3200 4 采集现网应用数据

33 可调失配负载
SHXGTSF80

-2045/80W
1 测试端口匹配度

34 数字可调光衰减器 GT-9B01 1 测试光路衰减范围

35 衰减器
SJ-SN-100

0-50
12 仪器仪表防护器件

36 电子负载 N3300A 1 测试开关电源电参数

37 信号屏蔽器
AW.MSJ04-

20F-03
2 屏蔽指定区域的移动通信信号

38 电磁场测试强仪 C.A41 1 测试电磁信号场强

39
DVB/ASI传输流播放

卡
DTA-100SP 1 DVB 码流播放

40
900M 反射互调测试

仪（台式机）

JCIMA-11-

900
2 测试器件的互调

41
800M 反射互调测试

仪（台式机）

JCIMA-11-

800
2 测试器件的互调

42
1800M反射互调测试

仪（台式机）

JCIMA-11-

1800
2 测试器件的互调

43
2100M反射互调测试

仪（台式机）

JCIMA-11-

2100
2 测试器件的互调

44 低互调负载 NTDTS-100 8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45 大功率负载
NTDTS-100

0
6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46 直流稳压电源 66311B 4 提供直流电源

47 带阻滤波器
AW.LBZ800

-20-1000P
2

测试特殊频段杂散发射

48 带阻滤波器
AW.LBZ900

-35-1000P
2

49 带阻滤波器

AW.LBZ180

0-50-1000

P

2

50 带阻滤波器 AW.LBZ2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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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000

P

51 带阻滤波器

AW.LBZ260

0-70-1000

P

2

52 光时域反射分析仪 AE2300 1 测试光信号时域参数

53 矢量网络分析仪 E5071C 3 测试微波器件 S 网络参数

54 高级屏蔽房 4*3*2.5M 1 电磁信号屏蔽

55 低互调测试线缆
DIN/N-1.5

M
2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56 低互调测试线缆
DIN/D-1.5

M
2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57 低互调测试线缆 N/N-1.5M 2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58 低互调测试线缆 DIN/N-2M 1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59 低互调测试线缆 DIN/D-2M 1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60 低互调测试线缆 N/N-2M 10 测试多端口器件互调辅助工具

61 宽带有源部分设备
NTPIM-081

0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2 宽带有源部分设备
NTPIM-182

2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3
无源部分（高反射互

调测试）

NTPIM-800

B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4
无源部分（高反射互

调测试）

NTPIM-900

B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5
无源部分（高反射互

调测试）

NTPIM-180

0B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6
无源部分（高反射互

调测试）

NTPIM-190

0B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7
无源部分（高反射互

调测试）

NTPIM-210

0B
1 测试天线反射互调指标

68 安捷伦 DTMB插件 1 用于分析 DTMB信号

69
WIA-PA 网络测试平

台
1 测试 WIA-PA 网络参数

70 电磁信号屏蔽室 5m*3m*2.7 1 电磁信号屏蔽

71
信号及无线网络测

试仪
TX701A 1 移动网络

72
TD-LTE 网络协议测

试仪
TM500 1

73 咨询服务 衰落模拟器 N5106A 1
可以产生模拟在真实移动接收

环境下的信号

74
委托中试/

定制开发
大功率互调负载 NTDTS-100 6 吸收射频信号

75

自动化测

试系统

功率容量系统自动

化平台
自主开发 1

测试 900MHZ/1800MHZ/2100MHZ

功率容量指标

76
反射/传输互调自动

化平台
自主开发 1 测试反射/传输互调

77 射频自动化测试平 自主开发 1 测试产品的电气指标



6

台

78
S网络参数自动化测

试平台
自主开发 1 测试微波器件的 S 网络参数

总计 265

5、公共设施

⑴供水：建设项目供水由市政统一提供，本期项目不新建水泵房，给水设施依托厂

区内现有设施，本项目不新增用水量。

⑵排水：本期项目不新增废水排放。现有项目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再由市政

管网排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⑶供电：由浑南新区供电局统一提供，依托厂区内现有完善的供配电系统，能够满

足本项目的用电需求。本期项目不新建箱变、高低压配电室等。

⑷供暖、通风：本项目供暖采取集中供暖，依托厂区现有换热站及供热系统。夏季通

风，依托厂区内现有集中空调，采用风冷冷水机组，本期项目无新增采暖面积，所以无新

增采暖耗热量，现有供热及空调供冷能力可以满足本项目建设的需要。

⑸其它：本项目不设食堂，员工用餐依托厂区已建的食堂，采用分时段用餐，可以

满足员工的用餐需求。

6、人员配置及工作制度

本期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项目所需人员由厂区内现有工作人员调剂，能够满足本

项目的人员需求。

本项目的工作制度采用单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 262天。

7、工程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个月，已在 2015年 1月开工建设，拟在 2016年 12月完成设备、

仪表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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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高歌路 6号，于 2006年建设，占地面积

11523.7m2，建筑面积 6000m2，主要为实验楼（A座），该项目于 2006年 7月取得浑南

区环保局批复，并于2015年2月通过环保验收，批复文号为：沈环保浑南验字[2015]0126。

2006年 7月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厂区进行扩建，新增建筑面积 31391.4m2（研发中

心 B座和综合楼 C座），并于同年 7月份取得浑南区环保局批复，于 2013年 6月通过环

保验收，批复文号为：沈环保浑南验字[2013]0059。本期项目为改扩建项目，主要是对

实验楼（A座）的一层和二层部分进行功能性改造，并引进相应的检验、试验设备。

根据现有项目环评报告及验收意见，现有项目情况如下：

1.现有污染物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现有项目主要为试验、检测类项目，无废气产生；废水、噪声、固废环保措施如下

表所示。

表 4 现有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验收文件落实情况

生活污水经厂区内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进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国家《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

求

生活污水经厂区内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进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国家《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

求

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二类标准要求

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二类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执行《辽宁省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

标准》（DB21-777-94）

固体废物排放满足《辽宁省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

控制标准》（DB21-777-94）

食堂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中型饮食业单位标准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 18m 高排气筒

高空排放，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小型饮食业单位标准

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二类标准要求

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二类标准要求

化粪池做好防渗，避免渗漏污染地下水 化粪池已做好防渗，不会渗漏污染地下水

2.总量控制情况

根据现有项目环评报告，现有项目污染物总量为：COD：1.266t/a，氨氮：0.077t/a，

工业固体废物：48t/a，工业粉尘：0.02t/a。根据验收文件，工业粉尘已经不在项目的污

染物排放之列。

3.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

根据现有项目环评批复及验收文件，项目已落实环评文件中要求的环保措施，在生

产经营中产生的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均已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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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存在环境问题。建议建设单位做好各环保措施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各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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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理位置

沈阳市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辽宁省的中部。浑南区位于沈阳的东南部，介于

东经 123°18'41"至 123°48'19"之间；北纬 41°36'10"至 41°57'54"之间，地跨浑河、太子河

两个流域，东部和抚顺市山水相连；南与苏家屯接壤；北与沈北新区毗邻，位于铁岭、

抚顺、鞍山、本溪、辽阳等辽宁中部城市的中心。

该项目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号，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地理位置

见附图 1。

2、地形地貌

地势东部较高，属低山丘陵地形；西部较低，属平原地形。区内山清水秀，东南、

东北部绿色自然植被丰茂，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14.3%。东北辉山为沈阳国际旅游风景区；

境内地形大体由浑河冲积平原和长白山余脉的低山丘陵所构成，其地势由西向东逐渐

升高。东南部属长白山余脉，山林风光绝佳，是沈阳国际旅游生态度假区。

3、水文地质

该地区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和孔隙承压水。孔隙潜水主要赋存在全新统砂

砾石层中，据抽水资料，降深 3.95m时，单井水量 4700m3/d，地下水水位埋深 12m左右，

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地表水体的渗透补给，水位随季节性变化，变幅达 2m左右。含水

层渗透系数 80~100m/d，孔隙承压水主要赋存在中更新统砂砾石混土地层中和上更新统

砂砾石中。据抽水资料，中更新统砂砾石混土层中地下水：降深 10.49m时，单井出水

量 1614m3/d，渗透系数 50~60 m/d。上更新统砂砾石中地下水：降深 8.08m时，单井出

水量 1903.4 m3/d，渗透系数 60 m/d。

4、气候特征

浑南区地处中纬度，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气候特点是：

一年四季分明，寒冷期长，雨热同期，干冷同季，降雨充沛，温度适宜，光照充足。年

平均气温为 7.4℃，全年无霜期约为 153天，年平均降水量为 705.4毫米，由于受地区垂

直差异和地貌植被等因素影响，降雨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均匀，降雨的分布由东陵向西北

逐渐减少，南部山丘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730毫米以上，西北地区 690毫米左右。全年太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3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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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辐射时数为 2618.6小时，属北方长日照区。

5、水资源状况

浑南新区内有白塔堡河自东南流入本区向西横穿至本区西部的沈营公路东侧，沿该

公路向西南，出新区后再向西至曹仲屯汇入浑河。白塔堡河发源于东陵区李相乡老塘峪

村，集水面积 178.1km2，流经李相、古城子、白塔镇和浑河站乡，全长 51.3km，在浑南

新区内河段长约 5.0km。

该区地下水主要赋存於第四系砂砾层中，为孔隙潜水，稳定水位在地面下 10.6～

11.2m，水量丰富，季节变化 1.0m左右。其次是下部第三系的砂砾岩层中的风化裂隙水，

局部为构造裂隙水，其富水性相对较差。

该区域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靠大气降水渗入补给和浑河的侧向补给。地下水流

向大体呈北东～南西向。其排泄主要靠人工抽水和农灌转化为地面蒸发。

6、生态环境

浑南新区属于辽河水系的浑河、蒲河冲积平原，其植被区系为辽河平原一年一熟农

业植被和草甸区。农田植被是该区的主要植被类型，作物种类贫乏。水田只种植水稻，

旱田以玉米为主，菜田种植的蔬菜种类稍多，但种植面积很少，只占全部面积的 2.1%。

该区主要植被类型有杨树林、刺槐林、芦苇群落和种植群落等。

浑南新区现有居民点较密集，交通通畅，人类活动频繁，大型野生动物早已绝迹，

主要有淡水鱼类和鸟类等。

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号，沈阳市浑南新区软件园内，

厂区南侧邻高歌路，北侧邻东科电力，东侧临昂立信息园，西侧邻新聪街，本期项目位

于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现有建筑内。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至附图 3，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4，

项目四邻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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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建设项目四邻情况

图 3 项目东侧昂立信息产业园

图 2 项目北侧东科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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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

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收集沈阳市环境保护局东陵分局环境监测站于2014年2月对亚泰国际花园

监测点位的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监测结果见表5，监测点位图见附图1。

表 5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单位：mg/m3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超标率

（%）
达标情况及最大超标倍数 标准值

亚泰国际花

园

PM10 日均值 0.119-0.149 / 达标 0.15

SO2 日均值 0.068-0.113 / 达标 0.15

NO2 日均值 0.033-0.054 / 达标 0.08
由监测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点位 SO2、NO2和 PM10日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2、声环境质量现状

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6年 3月 29日对本项目厂界环境噪声进

行监测，监测位置为厂界四周外 1m处，结果详见表 6，监测点位情况详见附图 1。

表 6 噪声监测数据及统计结果 单位：dB（A）

监测

项目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Leq 53.1 40.8 54.8 42.5 54.4 41.9 52.7 40.7
标准 60 50 60 50 60 50 60 50

由表 6可见，建设项目周围环境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1、保护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达到（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2、保护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四周声环境质量均满足（GB3096-2008）2类要求。

项目周围环境敏感点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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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项目周围环境敏感点一览表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户数/人口 位置 保护对象
距本项目边界距

离(m)
1 世纪新城 1186户/3558人 N

噪声、大气

280

2 沈阳市东旭中学 师生 892人 W 170

3 伯爵源筑 1028/3084人 W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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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⑴环境空气质量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表 8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
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日平均

1 SO2 0.15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2 NO2 0.08
3 PM10 0.15

⑵ 环境噪声执行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标准。

表 9 声环境质量排放标准 单位：dB/(A)
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⑴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表 1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建设项目建成后需要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指标有：

本期项目建设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办公、生活用水已在现有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中进行分析，并对办公、生活用水量及其污水排放量进行核算。

且本项目供暖采取集中供热，不另建锅炉，无废气排放。故本期项目不新增污

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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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项目运营期服务内容如下：

①委托测试服务：软件测试、射频测试、功能测试、环境测试。

②定制测试计划：功能模块测试计划定制、通信产品验证测试计划定制。

③定制开发：通信功能模块开发及试制、基于Modem直放站网管监控系统开发、

应用软件开发、自动测试系统、微波无源器件自动检测系统。

④技术服务：提供无线通信网络信号覆盖解决方案、提供无线网络资源智能调度综

合解决方案、提供室内分布系统升级改造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广电发射机系统集成方案、

提供通信产品信息、现场应用等方面的技术咨询。

⑤租赁服务：仪器仪表租赁、设备租赁、测试平台租赁。

具体服务内容详见表 11：

表 11 本期项目服务内容

序

号
服务内容 项目 服务对象

1 委托测试

通信模块射频指标测试

中小型同类企业：通常仪表不全面，

测试能力有限，提供资源共享。

各大院校：可提供测试环境，提供

技术科研设备、场地，提供操作、

实习岗位，带领大家更快、更有效

进入移动通信技术最前端，支撑移

动通信高速发展。

监控系统测试

放大器射频指标测试

基站、直放站射频指标测试

微功率设备射频指标测试

其他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指标及

功能验证如：“智能屏蔽系统”等。

环境测试

功分器、合路器等无源器件射频指

标测试

无源器件 PIM 测试

中小型同类企业：通常仪表不全面，

资源共享

各大院校：可提供测试环境

检测认证公司：大功率测试仪表缺

少

通信产品功率容限测试

中小型同类企业：通常仪表不全面

各大院校：可提供测试环境

检测认证公司：大功率测试仪表缺

少

2 委托中试

通信产品实验室测试 中小型企业：实验环境有限，缺少

模拟实际情况场景，我们可提供这

些服务，帮助企业完整准确验证产

品功能。

提供模拟无线网络环境进行功能

验证

功能模块测试计划定制 中小型企业：缺乏测试验证经验，

我们可根据多年的研发经验，专门

定制适合企业产品的测试计划，提
通信产品验证测试计划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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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验证准确性、及时性。

3 定制开发

通信功能模块开发及试制
中小型企业：开发能力有限，可与

我们签订协议，帮助完成某些功能

软件或系统的开发，提高研发效率。

基于 Modem 直放站网管监控系统开

发

应用软件开发

自动测试系统

中小型企业：人员配备不足，提供

测试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检测认证公司：测试人员有限，使

用自动测试系统，可提供测试效率，

降低劳动强度。

微波无源器件自动检测系统

中小型企业：人员配备不足，提供

测试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检测认证公司：测试人员有限，使

用自动测试系统，可提供测试效率，

降低劳动强度。

4 方案设计

提供无线通信网络信号覆盖解决

方案 中小型企业：经常出现无线网络覆

盖难题，缺乏一定的实际经验，我

们可根据丰富的现场经验提供合适

可靠的网络覆盖解决方案，为中小

型企业解决难题。

运营商：人员、技术经验不足，无

环境及指标测试手段。

提供无线网络资源智能调度综合

解决方案

提供 3G室内分布系统升级改造综

合解决方案

提供广电发射机系统集成方案

提供通信产品信息、现场应用等方

面的技术咨询

5 咨询服务
提供技术标书的解读及制作；提供

方案设计咨询以及技术咨询；

各类小微企业：具备灵活的研发能

力，但整体实力不足；各类中小系

统集成企业。

6 校准服务 提供仪器仪表校准服务
各类中小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

7 租赁

仪器仪表租赁
各类需求单位：协议租赁、资源共

享。
设备租赁

测试平台租赁

主要污染工序：

本期项目不涉及新建，系利用建设单位现有用房，不新增建筑面积和用地。故无施

工期。

本项目实验室在试验、检测过程中无需经过化学反应，也无有害气体和液体的排放；

无生产工序。项目主要污染物为试验、检测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该建设项目的主要污染工序见表 12。
表 12 污染物发生节点和污染因子

污染源 废气 废水 固体废物 噪声

施工期 —— —— —— ——

运营期 —— —— —— 试验、检测设备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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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
及排放量(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 —— —— ——

噪
声

主要的噪声来自为试验、检测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音（55~60dB（A））

其
他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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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期项目不涉及征地和新建建筑，建设单位仅对自有产权的现有建筑一层和二层

进行功能性调整和改造，建成无尘试验区，引入各种测试和服务所需的系统设备，并

进行安装与调试。故本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从略。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主要进行移动通信设备的检验、测试等工作，不涉及生产及加工工艺，因此

本项目运营期没有废气产生。

2、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本项目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由厂区内现有人员调剂。由于员工办公、生活用水

已在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进行分析，故本次评价不再对办公、生活用水量及其

污水排放量进行核算，故本次项目无新增废水排放。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运营过程中噪声污染主要来自试验、检测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余计算机、

小型机组的噪声均不超过 50dB（A）。具体噪声源见表 13。

表 13 项目噪声源情况汇总表

序号 噪声源 距离 声级 dB（A）
1 试验、检测设备 1m 55~60
2 计算机、小型机组 1m ≤50

按照 HJ/T2.4-2009中规定，选择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模式进行噪声环境影响预测。

基准预测点噪声级叠加公式

式中：

LP 总－叠加后总声级［dB(A)］；

LPi－i声源在基准预测点的声级［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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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噪声源分布个数。

距离衰减及能量叠加公式如下：

式中：Lr— 噪声源在预测点处的声压级；

Lro— 参照位置声压级；

在本次噪声源衰减的计算过程中，仅考虑距离衰减这个衰减因素，对于声能在传播

过程中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忽略不计。影响结果见表 14。

表 14 厂界噪声预测结果 单位：dB(A)

厂界位置 贡献值
现状监测值 预测值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东厂界 22.5 53.1 40.8 53.1 40.9 60 50

南厂界 21.3 54.8 42.5 54.8 42.5 60 50

西厂界 30.5 54.4 41.9 54.5 42.2 60 50

北厂界 30.5 52.7 40.7 52.7 41.1 60 50

由表 14 可知，经采取减振、消声措施后建设项目厂界噪声贡献值、预测值均能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对

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由厂区内现有人员调剂。由于员工办公、生活垃圾

已在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进行分析，故本次评价不再对办公、生活垃圾产生量、

排放量进行核算，故本次项目无新增办公生活垃圾。本项目运营中不涉及生产及加工，

故无固体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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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 —— —— ——

噪
声

尽量选用低噪音试验设备，试验、检测设备安装采用减振装置，加强设

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

高噪声现象。

其
他

——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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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工程概况

⑴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本期项

目不涉及征地和新建建筑，建设单位通过对自有产权的现有建筑一层和二层的调整和

改造，把一层和二层部分作为工程实验室用房，二层其余部分作为人员办公用房，总

建筑面积为 3160m
2
。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①基础设施的配置：搭建测试环境、电力系统改造；

②系统设备的引入：引入实现各种测试和服务所需的系统设备；

③操作平台的改造：改造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实验室；

④配套服务设施的改造：建立无尘试验区。

⑵建设规模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 4G技术为核心、辐射 5G科研、兼容 2G、3G 应用测试的综合

性实验室；形成射频测试、功能测试、环境/可靠性测试的全套解决方案与测试能力，为

不具备测试验证能力或能力不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通信行业设

备供应商、服务商、运营商等提供面向实验、检测、研发、运维各环节的全套定制方案

与技术服务。

二、环境质量状况

⑴ 环境空气质量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环境空气质量较好，所有点位 SO2、NO2、TSP和 PM10日均值均

未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⑵ 声环境状况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三、污染防治措施

营运期：

⑴大气污染物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

本项目主要进行移动通信设备的检验、测试等工作，不涉及生产及加工工艺，因此

本项目运营期没有废气产生。

⑵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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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本项目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由厂区内现有人员调剂。由于员工办公、生活用水

已在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进行分析，故本次评价不再对办公、生活用水量及其

污水排放量进行核算，故本次项目无新增废水排放。

⑶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

减轻噪声对大楼办公区域可能产生的影响，采取措施如下：

尽量选用低噪音试验设备，试验、检测设备安装采用减振装置，从而达到对噪声的

控制。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

的高噪声现象。

在采取有效减振降噪措施，以及经建、构筑物隔声后，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区标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⑷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

本项目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由厂区内现有人员调剂。由于员工办公、生活垃圾

已在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进行分析，故本次评价不再对办公、生活垃圾产生量、

排放量进行核算，故本次项目无新增办公生活垃圾。本项目运营中不涉及生产及加工，

故无固体废物产生。

四、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2013年第 21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属允许类项目。因

此，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五、总量控制

本期项目建设不新增加办公人员，员工办公、生活用水已在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中进行分析，并对办公、生活用水量及其污水排放量进行核算。且本项目供暖采取

集中供热，不另建锅炉，无废气排放。故本期项目建设不新增污染物排放。

六、环保投资

预计建设项目环保措施总投资为 10万元人民币，占总投资的 0.3%。

表 17 建设项目环保投资明细表 单位：万元

编号 投资项目 环境效益 金额(万元)

1 运营期设备消声、隔声、减振 减低噪声污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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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只要在施工期和运营期认真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及建议，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规划，扬尘、噪声、废水、废气等对周围环境影响可

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确保污染防治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确保周边居民不受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建设项目在拟选址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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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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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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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本报告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 1 立项批准文件

附件 2 其他与环评有关的行政管理文件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应反映行政区划、水系、标明纳污口位

置和地形地貌等)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二、如果本报告表不能说明项目产生的污染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应进

行专项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应选下列 1～
2项进行专项评价。

1. 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2. 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3. 生态影响专项评价

4. 声影响专项评价

5. 土壤影响专项评价

6. 固体废弃物影响专项评价

以上专项评价未包括的可另列专项,专项评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中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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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及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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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本项目一层平面图



29附图 3 本项目二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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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本项目厂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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