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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3）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文件；

（4）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技术资料。

1.2 评价因子与评价标准

1.2.1 环境影响识别及评价因子

1.2.1.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特点及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环境状况，通过初步分析识别环境因

素（表 1.2-1），并依据污染物排放量的大小等，筛选本次评价的各项评价因子。

表 1.2-1 环境影响因子识别表

开发活动

环境资源

施工期 运营期

土建

工程

安装

工程

设备

运输

废水

排放

废气

排放

固废

排放

噪声

排放
绿化

垃圾

处置

车辆

交通

自然

环境

地表水 -1SP -1LP -1LP +1LP +3LP -1LP

地下水 -1SP -1LP +1LP +1LP

环境空气 -2SP -1SP -2LP +1LP +2LP -1LP

声环境 -2SP -1SP -2SP -1LP +1LP -2LP

土壤 -1LP -2LP -1LP +3LP

植被 -1LP -2LP -1LP +2LP

社会

经济

环境

农业 -1LP -1LP -2LP

工业 +1SP +1SP

能源 -1SP -1SP +2LP

交通 -1SP -1SP -1LP

生活

质量

生活水平 +1SP +1SP +1LP +1LP

人群健康 -1SP -1LP -2LP -1LP -1LP +1LP +2LP

人口就业 +1SP +1SP +2LP +1LP +1LP

备注：影响程度：1—轻微；2—一般；3—显著 影响范围；P—局部； W—大范围影响时

段：S—短期；L—长期 影响性质：+—有利 - —不利

1.2.1.2 评价因子

（1） 施工期

水环境：主要是基础施工和清洗搅拌设备产生的泥浆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污染因子为 SS、COD、氨氮、石油类。

大气环境：大气污染包括两部分，一是建筑材料堆放的风吹扬尘，二是施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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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道路扬尘，污染因子为颗粒物。

声环境：主要是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一般为 70~100dB(A)左右，污染因子为连

续等效 A声级。

固废：主要是渣土、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

（2） 营运期

根据项目排污特性、排污因子、等标排放量、控制标准等因素综合分析，项目运

行期及其它评价因子见表 1.2-2。

表 1.2-2 项目评价因子

项目 环境现状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总量控制

环境空气

SO2、NO2、NOX、PM2.5、PM10、TSP、
CO、Pb 、Cd 、Hg 、HCL、氟化

物（F）、H2S、NH3、二噁英

SO2、NO2、NOX、PM10、

TSP、CO、Pb 、Cd 、Hg 、

HCL、氟化物（F）、H2S、
NH3、二噁英

SO2、NOx

地表水环境 COD、氨氮、总磷 / COD、氨氮

地下水环境

pH、K++Na+、Ca2+、Mg2+、CO32-、

HCO3-、Cl-、SO42-、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总硬度、硝酸盐氮、亚硝酸盐

氮、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溶解性

总固体、As、Cr6+、Pb、Cd、Hg、
Cu、Zn、Fe、Mn、氟化物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Hg、
Cd、Pb、As /

环境土壤
pH、Cu、Zn、Hg、Cr、Pb、Cd、As、
Ni及二噁英

/ /

环境噪声 等效连续 A声级 等效连续 A声级 /

固废 -- 固体废弃物 工业固体废物

1.2.2 评价标准

根据所在地环保局关于本项目执行标准意见（详见附件）及项目实际情况，本项

目执行的评价标准如下。

1.2.2.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排放标准

（1） 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中 SO2、NO2、NOx、PM2.5、PM10、TSP、CO、Hg、Cd、Pb、

氟化物（F）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NH3、H2S、HCl

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二噁英类参照日本环境厅中央环境审

议会制定的环境标准，见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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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μg/m3） 标准来源

SO2

年平均 6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NO2

年平均 40

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NOx

年平均 50

24小时平均 100

1小时平均 250

PM10
年平均 70

24小时平均 150

PM2.5
年平均 35

24小时平均 75

TSP
年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300

CO
24小时平均 4（mg/m3）

1小时平均 10（mg/m3）

氟化物（F）
24小时平均 7

1小时平均 20

Hg①

年平均 0.0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日平均 0.14

一次 0.42

Cd

年平均 0.00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日平均 0.014

一次 0.042

Pb①

年平均 0.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季平均 1

日平均 0.0007（mg/m3）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TJ36-79）中居住区大气中有

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③

NH3 一次 0.2（mg/m3）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TJ36-79）中居住区大气中有H2S 一次 0.0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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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μg/m3） 标准来源

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③

HCl
日平均 0.015（mg/m3）

一次 0.05（mg/m3）

二噁英
②

年平均 0.6（pgTEQ/m3）
日本环境厅中央环境审议会制

定的环境标准
日平均 1.65（pgTEQ/m3）

一次 5（pgTEQ/m3）

注： Hg、Cd一次浓度标准、日均浓度标准按照 HJ/T2.2-93中一次取样、日均、年均浓度值比例

1：0.33：0.12换算得出。

根据环发【2008】82号文中指出，在我国尚未制定二噁英环境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参照日本

年均浓度标准（0.6pgTEQ/m3）评价。二噁英类小时、日均浓度标准按照 HJ/T2.2-93中一次取样、

日均、年均浓度值比例 1：0.33换算得出。

NH3、H2S、HCl 等污染物，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相关指标执行。

（2） 排放标准

焚烧炉技术要求及烟囱高度要求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见表 1.2-4、表 1.2-5。

恶臭污染物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限值要求，

其中厂界执行 GB14554-93表 1二级标准新改扩建要求，见表 1.2-6。

焚烧炉外排烟气结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和欧盟

对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EU2000/76/EC），按照从严控制的原则，确

定 SO2、NOX、颗粒物、CO、HCl、HF日均值标准执行 EU2000/76/EC，Pb+Cr等、

Cd+TI执行 EU2000/76/EC中测定均值标准要求，Hg和二噁英类执行 GB18485-2014

中测定均值要求；SO2、NOX、颗粒物、CO、HCl同时执行 GB18485-2014中 1小时

均值要求，具体标准值详见表 1.2-7。

表 1.2-4 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标表

序号 项目 指标 备注

1 炉膛内焚烧温度 ≥850℃
检验方法符合 GB18485-2014规

定要求
2 炉膛内烟气停留时间 ≥2秒

3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 ≤5%

表 1.2-5 焚烧炉烟囱高度要求

焚烧处理能力（吨/日） 烟囱最低允许高度（米）

≥300 60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1-12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表 1.2-6 恶臭污染物厂界及有组织排放标准值

序号 污染物 厂界浓度标准值（mg/m3）
有组织排放二级标准

（排气筒高度 30米）

1 NH3 1.5 27kg/h

2 H2S 0.06 1.3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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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7 焚烧炉烟气排放标准

序

号
污染物名称 单位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EU2000/76/EC 本项目排放标准

1小时均值 24小时均值 测定均值 日均值
半小时

测定均值 日均值 1小时均值 测定均值
100% 97%

1 SO2 mg/m3 100 80 / 50 200 50 / 50 100 /

2 NOX mg/m3 300 250 / 200 400 200 / 200 300 /

3 颗粒物 mg/m3 30 20 / 10 30 10 / 10 30 /

4 HCl mg/m3 60 50 / 10 60 10 10 60 /

5 HF mg/m3 / / / 1 4 2 1 / /

6 CO mg/m3 100 80 / 50 100 / 50 100 /

7 Hg mg/m3 / / 0.05 / / / 0.05 / / 0.05

8 Cd+TI mg/m3 / / 0.1 / / / 0.05 / / 0.05

9
Pb+Cr等其

他重金属 mg/m3 / / 1 / / / 0.5 / / 0.5

10 二噁英 TEQng/m3 / / 0.1 / / / 0.1 / / 0.1

注：本表规定各项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应符合 GB18485-2014“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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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及排放标准

（1） 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要求。具体标准值见表

1.2-8。

表 1.2-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关系 Ⅳ类水质标准（mg/L）

1 pH（无量纲） / 6-9

2 化学需氧量（COD） ≤ 30

3 溶解氧（DO） ≥ 3

4 高锰酸盐指数 ≤ 10

5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 6

6 氨氮（NH3-H） ≤ 1.5

7 氟化物（以 F-计） ≤ 1.5

8 总磷（以 P计） ≤ 0.3

9 挥发酚 ≤ 0.01

10 氰化物 ≤ 0.2

11 六价铬（Cr6+） ≤ 0.05

12 铜（Cu） ≤ 1.0

13 锌（Zn） ≤ 2.0

14 镉（Cd） ≤ 0.005

15 铅（Pb） ≤ 0.05

16 汞（Hg） ≤ 0.001

17 砷（As） ≤ 0.1

（2） 排放标准

本项目渗滤液在渗滤液处理站排口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表 2规定的浓度限值要求，以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

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全部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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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活污水等在生活污水处理站排口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

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回用。

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经总排口外排，总排口执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及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要求。

本项目执行标准见表 1.2-9~表 1.2-11。

表 1.2-9 渗滤液处理站出水水质标准

序

号
项目

《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

GB/T19923-2005
敞开式循环冷却

系统补充水

渗滤液处

理站出水

水质标准

1 pH值 － 6.5－8.5 6.5－8.5

2 悬浮物（SS）（mg/L） ≤ 30 － 30

3 浊度（NTU）≤ － 5 5

4 色度（度）≤ 40 30 30

5 生化需氧量（BOD5）(mg/L)≤ 30 10 10

6 化学需氧量（COD Cr）(mg/L)≤ 100 60 60

7 铁（mg/L）≤ － 0.3 0.3

8 锰（mg/L）≤ － 0.1 0.1

9 氯离子（mg/L）≤ － 250 250

10 二氧化硅（SiO2）≤ － 50 50

11 总硬度（以 CaCO3计/mg/L）≤ － 450 450

12 总碱度（以 CaCO3计 mg/L）≤ － 350 350

13 硫酸盐（mg/L）≤ － 250 250

14 氨氮（以 N计 mg/L）≤ 25 10① 10

15 总氮（mg/L） 40 － 40

16 总磷（以 P计 mg/L）≤ 3 1 1

17 溶解性总固体（mg/L）≤ － 1000 1000

18 石油类（mg/L）≤ － 1 1

1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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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氯
②
（mg/L）≥ － 0.05 0.05

21 粪大肠菌群（个/L）≤ 10000 2000 2000

22 总汞（mg/L） 0.001 － 0.001

23 总镉（mg/L） 0.01 － 0.01

24 总铬（mg/L） 0.1 － 0.1

25 六价铬（mg/L） 0.05 － 0.05

26 总砷（mg/L） 0.1 － 0.1

27 总铅（mg/L） 0.1 － 0.1

注：①当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换热器为铜质时，循环冷却系统中循环水的氨氮指标应小于 1 mg/L。

②加氯消毒时管末梢值。

表 1.2-10 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标准

序

号
项目

GB/T19923-2005
循环冷却用水

GB/T18920-2002 生活污水处

理站出水水

质标准
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

消防

1 pH值 6.5－8.5 6.0~9.0 6.0~9.0 6.5－8.5

2 色度（度）≤ 30 30 30 30

3 浊度（NTU）≤ 5 10 10 5

4 生化需氧量（BOD5）(mg/L)≤ 10 20 15 10

5 化学需氧量（COD Cr）(mg/L)≤ 60 － － 60

6 铁（mg/L）≤ 0.3 － － 0.3

7 锰（mg/L）≤ 0.1 － － 0.1

8 氯离子（mg/L）≤ 250 － － 250

9 二氧化硅（SiO2）≤ 50 － － 50

10 总硬度（以 CaCO3计/mg/L）≤ 450 － － 450

11 总碱度（以 CaCO3计 mg/L）≤ 350 － － 350

12 硫酸盐（mg/L）≤ 250 － － 250

13 氨氮（以 N计 mg/L）≤ 10① 20 10 10

14 总磷（以 P计 mg/L）≤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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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1000 1500 1000

16 石油类（mg/L）≤ 1 － － 1

17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5 1.0 1.0 0.5

18 余氯②（mg/L）≥ 0.05 0.2 0.2 0.05

19 粪大肠菌群（个/L）≤ 2000 3 3 3

20 溶解氧（mg/L）≥ － 1.0 1.0 1.0

表 1.2-11 总排口废水排放执行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总排口排放限值

GB8978-1996表 4三级 污水厂接管标准

1 pH 6~9 /

2 SS(mg/L) 400 200

3 COD(mg/L) 500 300

4 BOD5(mg/L) 300 120

5 NH3-N(mg/L) / 35

6 TP(mg/L) / 3.0

1.2.2.3 地下水质量标准

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见表 1.2-12。

表 1.2-12 项目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Ⅲ类

1 pH 6.5-8.5

2 总硬度 ≤450

3 硫酸盐 ≤250

4 氯化物 ≤250

5 氟化物 ≤1.0

6 挥发性酚类 ≤0.002

7 高锰酸盐指数 ≤3.0

8 硝酸盐氮 ≤20

9 亚硝酸盐氮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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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Ⅲ类

10 氨氮（氨氮） ≤0.2

11 铁（Fe） ≤0.3

12 锰（Mn） ≤0.1

13 铜（Cu） ≤1.0

14 锌（Zn） ≤1.0

15 汞（Hg） ≤0.001

16 砷（As） ≤0.05

17 镉（Cd） ≤0.01

18 铬（六价）（Cr6+） ≤0.05

19 铅（Pb） ≤0.05

注：单位：mg/L（pH除外）

1.2.2.4 土壤环境质量及飞灰控制标准

（1） 土壤环境

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见表 1.2-12。二噁英类参

照日本环境厅中央环境审议会制定的环境标准（250pg/g）。

表 1.2-12 项目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pH 砷 镉 铬 铜 铅 锌 镍 汞

＜6.5 ≤30（水田） ≤0.30 ≤250（水田） ≤50（农田等） ≤250 ≤200 ≤40 ≤0.30

6.5~7.5 ≤25（水田） ≤0.30 ≤300（水田） ≤100（农田等） ≤300 ≤250 ≤50 ≤0.50

注：单位：mg/kg，pH除外

（2） 飞灰控制标准

进入填埋场焚烧炉渣和固化稳定化处理后的飞灰，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01），同时又属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废物，

管理从严考虑计，故同时执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的要求后，进行填埋。标准

值详见表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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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3 本项目飞灰固化控制标准

序号 指标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mg/L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2008）mg/L

1 Pb 5 0.25

2 Cd 1 0.15

3 Cu 100 40

4 Zn 100 100

5 总铬 15 4.5

6 铬（六价） 5 1.5

7 Hg 0.1 0.05

8 Ni 5 0.5

9 As 5 0.3

10 Be 0.02 0.02

11 Ba 100 25

12 Se 1 0.1

13 含水率 / ＜30%

14 二噁英 / ＜3μg/kg

1.2.2.5 声环境质量及噪声排放标准

（1） 声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要求，详见表 1.2-14。

表 1.2-14 声环境质量标准

类别
标准值（单位：dB（A））

昼 间 夜 间

2类 60 50

（2） 噪声排放标准

项目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厂界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标准具体

数值见表 1.2-15至表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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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昼间（dB（A）） 夜间（dB（A））

70 55

注：夜间噪声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 dB（A）

表 1.2-1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2类 60 50

注：夜间频发噪声的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0dB（A）；

夜间偶发噪声的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dB（A）。

1.2.2.6 其它标准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改单）。

1.3 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

1.3.1 评价工作等级

1.3.1.1 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

选择《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中推荐估算模式对本

项目的大气环境评价工作进行分级。结合项目的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正常排放的主要

污染物及排放参数，计算各污染物的最大影响程度和最远影响范围，然后按评价工作

分级判据进行分级。

根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 1~3 种主要污染物，分别计算每一种污染物的最大地

面浓度占标率 Pi（第 i 个污染物），及第 i 个污染物的地面达标准限值 10%时所对

应的最远距离 D10%。其中 Pi 定义为：

Pi＝Ci / C0i×100%

式中，Pi—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Ci—采用估算模式计算出的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3。

C0i—第 i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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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 Pmax≥80%，且 D10%≥5km

二级 其他

三级 Pmax<10%或 D10%<污染源距厂界最近距离

其他
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的特殊项

目，评价等级一般不低于二级。

污染源参数见表 3.2-4，估算模式中计算参数选取见表 1.3-2。

表 1.3-2 估算模式计算参数选取

项目位置 平均风速 环境气温 熏烟 地形 建筑下洗

农村 2.6m/s 14.1℃，年平均 不考虑 简单 不考虑

计算结果见表 1.3-3

表 1.3-3 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判断结果

序号 污染源 污染物 Pmax(%)
最大浓度

出现距离(m)
D10%(m) 评价等级

1

焚烧炉烟气

PM10 0.29

894

/ 三

二

2 HCl 2.59 / 三

3 HF 0.66 / 三

4 SO2 1.29 / 三

5 CO 0.06 / 三

6 NO2 11.61 1500~1600 二

7 NOx 10.32 1200~1300 二

8 Hg 0.68 / 三

9 Cd 0.04 / 三

10 Pb 1.21 / 三

11 二噁英 0.27 / 三

12 石灰浆制备间 PM10 0.25 315 / 三 三

13 石灰粉车间 PM10 0.20 314 / 三 三

14 活性炭车间 PM10 0.13 313 / 三 三

15 飞灰固化车间 PM10 0.45 315 / 三 三

16 垃圾库房 NH3 0.43 132 /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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