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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阀。

汽轮机运行监视和保护：汽轮机超速时，危急遮断器动作，使危急保安装置泄油，

逆止速关阀关闭，机组停机。

2.9.5.11 汽轮机润滑油系统

汽轮发电机组润滑油系统主要由主油箱、辅助油泵、交流润滑油泵、直流事故油

泵、冷油器、滤油器、注油器和有关管路附件等组成。

2.9.6 烟气净化系统

垃圾焚烧烟气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烟尘、SO2、HCl 及 NOx，及少量 HF、重金

属和二噁英等。

烟气净化拟采用“SNCR+半干法（石灰浆）＋干法（Ca(OH)2）+活性炭喷射+袋

式除尘”净化工艺。

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一般由 SNCR炉内脱氮系统、石灰制浆系统、反应塔、旋

转喷雾系统、活性炭喷射装置、布袋除尘器和飞灰输送系统等组成。

烟气处理工艺流程如下：本项目选用炉排焚烧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同时设置

一套 SNCR脱硝系统，采用氨水溶液作为还原剂，向烟气中喷氨水溶液，在高温（900～

1100℃）区域，通过氨水分解产生的氨自由基与 NOx反应，使其还原成 N2、H2O和

CO2，达到脱除 NOx的目的。

脱硝之后 190℃的烟气，从反应塔顶部经过导流板均匀地进入旋转喷雾脱硫塔内。

旋转喷雾器布置在塔顶部中心，配制好的石灰浆液经高速旋转的雾化器雾化后与烟气

同向喷入中和反应塔。在塔内，流体的速度减慢，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和碱性水膜有较

长的接触时间。石灰浆与热烟气流中的 HCl、SOx、HF等酸性气体进行反应。喷射

的石灰浆液蒸发并将烟气冷却到 140℃～160℃，并生成干燥粉末状反应物 CaCl2、

CaF2、CaSO3及 CaSO4等。该冷却过程还使二噁英、呋喃和重金属产生凝结。反应生

成物中的一部分在反应塔底部排出，一部分随着烟气从位于反应塔中间的烟气管道离

开喷雾反应塔。

为了进一步去除烟气中酸性气体，本项目设置干法脱酸系统。该系统主体设备为

消石灰储存装置和喷嘴，采用管道喷入法，直接将消石灰通过高效喷嘴喷入反应塔和

除尘器之间的管道内。消石灰粉末与酸性气体 HCl、SOx等进一步反应，能有效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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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半干法处理后烟气中剩余的酸性气体。

活性炭喷射系统是控制垃圾焚烧炉烟气中的重金属及二噁英最有效的净化技术。

活性炭喷入喷雾反应脱酸塔出口烟道中，通过文丘里烟管与烟气充分混和，在烟气流

向下游的布袋除尘器过程中，活性炭吸附烟气中的重金属（如 Hg）及二噁英。吸附

了污染物的活性炭在布袋除尘器中被布袋拦截，从烟气中分离出来，因而除去了烟气

中的重金属及二噁英，没有吸附污染物的活性炭在布袋形成滤饼的过程中继续吸附烟

气残留的重金属及二噁英。

布袋除尘器选用脉冲式除尘器，主要由支撑、灰斗、中部箱体、上部箱体、滤袋、

喷吹系统、控制系统、卸灰系统等几部分组成，采用中部进气、分室结构，在线或离

线清灰（可切换）。含尘烟气由进风口进入灰斗，部分较大的尘粒由于惯性碰撞、自

然沉降等作用直接落入灰斗，其它尘粒随气流上升进入各个袋室；在除尘器入口烟道

中喷入的消石灰干粉和反应助剂在除尘器布袋表面形成稳定高效的反应床和吸附层，

当烟气流过反应床和吸附层时，其有害成分与消石灰充分发生化学反应或被吸附，以

实现脱除有害物质的目的。经滤袋过滤后，尘粒、反应产物及被吸附的成分被阻留在

滤袋外侧，净化后的气体由滤袋内部进入上箱体，再通过提升阀、出风口排入大气。

灰斗中的粉尘定时或连续由星型卸料器卸出。控制系统接入全厂 DCS控制系统；清

灰采用定时或定阻力清灰。

除尘后的烟气经引风机排入 1座 80m高集束烟囱（2个排气烟管）进入大气。

本工程中设 2条烟气净化线，与 2条焚烧线对应。所有公共设施（石灰浆配置及

喷射系统、消石灰和活性炭及喷射系统、氨水储存和喷射系统等）的设置能满足 2

条烟气净化线的要求。

Ca(OH)2和活性炭从厂外罐车运来，经压缩空气将其输送至各自贮仓中，贮仓顶

部设有排气过滤器及排风机，在送料时保持仓内负压以利送料并防止粉状物料渗出仓

外。

消石灰和活性炭为粉末，其运输和操作过程将产生粉尘污染，因此设置单独储藏

间。本项目设置 1个石灰粉车间，尺寸为 8.6m×6.8m×30m，内设 1 个石灰粉仓；设

置 1个活性炭车间，尺寸为 8.6m×5.2m×30m，内设 1 个活性炭储仓；设置 1个石灰

浆制备车间，尺寸为 12m×12m×30m，内设 1个石灰仓。

氨水从厂外罐车运来，送至氨水罐内（1×20m3）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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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飞灰及炉渣处理系统

本项目灰渣处理系统处理的灰渣包括：锅炉排出的底渣、炉排漏灰、锅炉尾部烟

道飞灰、反应塔排灰和除尘器收集飞灰等几个部分。底渣和飞灰的处理以机械输送方

式为主，灰渣外运采用汽车运输。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焚烧炉渣与除尘设备收集的焚烧飞灰应分别收集、贮存和运输。本工程对炉渣和飞灰

分别进行收集和处理。

2.9.7.1 除渣系统

炉渣由焚烧熔渣、陶瓷、砖石碎片、铁、其它金属和微量残留可燃物（约占垃圾

量的 0.5%）组成。

焚烧炉排排出的底渣通过落渣口落入排渣机水槽中冷却后排入渣坑；从炉排缝隙

中泄漏下来的较细的炉渣，通过炉排漏灰输送机送至渣坑。渣坑中炉渣定时经渣吊抓

斗装入自卸汽车运送至厂外进行综合利用。

本工程在每台锅炉底部设置 2台出渣机，单台出力为 7.5t/h。

炉排漏渣输送机设置在炉排下部，炉排中一些未燃烬的可燃物通过该设备送往灰

渣坑中。每台炉设 1台输送机，每台出力为 3t/h。

主厂房内设置灰渣贮坑一座，灰渣贮坑深 5米，可满足本项目炉渣贮存约 3天的

量。灰渣贮坑内设置 8t的灰渣吊车一台，抓斗容积 3m3。

2.9.7.2 除灰系统

本项目产生的飞灰包括：反应塔底部收集的脱酸反应生成物和烟气中粗烟尘的混

合物，以及由布袋除尘器捕集的烟气中的灰尘。

半干式反应塔和布袋除尘器灰斗的飞灰，采用刮板输送机送至集合刮板输送机，

再经斗式提升机送至主厂房外的灰仓内。

本项目设置灰仓 1个，容积 180m3，其容积可以满足 2台炉正常运行时约 5天的

贮存量，布置于烟气净化区附屋内。

2.9.8 飞灰固化系统

2.9.8.1 概述

飞灰指由烟气净化系统（喷雾反应塔和袋式除尘器）、包括锅炉出口烟气中的灰

尘、中和反应物、过量的碱剂以及吸附过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活性炭。其产量根据烟气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2-67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工况条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同热值下飞灰的量有所不同，每日产生量约 21.07t。

飞灰的成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变化范围也较大。其主要成分为 CaCl2、CaSO3、

SiO2、CaO、Al2O3、Fe2O3等，另外还有少量的 Hg、Pb、Cr、Ge、Mn、Zn、Mg等

重金属和微量的二噁英等有毒有机物。

本工程飞灰处理工艺采用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工艺进行飞灰固化，即将飞灰、

水泥、螯合剂、水按一定的比例加入搅拌机内充分搅拌，由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认

定的检测机构检测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及《危

险废弃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要求并经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后，外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

2.9.8.2 飞灰输送

本系统从喷雾反应塔及袋式除尘器灰斗下的手动阀开始，至灰仓底出料手动阀为

止，包括喷雾反应塔飞灰和除尘器飞灰的收集、输送、贮存设备等。

飞灰采用机械输送方式，喷雾反应塔灰斗的飞灰经排灰阀排出，直接排到公用刮

板输送机上；除尘器灰斗飞灰经排灰阀排卸到刮板输送机上，再至公用刮板输送机，

经斗式提升机输送到灰仓。飞灰输送机和灰仓需要电伴热。

2.9.8.3 飞灰稳定化系统

采用单班 8h工作制，即每天一班内完成 24h焚烧飞灰处理量。

本项目日产生飞灰约 21.07t，每小时需处理约 2.63t飞灰，设置 1条稳定化处理

生产线，处理能力为 5t/h。飞灰固化设备主要有：灰仓、水泥仓、称料斗、螺旋输送

机、混炼机、螯合剂给料装置。

本套设备采用全密封设计，有效防止有飞灰、气味的外扬，更好的保护环境。本

机还配有通风加热系统，防止稳定化产物结露并适当烘干。

所采用飞灰固化工艺中水、螯合剂、水泥的添加量分别为飞灰量的 20%、2%、

15%。

飞灰处理工艺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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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飞灰处理工艺流程图

2.9.9 生活污水处理站

本项目低浓度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水主要包括：地磅区域冲洗排水、车间冲洗

排水、垃圾运输引桥冲洗排水、化验室排水、生活污水等排水，排放量约 49m3/d，

设计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设计规模 70m3/d，采用处理工艺：“调节池+

缺氧池+外置式MBR膜系统”的处理工艺。

主要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简述：

1）污水原水首先自流进入格栅渠，污水中的漂浮物及大颗粒悬浮物被截留去除，

保护了后续处理单元的正常运行。格栅出水自流进入污水集水池。

2）污水集水池中污水由污水提升泵输送至调节池，调节池具有调节进水水质和

水量的作用，使后续单元进水水量和水质能尽可能均匀稳定。

3）经过调节池后污水由原水提升泵加压提升到后续处理单元，依次流经缺氧池、

MBR膜生物反应池。在缺氧池内，反硝化菌将后续 MBR好氧单元混合回流液中的

亚硝酸盐、硝酸盐转化成氮气排除，实现污水脱氮，同时降解一部分有机物；在MBR

生物反应池内悬浮态活性污泥在好氧条件下，通过新陈代谢作用，将污水中剩余有机

混炼机

飞灰卸灰阀

螯合剂计量泵

螯合剂稀释罐

飞灰仓 水泥仓

工艺水箱

水泥卸灰阀+螺旋输送机

水泥计量罐

螯合剂原液卸料泵

装车填埋

飞灰计量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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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彻底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氨氮转化为硝酸盐、亚硝酸盐，聚磷菌超量吸收磷，

通过剩余污泥排放将磷从污水中去除。为了确保出水中总磷指标达标，还设置了辅助

化学除磷设备，将除磷剂投加到污水中使磷形成不溶性沉淀物随剩余污泥排放而去除。

2.9.10 垃圾渗沥液处理站

2.9.10.1 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

垃圾渗沥液来源于垃圾贮存坑生活垃圾渗出的水分液体。垃圾渗出的渗沥液由垃

圾贮存坑集液沟收集进入渗沥液收集贮存池，再由渗沥液输送泵加压输送至渗沥液处

理站调节池，进行处理。

考虑到渗沥液随季节的变化在 10%～30%波动，垃圾渗沥液按夏季最大日产生量，

留有一定余量进行处理工艺设计，其渗沥液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定为 200m3/d。

处理工艺采用：“预处理＋UASB厌氧反应器＋MBR生化处理系统＋NF纳滤膜

＋RO反渗透膜处理”的处理工艺，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图 2.9-7 渗沥液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1）垃圾贮坑中渗出垃圾渗滤液经导流引出沟流出，通过粗格栅除去渗滤液中

的大颗粒悬浮物及漂浮物后进入渗滤液收集池。

（2）收集池渗滤液经渗滤液输送泵输送进入细格栅渠，通过细格栅进一步去除

渗滤液中的颗粒悬浮物及漂浮物后进入渗滤液调节池。

（3）调节池，进行水量调节，同时调节池中设置潜水搅拌设备，实现均质均量，

并且渗滤液中的有机物颗粒在调节池中发生水解作用，提高了废水的生化性。

（4）调节池中渗滤液均质均量后由提升泵提升至混凝沉淀池，投加絮凝剂，经

沉淀处理，去除大部分的 SS及部分不溶性有机物。

（5）沉淀池出水自流入中间加温水池，通过蒸汽加温，提高渗滤液水体温度，

达到厌氧生化处理的最佳温度要求。

（6）中间加温水池渗滤液经厌氧进泵提升进入 UASB厌氧反应器，进行厌氧发

酵处理，打开高分子物质的链节或苯环，将大分子难降解有机物分解成较易生物降解

的小分子有机物质，并最终转化为甲烷、二氧化碳和水。

（7）经 UASB厌氧反应器处理的渗滤液出水，自流依次进入缺氧/好氧（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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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脱氮处理系统。在缺氧/好氧（A/O）系统中，渗滤液在硝化池（O段）好氧的条

件下，硝化菌将氨氮氧化成硝态氮。硝化池中处理的渗滤液经大回流量回流反硝化池，

与渗滤液进入原液混合，在反硝化池（A段）缺氧的条件下，反硝化菌将硝态还原成

氮气脱出。在缺氧、好氧状态交替处理，达到去除大部分的有机物及脱氮目的。

（8）经 A/O生化系统处理出水，通过 UF系统进水泵加压进入外置MBR 超滤

膜系统进行泥水分离，水中大部分的颗粒和胶体有机物被截留，出水进入纳滤系统处

理进水池。

（9）MBR超滤膜系统处理出水进入 NF纳滤膜系统去除大部分二价离子和分子

量在 200-1000的有机物后，出水进入 NF纳滤清液罐。

（10）NF纳滤系统处理出水通过 RO反渗透进水泵加压进入 RO反渗透系统进

一步处理，可去除水中几乎所有杂质-各种一价离子、无机盐、分子、有机胶体、细

菌、病源体等。确保出水中 CODcr、氨氮，总氮、重金属离子等达到有关标准要求。

RO反渗透出水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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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内全部回用。

（11）UASB厌氧反应器、混凝沉淀池、MBR超滤排出的污泥先进入污泥池，

污泥经污泥泵提升进入污泥浓缩池，经过污泥浓缩处理，浓缩污泥通过污泥脱水机脱

水处理后，污泥含水率将至 75-80%后，运至垃圾贮坑通过焚烧炉焚烧处置。

（12）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回用于石灰浆配置系统，纳滤系统产生的浓缩液

经收集后回喷至焚烧炉内焚烧，不外排。

（13）垃圾渗滤液的处理过程中，格栅间、调节池、混凝沉淀池、污泥池、污泥

浓缩池、污泥脱水间产生的臭气经收集，由引风机通过风管送至一次风机入口和垃圾

库负压区进入焚烧炉焚烧处置。在生产大修停运时，利用备用臭气处理装置处理臭气

后排入大气，防止臭气的污染。

（14）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设一套火炬沼气燃烧处理装置，沼气经收

集，通过管道输送至火炬高空燃烧处置。

2.9.10.2 臭气处理系统

垃圾渗滤液本身具有较强烈的恶臭气味，因此在处理过程中也会有臭气产生，若

不进行处理则会对周边的大气环境和人群造成不良影响。本处理工程中臭气的主要产

生点主要集中在预处理系统及污泥处理系统。渗沥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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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调节池、预处理系统和污泥处理系统，臭气主要成分为胺类、氨气、二胺、硫

化氢、硫醇等，需对臭气产生源进行密封，阻断其外溢，并进行收集后妥善处理。对

产生恶臭气体的各建、构筑物加盖密闭，通过设置吸气口，布置合理的收集管路，气

经收集，由引风机通过风管送至一次风机入口和垃圾库负压区进入焚烧炉焚烧处置。

渗沥液处理站同时备用 1套垃圾焚烧炉停炉运行时除臭气处理装置。

2.9.10.3 沼气处置系统

主要功能对 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进行处置。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

气，由引风机通过风管送至一次风机入口和垃圾库负压区作为辅助燃料进入焚烧炉焚

烧处置。另设一套火炬沼气燃烧处理装置，沼气经收集，通过管道输送至火炬高空燃

烧处置。

2.10 主要生产设备

主要设备见下表。

表 2.10-1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数据
数量（台/套）

总 备

一 垃圾接收、储存及输送系统

1 地磅 最大称重量：60 t； 2

2 垃圾卸料门 液压驱动； 4

3 垃圾吊车 双梁桥式，起重量 12.5 t； 2

4 垃圾抓斗 10.0 m3 3 1

5 电动葫芦 吊车检修用； 2

6 垃圾收集池提升泵 Q=25 t/h，H=40m； 2 1

7 手动葫芦 提升泵检修用； 1

二 焚烧系统

1 焚烧炉

额定垃圾处理量：300 t/d；

2
设计低位热值：6700kJ/kg；

排烟温度：200 ℃；

炉渣热酌减率：≤3%；

2 炉排液压驱动装置 3 1

3 点火燃烧器(含风机、供油泵） 4

4 辅助燃烧器(含风机、供油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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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数据
数量（台/套）

总 备

5 一次风机（变频） Q=56000 Nm3/h，P=6240 Pa 2

6 二次风机（变频） Q=11000 Nm3/h，P=6240 Pa 2

7 炉墙冷却风机 Q=1750 Nm3/h，P=10000 Pa 2

8 一次风蒸汽-空气预热器 2

9 二次风蒸汽-空气预热器 2

10 定期排污扩容器 V=3.5 m3 1

11 连续排污扩容器 V=1.5 m3 1

12 排污井液下泵 Q=30 m3/h，H= 80m； 2 1

13 在线汽水取样装置 1

14 炉顶电动葫芦 2

15 供油泵 Q=3.6 m3/h，P=2.5 MPa； 2 1

16 油罐 容积：20 m3； 1

三 热力系统

1 余热锅炉

额定蒸发量：27.15 t/h；

2

蒸汽压力：4.0 Mpa

蒸汽温度：400 ℃；

给水温度：130 ℃；

焚烧炉/余热锅炉效率：≥80%

2 汽轮机

型号：C12-3.9/390；

1

型式：抽凝式；

额定功率：12 MW；

额定进汽压力：3.9 MPa；

额定进汽温度：390 ℃；

额定进汽量：59 t/h；

3 发电机

型号：QF-12-2

1

额定功率：12 MW；

额定转速：3000 rpm；

出线电压：10.5kV；

功率因素：0.8；

励磁方式：无刷励磁；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2-73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数据
数量（台/套）

总 备

4 低压加热器 JD-80 1

5 锅炉给水泵 Q=35.0 t/h，H=640 m，变频。 3 1

6 除氧器 Q=70.0 t/h 1

7 除氧水箱 V=35 m3/h； 1

8 疏水箱 V=20m3/h； 1

9 疏水泵 Q=30.0m3/h，H=80m； 2 1

10 凝结水泵 Q=64m3/h，H=90 m，变频； 2 1

11 水环真空泵 Q=18 kg/h，H= 30m； 2 1

12 辅助减温减压器 Q=15t/h 1

13 旁路减温减压器 Q=61t/h； 1

14 电动双钩桥式起重机 起重量：主钩 25 t，副钩 5 t； 1

四 烟气净化系统

1 反应塔
额定烟气处理量：60000 Nm3/h；

2
烟气进口温度：200 ℃；

2 旋转喷雾器 变频调速； 3 1

3 布袋除尘器

额定烟气处理量：65000 Nm3/h；

2

烟气进口温度：150 ℃；

过滤速度：≤0.8 m/min；

过滤面积：2000 m2；

出口粉尘浓度：≤10 mg/Nm3；

滤袋材料：PTFE + ePTFE；

3 石灰仓 V=150m3； 1

4 石灰制浆系统 2

5 石灰浆泵 Q=20m3/h， H=80m； 2

6 活性炭仓 V=8m3； 1

7 活性炭给料罗茨风机 Q=3m3/min，P=20000Pa 3 1

8 石灰粉仓 V=80m3； 1

9 石灰粉给料罗茨风机 Q=500m³/h，P=30000Pa； 3 1

10 引风机 Q=73000 Nm3/h，P=5380Pa 2

11 氨水罐 V=20m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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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数据
数量（台/套）

总 备

12 氨水注射泵 Q=1m3/h； 2 1

五 除灰渣系统

1 除渣机 湿式出渣，7.5t/h 4

2 炉排漏灰输送机 皮带输送，出力 3t/h； 2

3 渣吊 起重量：8t，抓斗：3m3 1

4 省煤器灰斗输送机 螺旋输送，出力 2t/h； 2

5 余热炉集合输送机 出力 2t/h； 2

6 反应塔下刮板输送机 出力 1-4m³/h； 2

7 除尘器下刮板输送机 出力 1-4m³/h； 4 2

8 集合刮板输送机 出力 16-20m³/h； 2 1

10 斗式提升机 Q=3t/h； 2 1

11 灰仓 V=180m3； 1

顶部除尘器 电压：380V 50Hz 1

螺旋输送机 输送能力：25/h 1

12 水泥仓 V=55m3； 1

顶部除尘器 电压：380V 50Hz 1

混合搅拌机 搅拌量：5t/h 2 1

13 螯合剂原液罐 V=3m3； 1

螯合剂原液输送泵 Q=6.5m³/h 2 1

螯合剂原液卸料泵 1

螯和剂储罐 V=3m3； 1

螯合剂输送泵 Q=6.5m3/h 2 1

螯和剂配制罐 V=3m3； 1

螯合剂溶液输送泵 Q=12m3/h 4

14 双轴搅拌机 出力 20t/h； 1

15 固化成型机 出力 20t/h； 1

六 自控设备

1 厂级监控系统（SIS） 套 1

2 分散控制系统（DCS） 套 1

2.11 主要公用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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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给水系统

2.11.1.1 供水水源

本项目生产、生活、消防用水水源为惠济河。河水经取水加压泵房，由压力输水

管输送到厂区，经水表计量、投加絮凝剂和助凝剂，经一体化全自动反冲洗净水器处

理后（混凝反应、沉淀、过滤），一部分供循环冷却补充用水，自流至循环冷却水系

统集水池，另一部分进入生产消防清水池，由生产清水泵供厂区生产、生活用水。

净水系统配一体化净水设备 2台，1用 1备，处理水量 100m3/h。

2.11.1.2 生活供水系统

生活用水采用生活水箱储水和变频调速供水设备加压的联合供水方式。

生活用水由生产消防清水池供给，经超滤及消毒处理设备后进入生活水箱，经变

频调速供水设备供厂区生活用水。厂区设独立的生活给水管道系统。

生活给水系统配 16m3不锈钢水箱 1个，变频调速供水设备 1套。

2.11.1.3 生产清水供水系统

生产清水泵给水系统采用生产水池储水和变频调速供水加压泵的联合供水方式。

加压泵由生产储水池吸水，通过供水压力管道供水。主要供锅炉除盐制备用水、污水

处理站生产用水、垃圾给料斗及溜槽冷却用水、车间清洁用水等。

生产清水泵配置最大小时用水量约 50m3/h。系统配生产清水泵 2台，1用 1备，

配变频调速器。

2.11.1.4 辅机设备及循环冷却水供水系统（工业水泵供水系统）

辅机设备用水及辅机设备循环冷却供水系统采用循环冷却水集水池储水和变频

调速供水加压泵的联合供水方式。加压泵由冷却塔循环冷却集水池吸水，通过供水压

力管道供水。辅机设备供水泵配置最大小时用水量约 150m3/h。系统配变频调速生产

工业水泵 2台，1用 1备。

发电机空冷器、螺杆空压机、冷冻干燥机、引风机、汽水取样冷却器、一、二次

风机等辅机设备冷却用水，冷却设备后回流至冷却塔冷却后进入集水池，循环使用。

出渣机、炉排漏渣输送机、垃圾卸料平台地面冲洗用水、地磅区域冲洗用水、垃

圾运输引桥冲洗用水采用循环冷却水排污水。

2.11.2 循环冷却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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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选用规模为 2×2000m3/h 方形机械通风组合逆流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冷却塔 1座，组合布置。循环冷却总水量 4000m3/h。

本工程综合水泵房设循环水泵 3台，2用 1备（其中 1台为变频调速）。

循环冷却水设备进口水温 43℃，冷却后出口水温 33℃，冷却温差 10℃。循环冷

却水由循环冷却水泵从冷却塔集水池吸水井吸水，提升加压至汽机及发电机设备进行

冷却，冷却出水经机械通风组合逆流式低噪音冷却塔冷却至 33℃后，回流到冷却塔

下集水池，循环使用。

循环冷却集水池→循环冷却水泵→循环水管→设备冷却→冷却塔→回流循环冷却集水池。

循环冷却水系统设旁流水处理系统。循环冷却水经无阀过滤器过滤处理旁流回至

冷却塔集水池。

循环冷却水处理加药系统设置杀菌灭藻剂投加装置 1套及缓蚀阻垢剂投加装置 1

套。

2.11.3 消防系统

本厂消防用水贮存于生产消防水池内，储水有效容积约为 1300m3，分两格，每

格 650 m3。生产消防水池始终为满水位状态，消防用水平时不会被动用，满足消防灭

火要求。同时消防车可从生产消防水池抽水加压供水进行灭火。

本厂消火栓灭火系统采用室内、外消火栓合用的临时高压消防供水系统。消防供

水泵、消防稳压泵及稳压罐布置在综合水泵房内。室内、外消火栓灭火系统供水量和

水压由消防水池及室内、外消火栓灭火系统全自动气压供水设备保证。消火栓灭火系

统配供水设备 1套，配主消防泵 2台，1用 1备，额定供水量 Q=216m3/h。

厂房垃圾池采用固定现场电控操作消防水炮灭火系统。消防水炮设计供水量

60L/s(216m3/h)，消防延续时间 1 小时，一次灭火最大用水量 216m3。消防水炮布置

在垃圾池焚烧炉进料斗一侧，消防水泡布置确保同时有两门消防水炮的水射流同时到

达垃圾池保护区域的任何部位进行灭火。系统配 PSKD30型电控消防水炮 2台：额定

流量 30L/s，入口工作压力 0.8MPa，最大保护半径 60m，射流半径 55m。垃圾贮坑消

防炮灭火系统设独立的环状消防管道。

油罐区及油泵房灭火设施配置手提式和推车式磷酸铵盐灭火器以及移动式泡沫

灭火装置、移动式水枪冷却水系统、灭火毯、灭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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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建筑物内的不同场所，配置磷酸铵盐手提式和推车式 ABC类干粉灭火器；

控制室、配电室、电器设备间配置二氧化碳灭火器。另按有关消防法规的要求在建筑

物内的不同场所配备相应的防火、防毒面具。

2.11.4 锅炉给水处理系统（化学水系统）

化学水处理系统不仅为锅炉提供其所需的除盐水，还为全厂其他用户提供所需的

化学处理水。考虑锅炉启动时补水量比较大，本项目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的总出力按

30t/h设计，采用“超滤+二级反渗透+EDI”的工艺技术方案，工艺流程如下：

原水→原水箱→原水泵→盘式过滤器→超滤装置→超滤水箱→保安过滤器→一

级高压泵→一级反渗透→二级高压泵→二级反渗透→除 CO2器→中间水箱→中间水

泵→EDI装置→除盐水箱→除盐水泵→用户

本项目焚烧炉设一套在线汽水取样装置，供定期监测汽水品质。汽水取样为在线

连续取样，满足在线仪表分析和人工取样分析。通过对汽水品质的监测分析，提示各

系统操作人员调整有关参数，保障锅炉和汽轮机的安全运行。该装置主要由减温减压

架、仪表屏、恒温装置、取样槽、冷却装置等组成，汽水取样装置冷却水为工业水。

本项目每台炉设有一套化学加药装置，给水加氨和炉水加磷酸盐，以改善炉水品

质。由分析仪器控制加药泵来实现加药量的自动控制。为保证蒸汽品质，锅炉设有连

续排污和定期排污管，连续排污是通过导电率的测量来调节。连排和定排通过管道输

入排污扩容器，经降温池后排至场内水塘。该装置主要由溶液箱、计量泵、控制设备

以及管阀组成。取样加药系统布置在主厂房内。

设化验室，对汽、水、油品质进行人工分析，对垃圾热值等主要参数进行分析，

布置在主厂房。

2.11.5 排水系统

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放方式，共设 4个系统：雨水排水系统；初

期雨水收集排水系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水系统；垃圾渗沥液收集排水系统。

2.11.5.1 雨水排水系统

雨水排放采用雨水口、雨水检查井、雨水管道及雨水沟相结合的雨水排放方式。

屋面雨水经雨水斗收集后，通过雨水立管、排出管排入室外雨水井或雨水口。室外及

道路雨水经雨水口收集，经雨水管道排入雨水井。雨水最终经厂区雨水管网排入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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