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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网或自然水体。

2.11.5.2 初期雨水收集排水系统

对厂区垃圾车运输易造成污染的道路、运输坡道、地磅区域的 30毫米初期雨水

设雨水收集池收集。初期雨水收集面积约 3000m2，最大一次初期雨水收集量约 90m3。

厂区设地下初期雨水收集池（有效容量 V=150m3）1座。初期雨水经过专用管道排至

初期雨水收集池。

初期雨水收集池内初期雨水由初期雨水提升泵定时、定量输送入厂区污水排水管

道，排至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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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准中道路清扫和城市绿化用水标准后，

回用作为厂区道路洒水、绿化用水及循环冷却补充水。

2.11.5.3 生产、生活污水排水系统

生产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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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区生活污水（其中排放的粪便污水先经化粪池处理，厨房及餐厅含油污水先经

隔油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排入厂区的污水管道后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补充水标准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道

路清扫和城市绿化用水标准后后，回用作为厂区绿化用水、道路清扫及循环冷却水补

充水。

2.11.5.4 垃圾渗沥液排水系统

垃圾贮存坑渗沥液、垃圾卸料区冲洗水、运输车辆冲洗水，属于高浓度有机污水，

氨氮含量高。渗沥液中除 CODcr、BOD5、SS、NH4-N等污染物严重超标外，还含有

卤代芳烃、重金属和病毒等污染物。

垃圾渗沥液由垃圾池渗沥液收集池收集，渗沥液提升泵提升输送入厂区渗沥液处

理站调节池，经渗沥液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处理，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标准中的敞开式循环水系统补充水水质标准后，

回用作为汽机循环冷却水补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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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电气系统

发电机出口电压为 10.5kV，厂用电高压电压等级定为 10.5kV，低压电压等级为

0.4kV。本厂所发电量除厂用电消耗外剩余电量经主变压器升压至 110kV后，就近送

往当地电力网。

由于用电负荷主要集中于主厂房，厂用电配电主要采用放射式配电方式，10kV

厂用电负荷由 10kV配电柜直接供电，低压厂用电动机，一般Ⅰ类电机和 75kW及以

上的Ⅱ、Ⅲ类电动机由低压配电柜直接配电，由 DCS系统进行集中自动控制，就地

装设紧急停止控制按钮，其余小容量设备在厂房内按功能区域分别设置就地动力分配

电箱进行配电。

本项目从地区电网引接一回独立于本工程主电源外的 10kV线路作备用电源用，

作为特别重要负荷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和正常电源之间设置电气联锁，确保两电源不

同时投入。

保安负荷主要有：一台给水泵、汽机交流润滑油泵、通讯电源、计算机监控系统

电源、自动化控制系统和调节装置、电动执行装置、消防动力负荷、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等。

2.11.7 自控系统

设置全厂中央控制室，对 2台炉排式垃圾焚烧炉、1台汽轮发电机及相应热力系

统、电气监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化学水处理系统等采用一套 DCS进行集中监视

和控制。在中央控制室内以彩色 LCD/键盘作为主要的监视和控制手段，实现炉、机、

电及全厂辅机系统的统一监视与控制，尽可能达到“全厂一体化”控制，

对厂内一些相对独立的辅助系统，如垃圾吊、飞灰固化系统等，在就地设有独立

的控制设备和人机操作接口，用于调试、启动和异常时在就地进行监视和操作，为实

现正常运行时无人值守，采用通讯接口方式或将辅助控制系统的上位机远距离设在中

央控制室方式，在中央控制室进行监视和操作。

2.11.8 通风及空调

2.11.8.1 通风

（1）采用全面通风方式进行通风换气，以保证车间内的环境温度符合《工业企

业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各生产工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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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压配电室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换气次数为 18次/h。

（3）10kv配电间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换气次数为 15次/h。

（4）化学水处理间等其他需要通风的工艺车间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侧墙的低

窗自然进气，换气次数为 6～8次/h。

（5）出线小室在侧墙设置边墙风机排风，在低位侧墙上开百叶孔进气，换气次

数为 12次/h。

（6）污水泵房、渗滤液沟、渗滤液池的通风，为排除污水的浊气，设置排风装

置，将浊气排至垃圾池统一处理；污水泵房、渗滤液沟、渗滤液池采用机械进风和机

械排风，新鲜空气由室外吸取，排风排至垃圾贮坑。污水泵房、渗滤液沟、渗滤液池

的换气次数为 12次/h。

（7）电缆夹层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侧墙的低窗自然进气，换气次数为 10次/h。

（8）空压机间在侧墙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侧墙的低窗自然进气，换气次数为

6～8次/h。空压机选用水冷型，可减少热空气的产生。

（9）机修间、化验间等设置边墙排风机排风，侧墙的低窗自然进气，各房间的

换气次数为 8次/h。

（10）汽机间、锅炉间和烟气处理间通过百页窗及可启闭气楼进行自然通风。

（11）综合水泵房在侧墙设置轴流风机排风，侧墙的低窗自然进气，换气次数为

8次/h。

（12）卫生间的排风由排气扇排往大气，低窗进气，换气次数为 12次/h。

2.11.8.2 空调

主厂房的中央控制室、继保室、电子间、工程师室、休息室等采用一套变频多联

冷暖空调机组；主厂房办公室区域及参观走廊门厅采用一套变频多联冷暖空调机组；

门厅、首层会议室、化验室、垃圾吊机控制室、垃圾吊机柜间、渣吊控制室等分散空

调区域采用一拖一分体冷暖空调机组，根据需要独立启停，方便使用和管理。

生产辅助建筑、厂区公共福利建筑空调房间采用一拖一分体冷暖空调机组。

2.11.8.3 采暖

全厂设置热水采暖系统，由汽轮机提供的的蒸汽进入厂内热交换站的热水机组，

经热交换产生的 95℃热水，由热水机组的循环泵供给各采暖系统，经散热器热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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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温度降至 70℃的热水，再回热交换站的热水机组加热至 95℃，如此循环。蒸汽凝

结水由回收装置送回锅炉房的凝结水箱；采暖系统的定压和补水由热水机组的定压罐

和补水由变频补水泵自动控制。热水系统设置供回水调节站，回水支管及回水总管上

均装设压差控制平衡阀，可以平衡各系统间压力。

生产辅助建筑、厂区公共福利建筑包括综合水泵房、地磅房、门卫室、渗滤液处

理站、天然气调压站、办公楼、综合楼、环保教育展示厅等均采用热水采暖，热源温

度为 95/70℃，由主厂房换热站集中供应，采暖系统采用双管同程式系统，散热设备

主要采用钢柱散热器。

厂区热水管网采用直埋敷设，供热管道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硬质聚氯乙烯泡

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

2.11.9 防排烟系统

主厂房参观走廊、走道设置排烟系统。参观走廊面积约 480m2，划分 1个防烟分

区，排烟量按每平方米 60m3/h计算，确定排烟量为 28800m3/h，选用一台屋顶式排烟

风机，火灾时运行排烟。各排烟系统室内任意点距最近排烟口的距离均不大于 30m，

并在排烟风机入口处设置 280℃常开排烟防火阀，280℃自动熔断关闭联锁排烟风机

关闭。

办公区域疏散楼梯间采用防烟楼梯间，前室无外窗不能满足自然排烟条件，设计

机械加压系统，对楼梯间加压送风，加压风量 30000 m3/h，设置加压送风机一台对楼

梯间加压送风，风机设置在 12m加压机房内。

垃圾坑排烟 。按 CJJ90-2009《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垃圾坑应设

事故排烟，垃圾坑面积约为 1800m2，排烟量按每平方（1m2）的排烟量 60m3/h计算，

确定为 108000m3/h。排烟风管和除臭风管可共用。

其余区域的防排烟采取可开启外窗的自然排烟措施。

2.11.10 除臭系统

恶臭气体主要产生在垃圾卸料平台，而焚烧烟气的恶臭气味影响不大，灰渣经高

温燃烧后其散发的恶臭较少。由于正常工况下，焚烧炉一次供风利用垃圾贮坑中的空

气，使垃圾贮坑内形成负压，垃圾臭气通过引风机送入垃圾焚烧炉中焚烧处理，恶臭

气体散发很小。垃圾卸料平台设置自动开启门，在垃圾车倾倒垃圾时自动开启，倒完

自动关闭，这样可将绝大部分臭气关闭在垃圾库内，避免其外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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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事故停运或检修时，垃圾恶臭较为严重，垃圾贮坑排气需经除臭处理，换气

次数约为 1~1.5次/h，处理风量 70000m3/h，采用活性碳吸附装置除臭。

垃圾贮坑的事故排烟风机与经除臭后的排气风机共用，管道并联，当需要事故排

烟时，关闭通往除臭装置的电动风阀，直接排烟。

2.11.11 压缩空气系统

空压机间负责供应全厂所有作业点的压缩空气用量。依据设备要求，本工程设计

工艺用压缩空气系统和仪表用压缩空气系统两部分。

工艺用压缩空气系统主要为生产工艺用户，如化水间、汽机检修、垃圾卸料门等；

仪表用压缩空气系统是为烟气处理系统和气动仪表提供气源，包括控制阀、调节阀等。

主要流程图：

大气→水冷螺杆空气压缩机→缓冲罐→精过滤器→冷冻式干燥机→储气罐→生

产车间工艺用气

大气→水冷螺杆空气压缩机→缓冲罐→精过滤器→冷冻式干燥机→吸附干燥机

→高效精过滤器→储气罐→生产车间仪表用气

本项目压缩空气机选用排气量 21.5m3/min，排气压力 0.85MPa的水冷螺杆空气压

缩机三台，其中一台备用。配缓冲罐、工艺用储气罐、仪表用储气罐各一个；初过滤

器、冷冻式干燥机、精过滤器各三台，其中一台备用；吸附干燥机、高效精过滤器各

二台，其中一台备用。

为防止压缩空气用量不均衡时的压力波动及静置压缩空气内的水分，在螺杆式空

压机出口及冷冻式干燥机出口、吸附式干燥机出口各设置容积分别为 12.5m3、12.5m3、

5m3的压缩空气储罐各 1个。经过冷冻式干燥机和精过滤器的净化处理，压缩空气的

品质完全可以达到生产工艺用压缩空气系统的使用标准；通过吸附式干燥机和高效精

过滤器的净化处理，压缩空气的品质则完全可以满足仪表用压缩空气系统的使用要求。

空压机间压缩空气生产全自动化，远程监测，需要时，备用空压机可自动启动。

空压机主要运行参数直接进入 DCS系统进行监测和控制。

2.11.12 点火及辅助燃油供应系统

每台焚烧炉设有起动启动燃烧器和辅助油燃烧器。当焚烧炉点火或炉膛内烟气达

不到 850℃停留 2秒工况，需喷油时，启动油泵，将油送至燃烧器，回油通过回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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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至油罐。

每台焚烧炉共 3台燃烧器，其中 2台启动燃烧器，1台辅助燃燃烧器。本项目设

置 1台埋地式卧式油罐，容量为 20m3。

柴油通过油车送至场区油泵站。根据燃烧控制系统的指令，可自动启动供油系统，

将油送到燃烧器，喷入炉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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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分析

3.1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3.2废气产生、处理和排放情况

3.1.1 废气产生情况

废气主要来源有：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主要污染物有烟尘（颗粒物）、酸性气体（SO2、

HCl、HF、NOx等）、重金属（Hg、Pb、Cr等）和有机毒性污染物二噁英类物质等。

卸料大厅、垃圾坑和渗滤液收集池等散发的恶臭气体，主要成分为 H2S和 NH3。

渗滤液处理站厌氧系统沼气，主要成分为 CH4和 CO2。

渗滤液处理站调节池、污泥池、污泥脱水车间散发的恶臭气体。

焚烧工程原料输送和储存产生的粉尘。

飞灰处理工程中原材料输送、储存以及工艺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等。

参考如下资料综合比较分析确定本项目源强：

（1）图书：《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白良成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2009年出版）；

（2）河南省内与本项目采用同类炉型、同样烟气处理措施的环评报告：《洛阳

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园区（1500t/d）》、《兰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900t/d）》、《永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1000t/d）》、《新郑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1000t/d）》、

《郑州（东部）环保能源工程项目（40000t/d）》、《许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250t/d）》

等同类垃圾焚烧项目环评文件、批复以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污染源强类比可行性

分析见表 3.2-1。由表可以看出，类比项目与本项目单台焚烧炉处理规模相似，焚烧

炉炉型相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相同，因此具备可类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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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污染源强类比可行性分析对比表

类别 名称
洛阳市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园区

兰考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永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新郑市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郑州（东部）环保

能源工程项目

许昌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本项目

设备

规模 1500t/d 900t/d 1000t/d 1000t/d 40000t/d 2250t/d 2×600t/d

炉排

类型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机械炉排

废气
处理

工艺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旋转喷雾

半干法（喷射消石

灰）＋干法+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炉内喷氨

水）+半干法+干法

+活性炭喷射+袋
式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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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烟尘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分解、氧化，灰渣中的部分小颗粒物质在热气流携带作用下，

与高温气体一起在炉膛内上升并排出炉口，形成了烟气中的颗粒物，此外，烟气净化

中喷入的石灰、活性炭粉末等，在烟气高温干燥下形成粉尘。半干式反应塔出口处烟

气中的烟尘浓度约 4000~10000mg/Nm3。本项目颗粒物初始浓度按 10000 mg/Nm3。

3.1.1.2 酸性气体

HCl：在垃圾中塑料和有机氯化物（如 PVC 塑料）燃烧过程产生。

HF：在垃圾中氟碳化物（如氟塑料废物、含氟涂料等）燃烧过程产生。

类比河南省已批复同类项目环评报告，HCl初始浓度 400mg/Nm3，HF 初始浓度

20mg/m3。

SO2：一部分来自生活垃圾焚烧，另一部分来自焚烧炉的停炉点火过程（轻柴油

燃烧）。类比河南省已批复同类项目环评报告，SO2初始浓度 400mg/Nm3。

3.1.1.3 重金属

重金属包括汞、镉、铅、砷等，主要来自垃圾中的废电池、日光灯管、含重金属

的涂料、油漆等。类比省内同类项目，余热锅炉出口烟气中污染物浓度为 Hg

0.5mg/Nm3，Cd 0.5 mg/Nm3，Cd +TI 0.8mg/Nm3，Pb 10 mg/Nm3，Pb+Cr等 25 mg/Nm3。

3.1.1.4 二噁英类有机物

因城市生活垃圾中含有机氯化物，焚烧烟气含有二噁英类物质（二噁英 PCDD、

呋喃 PCDF），其中剧毒物质含量甚微，以气态或吸附态（烟尘）形式存在。

（1） 基本组成

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污染物。

二噁英即 poly 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略写为 PCDDs。分子结构如下图所

示。PCDDs共有同素异构体 75种，其中毒性最大的为 2,3,7,8-四氯二苯并-P-二噁英

(2,3,7,8-TCDDs)，计有 17种。

和 PCDDs 一起产生的二苯呋喃 PCDFs（上图所示），共有同素异构体 135种。

（2） 物化性质

二噁英一般为白色结晶体，难溶于水，溶于脂肪，稳定性强。熔点 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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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水中的溶解度 0.0002mg/L，苯中的溶解度 57mg/L，在甲醇中的溶解度

0.0002mg/L。其在 500℃开始分解，800℃时在 2s 以上完全分解为 CO2和 H2O。它没

有极性，具有相对稳定的芳香环，在环境中具有稳定性、亲脂性、热稳定性，同时耐

酸、碱、氧化剂和还原剂。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二噁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动物实验表明，二噁英对动物

的致癌剂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 10ng，豚鼠的致死量为每千克体重 1mg，人的致死量

为每千克体重 4000-6000ug。当二噁英的浓度值是背景浓度的 10倍时，将会影响人类

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引起人体头痛、失聪、忧郁、失眠、新生儿畸形等症状。

二噁英具有高脂性，非常容易经食物链积累进入生物体体内，且很难排出。TCDD

在人体中半衰期 7-10年。

（3） 二噁英主要发生源

二噁英主要来源于：钢铁和其它金属生产；发电和供热；矿物产品生产；废弃物

焚烧；交通，汽车尾气排放。

2005年德国环境部研究报告表明：金属加工业排放二噁英占排放总量的 57%，

工业和民用燃烧设施排放占 28%，电厂排放占 4.3%，机动车燃料的燃烧占 1.4%，生

活垃圾焚烧排放的二噁英只占 0.7%。由此可见，生活垃圾焚烧厂在对二噁英实行了

有效控制后，生活垃圾焚烧对二噁英的贡献只占很小比例。

（4） 垃圾焚烧过程二噁英形成机理

生活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二噁英的生成机理相当复杂，至今为止国内外的研究成

果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已知的生成途径可能有：

A、生活垃圾中本身含有微量的二噁英，由于二噁英具有热稳定性，尽管大部分

在高温燃烧时得以分解，但仍会有一部分在燃烧以后排放出来；

B、在燃烧过程中由含氯前体物生成二噁英，前体物包括聚氯乙烯、氯代苯、五

氯苯酚等，在燃烧中前体物分子通过重排、自由基缩合、脱氯或其他分子反应等过程

会生成二噁英，这部分二噁英在高温燃烧条件下大部分也会被分解；

C、当因燃烧不充分而在烟气中产生过多的未燃烬物质，并遇适量的触媒物质（主

要为重金属，特别是铜等）及 300～500℃的温度环境，那么在高温燃烧中已经分解

的二噁英将会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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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关研究认为，当温度为 340℃左右时，各类二噁英生成比率随温度上升

而降低。当温度达到 850℃，停留时间大于 2 秒，二噁英类物质可完全分解为 CO2

和 H2O。

本工程工艺技术设备等为国际先进水平，结合省内类似项目，二噁英产生浓度约

为 4ngTEQ/Nm3。

3.1.1.5 一氧化碳

因不完全燃烧而产生。

类比同类焚烧设备情况，确定本工程设计 CO 排放浓度可控制在 50mg/m3内。

3.1.1.6 氮氧化物

燃烧过程产生。

结合炉内燃烧技术参数（O2、温度）控制等，能减少 NOx产生量。具体措施主

要有：① 烟气充分混合：采用高压一次空气、二次空气均匀布风等措施，使烟气在

炉内高温域充分得到混合和搅拌；②低空气比：通过降低过量空气系数，采用低氧方

式运行，降低氧浓度，抑制 NOx的产生；③控制炉膛温度不高于 950℃（在满足 850℃

以上的前提下）。

参考河南省省内已批复同类项目环评报告，根据去除率（按 40%）反推 NOx初

始浓度，NOx 初始浓度 300mg/m3。

3.1.1.7 恶臭

臭气污染源主要来自进厂的原始垃圾，垃圾运输车在卸料过程中和垃圾堆放在垃

圾坑内以及渗滤液处理系统散发出恶臭的气体，其主要成分为 H2S、NH3等。

卸料大厅、渗滤液收集池、渗滤液泵站等，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在线监测仪器

与风机连锁，当甲烷和臭气浓度达到上限值时，连锁送、排风机开启，将渗滤液收集

池及泵房内的恶臭污染物送往垃圾仓，同时送入室外新风，从而降低恶臭物质的浓度。

渗滤液处理站调节池、污泥池、污泥脱水车间采用密闭措施，设置机械送排风系

统，使其保持微负压，臭气通过风管排至垃圾坑统一处理。

本项目其它产生臭气点废气均有风机送至垃圾坑内，相对于垃圾坑规模，其它污

染点相对比例很小，故本项目臭气源强计算简化为垃圾坑污染源和渗滤液处理站污染

源，保守起见，参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物产生量的测算方法估算垃圾坑和渗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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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以 NH3、H2S 等为主，恶臭气体产生计算见表 3.2-1。

生活污水处理站调节池、缺氧池、污泥池、污泥脱水车间运行时产生恶臭污染物，

为无组织恶臭污染源，主要以 NH3、H2S 等为主。恶臭气体产生计算见表 3.2-1。

表 3.2-1 垃圾坑恶臭气体产生计算表

恶臭源

计算过程 NH3 H2S

垃圾池

产污系数（g /t垃圾.a）
15℃ 60.59 6.20

30℃ 86.68 8.87

垃圾贮量（t） 600×7

污染物产生速率（kg/h）
15℃ 0.029 0.0030

30℃ 0.042 0.0043

渗滤液

处理站

渗滤液处理站（mg/S·m2） 0.0842 0.0026

渗滤液处理站面积（m2） 按最大源强渗滤液调节池计算，面积 240m2

渗滤液处理站产生速率（kg/h） 0.073 0.0022

生活污

水处理

站

生活污水处理站（mg/S·m2） 0.027 0.0018

生活污水处理站面积（m2） 100

生活污水处理站产生速率（kg/h） 0.0097 0.0006

注：垃圾池、渗滤液处理站污染源强参考《吴江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由于本项目主要恶臭产生点均保持微负压状态，考虑最不利影响，参考《吴江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4年 3月），无组织外逸量按垃圾库

房产生量的 10％，渗滤液处理站的 20%进行估算，按最不利考虑，渗滤液处理区无

组织面源简化为渗滤液调节池。生活污水处理站恶臭产生点不进行收集，按 100%逸

散。经简化，本项目 NH3、H2S 无组织排放源强及计算参数详见表 3.2-2。

表 3.2-2 本工程 NH3、H2S 无组织排放源参数

序号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 无组织面源面积及尺寸 无组织排放源强(kg/h)

1
垃圾库房

（按 10％泄漏）

NH3
长 33.8m×宽 21m×高 13m

0.0042

H2S 0.0004

2
渗滤液处理站调节池

（按 20％泄漏）

NH3
长 20m×宽 12m×高 5m

0.0146

H2S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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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污水处理站

（按 100％逸散）

NH3
长 20m×宽 5m×高 5m

0.0097

H2S 0.0006

3.1.1.8 厌氧系统沼气

本工程处理对象为渗滤液处理站厌氧系统产生的沼气，根据设计资料确定沼气产

量约为 90m3/h。

渗滤厌氧工艺后所产生沼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具体成分见表 3.2-3。

表 3.2-3 沼气成分表

序号 参数 单位 数量

1 组成 CH4、CO2、H2S

2 CH4 % 60

3 CO2 % 40

4 H2S ppm 2000

5 温度 ℃ 35～40

6 含水量 g/Nm³ 45

甲烷热值高，是发电和供热的良好燃料。因此本项目渗滤液处理站产生的沼气正

常情况下进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掺烧；在焚烧炉停炉紧急事故情况下，沼气进行排

空焚烧处理，无脱硫措施，此时 SO2浓度约 5700mg/m3。

3.1.1.9 粉尘

粉尘产生源主要为焚烧工艺药剂车间和飞灰处理工程，产尘点均经过除尘器除尘

后直接排放，本次评价按无组织排放，分布在一个区域内多个源作为一个无组织源。

飞灰固化车间、活性炭间和石灰加药间各设 1个，以下数据均指一个车间内污染

物产生量。

（1） 飞灰固化车间

 1个灰仓设 1台仓顶过滤排风机，单台风量 2500m3/h，经类比粉尘浓度约

3000 mg/m3；

 1个水泥料仓设 1台仓顶过滤排风机，风量 1000m3/h，经类比粉尘浓度约

3000 mg/m3，间歇运行，每年运行约 48h；

 飞灰输送、称量、搅拌等过程中均在密闭系统中进行，产生的粉尘不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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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固化车间长×宽×高（m）为 16.5×12×30（m）。

（2） 石灰浆制备间

 1个石灰仓（制浆）设 1个仓顶过滤排风机，单台风量 2000m3/h，经类比

粉尘浓度约 3000 mg/m3，间歇运行，每年运行约 48h；

 石灰浆配置过程中采用密闭制浆槽，产生的粉尘不逸散。

 石灰浆制备间长×宽×高（m）为 12×12×30（m）。

（3） 石灰粉车间

 1个石灰粉仓设 1个仓顶过滤排风机，单台风量 1500m3/h，经类比粉尘浓

度约 3000 mg/m3，间歇运行，每年运行约 48h；

 石灰粉车间长×宽×高（m）为 8.6×6.8×30（m）。

（4） 活性炭车间

 活性炭储仓设 1 个仓顶过滤排风机，风量 1000m3/h，经类比粉尘浓度约

3000 mg/m3，间歇运行，每年运行约 48h；

 活性炭车间长×宽×高（m）为 5.2×6.8×30（m）。

3.1.1.10 食堂油烟

职工食堂其灶头数为 2 头，按《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要求，

属于小型规模，风量 6000 m3/h，油烟产生浓度 4 mg/m3。

3.1.1.11 汽车尾气

汽车的燃料燃烧时由于燃烧不完全产生 CO、HC等污染物，同时由于燃烧温度

高，使空气中的氧和氮发生反应，产生 NOx废气。

目前同类项目汽车尾气均未采取处理措施，属无组织排放，此类污染物相对较小。

本项目汽车尾气排放能满足《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

标准要求。

3.1.2 拟采取环保措施

本项目采用 SNCR（炉内喷氨水）+半干法（Ca(OH)2）+干法（Ca(OH)2）+活性

炭喷射+袋式除尘的烟气净化工艺，并配有自动控制在线检测装置及活性炭喷射量的

计量装置，烟气经净化后由 80米排气筒排放，满足 EU2000/76/EC标准要求。

3.1.2.1 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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