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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烟囱出口流速（工况）为 17.13m/s，可满足要求。因此，本工程烟囱高度设置合理。

表 5.2-36 烟囱合理性计算结果

名称 高度（m）
出口内径

（m）

烟囱出口流速

VS（m/s）
1.5VC

（m/s） 合理性

垃圾焚烧工程 80 1.5（单个） 13.73 10.58 合理

由表上表可知，垃圾焚烧工程废气排气筒高度合理。

5.3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5.3.1 废水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工程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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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站

处理，处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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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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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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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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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后回用作为厂区绿化用水、道路清扫及循环冷却水补充水。

本工程渗滤液及卸料大厅、运输车辆冲洗水排入渗滤液处理站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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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处理，设计规模 200 m3/d。垃圾渗沥液、卸料大厅和运输车辆冲洗水由垃圾池渗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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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全部回用作为循环冷却水补

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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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排水为清净下水，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市政污水

处理厂深度处理。

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经总排口外排，外排水量 100m3/d，外排清

净下水水质为：pH6.5~8.5、COD 50mg/L、BOD5 10mg/L、氨氮 5mg/L、SS 30mg/L，

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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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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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废水回用可行性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及水平衡，本项目废水回用合理性分析见表 5.3-1。

表 5.3-1 本项目废水回用合理性分析

回用水 排放及回用去向
是否合理

类别 水量（m3/d） 水质（mg/L） 依据 去向

渗

滤

液

处

理

站

纳滤浓

缩液
20 主要为盐分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90-2009）：

11.3.6 生活垃圾焚烧厂所产生的垃圾渗沥

液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回喷至焚烧炉焚

烧；当不能回喷焚烧时，焚烧厂应设渗沥

液处理系统。

回喷至焚烧炉

焚烧
合理

反渗透

浓液
22 主要为盐分

根据设计及可研，石灰浆制备需求水量为

92m3/d，同时对水质无要求。
石灰浆制备 合理

清液 88

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16889-2008）
表 2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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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项目冷却循环补水量为 1257 m3/d。
渗滤液处理站出水 88m3/d，小于冷却循环

补水量，同时水质能满足要求，能够作为

冷却循环补水。

冷却塔循环水

池补水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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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水 排放及回用去向
是否合理

类别 水量（m3/d） 水质（mg/L） 依据 去向

生

产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站

清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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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满足该标准的城市杂用水，可作为

用于冲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

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非饮用水。

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二版）》

（上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表 1.1-7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水量，绿化及草地用

水量标准 1.5~2.00 L/（m2·次），浇洒次

数一般按每日上午、下午各一次计算。

厂区绿化

本项目绿地面积 15419.69 m2，因

此绿化用水 23.13m3/次~30.84m3/
次。

本项目回用于绿化用水在计算值

范围之间，水质满足要求，能够

进行绿化。因此，合理。

8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满足该标准的城市杂用水，可作为

用于冲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

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非饮用水。

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二版）》

（上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表 1.1-7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水量，水泥及沥青路

面用水量标准 0.2~0.50 L/（m2·次），浇

洒次数一般按每日上午、下午各一次计算。

厂区道路清扫

本项目道路面积 12977.83m2，因

此浇洒用水 2.60m3/次 ~6.49m3/
次。每天两次计算，用水量在 5.2
m3/d~12.98m3/d。本项目回用于道

路浇洒用水在计算值范围之间，

水质满足要求，能够进行道路浇

洒。因此，合理。

17 根据可研，本项目冷却循环补水量为

1377m3/d。
冷却塔循环水

池补水

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回用量

17m3/d，小于冷却循环补水量，

同时水质能满足要求，能够作为

冷却循环补水。因此，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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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市政基础设施可依托性分析

本项目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经总排口外排，外排水量 100m3/d，

外排水质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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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位于睢县城区西南侧城关镇小门里村，始建于 2005年并于

2013年进行提标改造。《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于 2013 年 5 月由河南省正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商丘市环保局以商环审

[2013]115号对该项目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并于 2016年 4月完成了提标改造项目的

竣工验收工作。根据提标改造项目的验收监测报告，污水处理厂运行稳定，厂内设施

均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出水水质良好，可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 2万 m3/d，主要收集睢县城区的生活污水。提

标改造后，污水处理工艺主要为“格栅+厌氧+奥贝尔氧化沟+二沉池+混凝沉淀+纤维

转盘滤池+接触消毒 ”，出水水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就近排入通惠渠后，向南汇入惠济河。

本项目拟建厂址不在污水处理厂设计服务范围。根据《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管理局关于同意接收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排水的函》，同意接收本项目符合国

家现行行业排放标准的污水。

目前，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平均收水量 1.5万 m3/d，本项目废水排放量 100 m3/d，

仅占污水厂余量的 2%，且经过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本项目排水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及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项目排水不会对

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造成冲击。因此项目废水能够进入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5.4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5.4.1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区域构造控制着本区的地质地貌条件，亦控制着新近纪、第四纪的古地理环境及

相应沉积物的空间展布规律。尤其是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引起的北东向睢县断裂和东

西向郑州—开封—睢县断裂（龙塘断裂）的交叉使周口凹陷、通许凸起的边缘地带杞

县与睢县问，睢县与宁陵间又形成了凹凸相连的次级构造。详查区位于杞睢凹陷东部

睢县断裂带附近。新近系、第四系巨厚沉积层为地下水的运移、赋存提供了良好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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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空间。

根据含水岩组的空间分布特征（成因类型，埋藏条件，水动力条件等），水化学

类型的地质环境特征和开采条件，将分布本区松散岩类含水系统分为浅层含水层组

（简称浅层水，下同）、中深层含水层组（简称中层水，下同）、深层含水层组（简

称深层水，下同）。下面对浅层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富水规律和水质状

态进行分析。

浅层含水岩组由全新世、上更新世上部黄河冲积含水层组成具潜水特征，局部具

有微承压性。

5.4.1.1 浅层水的赋存条件和分布规律

浅层水含水岩组为黄河泛平原冲积堆积，一般厚度 60m左右，局部达 65m，具

有上细下粗的“二元结构”特征。由于古黄河的频繁改道和泛滥，粗细颗粒交替沉积，

使部分地区有细一粗一细一粗的“多元结构”，并使粗颗粒层分布不连续，厚度不稳

定等现象发生。区域内有两条古河道密集带（主流带），一条由龙塘经睢县至柘城附

近，另一条由民权经宁陵、商丘向东南与第一条汇合。古河道主流带内沉积着以中砂、

细砂为主的含水砂层，厚 10～18m，结构松散，是赋存地下水的良好场所。含水层之

上多为粉土覆盖，局部为粉土和粉质粘土互层覆盖，有利于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因此

该带浅层地下水丰富。主流带之外为泛流带，沿主流带两侧呈北西、南东向带状分布。

此带内，地层交错发育，呈“多元结构”型。含水层单层薄，颗粒细，以粉砂、粉细

砂为主，结构稍密，一般累计厚度 5-l0，局部小于 5m。地下水赋存空间狭窄，富水

性差，是浅层地下水的中等富水区。两带之间一般为过渡关系，即含水层由厚到薄，

颗粒由粗到细，水量由大到小。

5.4.1.2 浅层水的富水性特征

浅层水的赋存条件及分布规律控制着浅层水的富水性特征。根据机、民井单井出

水量和含水层厚度，依据降深 5m 时的出水量把浅层水富水性分为三级：富水区

(Q=1000～3000m3/d)、较强富水区(Q=500～l000m3/d)和弱富水区(Q=100～500m3/d)。

1．富水区分布于睢县的大部，详查区内的阮楼乡及外围、西部的榆厢乡、尚屯

乡，南部的红庙乡。含水层岩性以中砂、细砂为主，结构松散、透水性强，厚一般

10～18m，单位出水量 8.3～28.92m3/h•m，5m降深时的出水量为 1001.16～2960.76m3/d。

含水层渗透系数在 6～l0m/d。影响半径为 533-6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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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较强富水区分布于详查区东北部及外围北部的蓼堤乡和董店乡西部，呈北西、

东南向条带状。含水层岩性由细砂及粉细砂组成，厚度在 5～15m之间。单位出水量

4.6-8.18m3/h•m，5m降深时出水量为 558.36-987.84m3/d。

3．弱富水区分布于泛流带中，详查区东北角及外围的董店乡，大部均为弱富水

区。含水层岩性以粉砂、粉细砂为主，含少量泥质，厚 3～9m，单位出水量 1.69-4.14m3/h

•m，5m降深时涌水量 168.0-497.16m3/d。

5.4.1.3 浅层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动态特征

1．浅层水的补给

本区大气降水入渗是浅层水的主要补给源，其次为河渠坑塘入渗和灌溉回渗补给

等。平坦的地形、粉土及粉质粘土的包气带岩性及多年 4-6m以上的埋深，使得大气

降水及地表水体很容易入渗补给地下水。经观测计算，全区多年平均降水入渗系数为

0.18。灌溉回渗系数在 0.05～0.08之间。

2．浅层水的径流、排泄和动态特征

本区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开阔平坦，坡降 1/5000。地下水水力坡度仅 1/5000，

水平运动迟缓。浅层水水位埋藏浅，蒸发量大，机井密度大，水利化程度高，所以浅

层水的垂向运动是该区的主要特征。

浅层水的动态特征是入渗一蒸发型（丰水年），入渗一开采型（偏枯水年、枯水

年）。

5.4.1.4 浅层水的水化学类型及水质

受浅层含水层沉积环境的控制，本区浅层水水化学类型常见为 HCO3-Na•M过或

HCO3-Mg•Na，HCO3-Ca或HCO3-Ca•Mg少量分布，老城区居民密集区出现Cl•SO4-Na

或 SO4•Cl-Na•Mg。大部分地区地下水矿化度在 1～3g/L。详查区外围的西部、南部

多为矿化度小于 lg/L的淡水。

5.4.2 地下水污染预测及评价

5.4.2.1 地下水污染源及污染途径

建设项目各生产车间均采取了相应的防渗措施，正常工况下建设项目的主要地下

水污染源从源头上得到控制，污染物不会外排，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

因此本项目可能造成的地下水污染主要途径为非正常工况下池体或罐体等泄漏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5-182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或风险事故产生的污染物，以及污水在输送处理等过程中可能产生跑冒滴漏等现象，

当不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当时，泄漏的污染物在重力作用下从地表逐步渗入地下，并造

成局部的地下水环境受到污染，泄漏的污染物随地下水的流动不断扩散，最后导致地

下水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本项目地下水的污染途径主要以连续或间歇性入渗和径

流污染为主。

5.4.2.2 预测情景及范围

①正常工况

正常工况下，各生产环节按照设计参数运行，地下水可能的污染来源为车间、排

污管线、罐体、污水池等跑冒漏滴。本项目各车间、排污管线、罐体、污水池等地下

水污染源均采取了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并达到设计要求条件，防渗系统完好。正常

工况下污水不会渗漏进入地下造成污染。因此本次评价不再进行正常工况情景下项目

对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

②非正常工况

非正常工况下，车间地面、排污管线、罐体、污水池等工艺设备及装置，由于地

下水环保措施系统老化、腐蚀破损等原因，造成防渗层局部失效，污染物缓慢渗漏进

入包气带，并向下渗透进入含水层，造成地下水环境污染。因此，本项目采用地下水

溶质运移模型进行非正常工况下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根据工程分析中废水污

染源排放，结合厂区水文地质条件，设定非正常工况渗漏情景为污水处理站底部发生

破裂，防渗系统被破坏，废水发生短时泄露造成污染物下渗地下，将会对下方的土壤

及地下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针对设定的预测情景，对废水中主要污染物进入地下水后的迁移规律进行预测，

并分析评价非正常工况对评价区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本次评价预测范围同

评价区范围一致。

5.4.2.3 预测方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三级评价应

采取解析法或类别分析法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本次评价采用解析法，选

取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进行预测

5.4.2.4 预测时段

模拟时间为导则规定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时段应选取可能产生地下水污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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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段，至少包括污染发生后 100d、1000d，反映特征因子迁移规律的其他重要的时

间节点。本次预测时间段为 100d，1000d，7300d。

5.4.2.5 预测因子及源强

非正常工况下，渗滤液处理系统废水量相对较大且污染物浓度高，尽管调节池较

大，且设置事故池，但若发生泄漏将对地下水水质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本次评价以渗

滤液处理系统为地下水主要污染源。

根据本项目污染源特征，本次评价主要污染源设定在污水处理站调节池作为本次

预测污染源点，选取 NH3-N、Pb为预测因子。在非正常工况下，污染因子预测源强

依据渗滤液处理系统调节池进水水质浓度，确定为 NH3-N2000 mg/L，Pb1.5 mg/L。

假设预测期间发生持续性泄漏。

5.4.2.6 地下水溶质运移模型及参数选取

A. 非正常状况下概念模型

非正常状况下主要针对由于基础不均匀沉降等原因引起的防渗功能降低的情况

下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在一定周期内人工检查会发现问题，

并进行防渗层的修复等工作，从而切断污染源，本次从环境安全角度考虑，在时间尺

度上非正常状况概括为连续排放。

因此非正常状况模型可概化为一维稳定流动一维水动力弥散问题的连续注入示

踪剂—平面连续点源的概念模型。

B.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参数的确定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一维半无限

长多孔介质柱体，一端为定浓度边界，可采用的预测数学模型为：

式中：

x —距注入点的距离；m；

t —时间，d；

C (x ，t )—t 时刻 x处的示踪剂浓度，g/L；

C0—注入的示踪剂浓度，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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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水流速度，m/d；

DL—纵向弥散系数，m2/d；

erfc（）—余误差函数。

1、

1、地下水平均流速

根据搜集的水文地质资料，厂区潜水地下含水层渗透系数为 10m/d，区域平均水

力坡度Ⅰ为 0.2‰。

根据地下水流经验公式：

V=KI/n

式中：V—水流速度，m/d；

K—渗透系数，m/d；

I—水力坡度；

n—孔隙度。

因此场区内第四系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流速 0.008m/d。

2、潜水地下含水层的平均有效孔隙度 n

有效孔隙度是指含水层中流体运移的孔隙体积和含水层物质总体积的比值。依据

前人研究成果，对于均值各向同性的水层，有效孔隙度数值上等于给水度

（JacobBear,1983）。参考导则附录 B表 4.2的经验参数值，本次评价平均有效孔隙

度 ne为 0.26。

3、纵向弥散系数

水动力弥散尺度效应的存在，难以通过野外或室内弥散试验获得真实的弥

散度。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图，本次评价区范围对应的弥散度应介于 1～

10之间，按照偏保守的评价原则，本次模拟取弥散度参数值取 10。

图 6-8 孔隙介质数值模型的 lgαL—lgLs图

弥散系数计算公示：
m

L UD 

D—弥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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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弥散度，本次取 10；
m—指数，本次取 1.07。

按照上式计算可得场地的纵向弥散系数 DL=0.057m2/d。

5.4.2.7 非正常状况地下水预测结果

根据前文分析，将水文地质参数及污染源的源强，代入相应公式进行模型计算，

对污染物 NH3-N、Pb在地下水环境中的分布、程度进行分析，从而对污染事故对地

下水的影响进行定量的评价，给出污染物的超标范围和程度。预测因子 NH3-N、Pb

分别以《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的Ⅲ类标准 0.2 mg/L、0.05 mg/L

为超标影响限值，以检出限作为影响限值。本次模型分别对 100d、1000d、7300d进

行计算，主要成果见表 5.4-1。
表 5.4-1 非正常状况下含水层中运移计算结果汇总表

污染物
预测时

间

污染晕最

大超标距离（m）

影响

范围（m）

边界检

出浓度
标准限值

NH3-N
100d 14 16

0.025m
g/L 0.21000d 50 55

7300d 169 184

Pb
100d 8 15

0.09ug/
L 0.051000d 30 51

7300d 116 173

根据“一维稳定流动一维水动力弥散问题”预测计算结果，忽略污染物降解、吸

附等物理化学过程，在发生事故后的 100d、1000d、7300d，NH3-N 影响范围分别为

16m、55m、184m，超标范围分别为 14m、50m、169m；Pb影响范围分别为 15m、

51m、173m，超标范围分别为 8m、30m、116m。由以上计算结果可知，厂内污水处

理构筑物发生持续性泄漏 7300d后，污染物对厂区下游 200m范围内浅层地下水环境

质量影响明显，影响范围较小。

前述水文地质条件显示，拟建项目场地包气带具一定地下水防污能力，在发生污

水泄漏事故后，污水将耗费一定时间到达现状地下水位含水层，在忽略包气带地层的

降解、吸附作用下，短时间内泄漏场地区域地下水受事故影响，地下水环境会出现恶

化；实际过程中，污水在包气带地层中向下迁移，包气带地层的土壤颗粒将与污水发

生吸附、离子交换、截留以及生物化学等多种作用，使污染质浓度降低，污染质到达

含水层的浓度将进一步减小，污染质到达含水层中贡献浓度减小，影响范围将进一步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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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非正常状况发生后，在设定的检漏周期内，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对污染源

防渗进行修复截断污染源，并设置有效的地下水监控措施，能使此状况下项目对周边

地下水的影响降至最小，项目对周边浅层地下水的影响可接受。

5.5 声环境影响分析

5.5.1 噪声污染源及降噪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包括生产设备如焚烧炉、余热锅炉、汽轮发电机组及各

类辅助设备（如冷却塔、泵、风机）产生机械、动力噪声，运输车辆噪声。

拟采取的降噪措施包括：选择低噪设备、建筑隔声、安装消声器等。

表 5.5-1 噪声设备所在构筑物参数

车间名称
构筑物参数(m)

（长×宽×高）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室外源强声压级 dB（A）

r(m) r(m) r(m) r(m)

主厂房 118×64×30 15 110 57 82 60

污水站风机房 15×5×4.5 20 15 60 / 60

循环冷却塔 / / 145 5 90 70
注：表中“/”表示距离太远（＞200m）或被其他厂房阻挡，不再统计。

5.5.2 预测方法

5.5.2.1 户外声传播衰减基本公式

户外声传播衰减包括几何发散（Adiv）、大气吸收（Aatm）、地面效应（Agr）、

屏障屏蔽（Abar）、其他多方面效应（Amisc）引起的衰减。根据声源声功率级或靠近

声源某一参考位置处的已知声级（如实测得到的）、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距离声源

较远处的预测点的声级，用下式计算：

LP(r) = LP(r0) -( Adiv + Aatm + Agr + Abar + Amisc)

5.5.2.2 点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无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的基本公式是：

Lp(r)= Lp(r0)-20lg(r/r0)

公式中第二项表示了点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Adiv=20lg(r/r0)

5.5.2.3 面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中 8.3.2.3，当预测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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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声源中心距离 r处于以下条件时，可按下述方法近似计算：r<a/π时，几乎不衰减

（Adiv≈0）；当 a/π<r<b/π，距离加倍衰减 3dB左右，类似线声源衰减特性（Adiv≈10 lg

（r/r0））；当 r>b/π时，距离加倍衰减趋近于 6dB，类似点声源衰减特性（Adiv≈20 lg

（r/r0））。其中面声源的 b>a。

5.5.3 预测结果

本评价采用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系统（Noise System）软件对拟建厂址各厂界昼夜

间噪声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 5.5-2。噪声贡献等值线图见图 5.5-1。

表 5.5-2 各厂界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序号 位置 时间 现状值 贡献值 叠加值 增加值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东厂界
昼间 / 46.6 / / 60 达标

夜间 / 46.6 / / 50 达标

2 南厂界
昼间 / 38.6 / / 60 达标

夜间 / 38.6 / / 50 达标

2 西厂界
昼间 / 47.2 / / 60 达标

夜间 / 47.2 / / 50 达标

4 北厂界
昼间 / 34.7 / / 60 达标

夜间 / 34.7 / / 50 达标

由表 5.5-1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运行后，各噪声源对东、南、西、北厂界昼、

夜间噪声贡献值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

标准。

本项目实施后，最近敏感目标距离项目厂址较远（＞200m），项目昼、夜间噪

声对其影响很小。

因此，本项目投产后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5.6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5.6.1 固体废物来源、种类、产生量及处置措施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固体废物排放汇总见表 5.6-1。

表 5.6-1 固废排放汇总

序

号
名称 产生环节

产生量
属性 处理处置方式

t/d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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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垃圾焚

烧区

炉渣
垃圾焚烧

145.38 45104 一般固废 外委综合利用

2 飞灰 21.07 6537 危险废物 HW18，厂内稳定化处理

3
飞灰处

理工程

稳定飞

灰

飞灰稳定

化
28.87 8956 一般固废

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分

区填埋

4
渗滤液

处理
污泥 污泥脱水 8 2920 一般固废

送本项目焚烧处理

5 生活垃圾 职工 0.070 25.6 一般固废

6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 30 危险废物 HW18，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7 废布袋
袋式除尘

器 / 1.2 危险废物 HW18，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8 废机油 设备维护 / 1.5 危险废物 HW08，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注：（1）每年按 365d计；（2）*废活性炭为停炉废气应急治理废活性炭。

5.6.2 固体废物处置方案

（1）炉渣

炉渣经除渣机排入炉渣坑暂存（厂房内部），能贮存 3天出渣量，采取日出日清

方式外委综合利用（需进行单独立项和环评）。

（2）飞灰

生活垃圾焚烧的飞灰中，含有不少重金属，如铜 Cu、锌 Zn、铅 Pb、铬 Cr、镍

Ni、汞 Hg、镉 Cd及二噁英等，这些金属都呈阳离子，很容易在水中浸出，属于《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HW18焚烧处置残渣。

如果将原始飞灰直接应用于水泥、混凝土或路基材料，飞灰中高含量的重金属和

盐类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目前常用的飞灰固化处理技术有熔融固化技术、水泥固化

技术、化学药剂稳定化技术、湿式化学处理技术等。

本项目在焚烧主厂房内部设飞灰处理工程车间，经密闭收集、输送系统送至飞灰

贮仓，本项目采用“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综合稳定化方法处理。水泥/稳定剂固化后

经检验符合卫生填埋场入场条件后，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表 5.6-2 常用飞灰处理技术比较

技术方法 优点 缺点

水泥固化法

传统的重金属固化技术，费用经济，有应用

经验，技术成熟，处理成本低，工艺和设

备比较简单。

导致固化体增容率高，处理后的砌

块均难以达到较高的强度，影响填

埋效果。不适用于高氯含量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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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优点 缺点

产物增容较大，随着体系PH值的降

低，重金属有集中释放的危险。

熔融固化

（烧结法和

高温熔融

法）

飞灰处理彻底，减容率高、熔渣性质稳定、

无重金属等溶出，无二次污染，可以用作建

材。

能耗高，处理成本高，技术条件要

求严格。

药剂稳定化
新型的重金属固化技术，工艺简单，产物增

容小，稳定系数高，不受环境 PH值的影响。
螯合剂的生产成本高。

湿式化学处

理技术

运行成本较低, 利用酸萃取、碱萃取、生物

浸出萃取和烟气中和碳酸化法等从飞灰，特

别是二次飞灰（即熔融处理飞灰时产生的灰

尘），可回收部分重金属，如锌、铅等。

萃取会溶解一些不纯的物质，导致

重金属的回收有困难，而且产生的

废水、废气和污泥需要进行必要的

处理。目前很少应用。

针对采用单一处理方式均有不足的情况，国内开始更多采用水泥固化和化学药剂

稳定技术结合的方式处理垃圾焚烧飞灰，形成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该技术是在飞

灰中同时添加水泥材料和化学药剂，使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被捕捉、螯合，最终固定

在成型的固化物中。固化物满足一定的要求就可以直接填埋到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

综合了水泥固化和化学药剂稳定化的优点：工艺简单，对设备的技术要求不高；成本

较低，所需的水泥和稳定剂量都较小，购置也较方便；能源消耗小，无需加热和电解

设备。

根据目前类似项目的建设经验和经济数据分析，水泥-化学药剂稳定化处理的飞

灰固化物可作为普通废物直接填埋，成本很低，其综合处理的成本甚至低于水泥固化

成本（水泥固化物填埋费用较高）。

在焚烧主厂房内部设飞灰处理工程车间，经密闭收集、输送系统送至飞灰贮仓，

本项目采用“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综合稳定化方法处理。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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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外运至市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分区填埋。

由此，本项目产生的飞灰可以得到妥善处理和处置，不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

（3）脱水污泥

渗滤液处理系统产生的剩余污泥经脱水后得到含水率 80%的污泥，送本项目焚烧

工序处理。

（4）生活垃圾

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 25.6t/a，送本项目焚烧工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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