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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废活性炭

本项目垃圾坑除臭（焚烧炉事故情况下启用）设备产生的废活性炭，产生量约

30t/a，编号 HW18。在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6）废布袋

用于烟气处理的袋式除尘器平均更换周期约为 2-3 年，每年更换约 40条滤袋。

折合产生量约 1.2t/a，编号 HW18。在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7）废机油

本项目设备维护等产生废机油为危险废物，编号 HW08。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后，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危废库房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

施工和建设，设置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采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地面采

用防腐蚀的硬化地面，设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基础采取防渗措施，采用 2mm厚的

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0cm/s。

以上几种固体废弃物严格按照上述措施处理处置后，对周围环境及人体基本不会

产生影响，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所采取的治理措施是可行和有效的。

5.7 垃圾运输环境影响分析及措施建议

5.7.1 垃圾运输量

本项目处理睢县城区及所辖乡镇、村庄的生活垃圾，包括居民生活垃圾、商业垃

圾、集市贸易市场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公共场所垃圾和机关、学校、厂矿等单位的

生活垃圾。本次建设规模为 600t/d，按照单车运输量 8t计，日总运输量为 75车次。

5.7.2 垃圾运输线

拟建厂址位于尚屯镇马红寺药材厂处，在睢县县域中西部，距离睢县大约 6.6公

里，至睢县中心城区的运输距离大约 8公里，厂址北侧距离 S325省道 2公里。中心

城区及所辖各乡镇、村庄生活垃圾运输采用公路运输，从各转运站和垃圾收集站收集

的垃圾，用垃圾专用运输车沿服务范围内道路行至 S325省道国道到达厂区，垃圾运

输车由环卫部门负责配备。

5.7.3 垃圾运输影响分析及措施要求

（1）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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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运输车的噪声源强约 85dB（A），经计算在道路两侧无任何障碍的情况下，

道路两侧 6m的地方等效连续 A声级为 69dB（A），符合交通干线两侧昼间标准 70 dB

（A）要求，30m处为 55 dB（A），等于交通干线两侧夜间噪声标准 55 dB（A）。

因此，昼间道路两侧 6m以内、夜间道路两侧 30m内的办公、生活居住场所将会受到

垃圾运输车辆噪声影响。

（2）恶臭与环境卫生影响

自然界动植物的蛋白质在细菌分解过程中产生恶臭污染物，垃圾堆放和贮存产生

硫化氢、氨、甲硫醇等气味使人感到不愉快。

垃圾运输前已经过压缩处理，并且采用全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运输过程基本可控

制垃圾运输的臭气泄漏、垃圾及其渗滤液的洒漏问题。

另外，本项目垃圾运输量较大，运输过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由洒漏的的垃

圾产生恶臭，影响当地环境卫生。

（3）废水影响

在车辆密封良好的情况下，运输过程可有效控制垃圾运输车的渗滤液泄漏问题。

但是如果运输车辆密封不严出现渗滤液沿路洒漏，将会由雨水冲刷路面进而对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4）防治垃圾运输沿线环境污染的措施

为了减少垃圾运输对沿线的环境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用带有垃圾渗滤液储槽的密闭垃圾运输车装运，对在用车辆加强维护保养，并

及时更新垃圾运输车辆，确保垃圾运输车的密封性能良好；

②定期清洗垃圾运输车，做好道路及其两侧的保洁工作；

③尽可能缩短垃圾运输车在敏感点附近的滞留时间，尽可能避免在进厂道路两旁

新建办公、居住等敏感场所；

④每辆运输车均需配备必要的通讯工具，供应急联络用，当运输过程发生事故，

运输人员必须尽快通知有关管理部门进行妥善处理；

⑤加强对运输司机的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概率；

⑥避免夜间运输发生噪声扰民现象；

⑦对垃圾运输车辆信息化管理，加强车辆的跟踪监管，建立运输车辆信息管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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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计量管理和垃圾运输的信息反馈制度。

5.8 小结

（1）SO2、NOX、NO2、CO、HCl、F、二噁英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贡献值占标率

较低，分别为 1.03%、8.33%、9.37%、0.05%、2.08%、0.50%、0.204%。最大地面浓

度出现位置为坐标（-100，0），即焚烧工程烟囱西 100m处，最大地面浓度出现点位

位于厂内，出现时刻为 2016年 10月 25日 12时。各敏感点贡献值叠加现状监测最大

值后均可达标。

（2）各污染物贡献值占标率分别为 SO2 0.73%、NOX 4.42%、NO2 4.98%、PM10

0.75%、CO 0.03%、HCl 1.47%、F 0.32%、Hg 0.84%、Cd 4.21% 、Pb 0.64%、二噁

英 0.13%。除 PM10外其它各污染物最大地面浓度出现位置为坐标（350，250，56.9），

即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430m处，位于空地，出现时刻为 2016年 4月 21日；PM10最大

地面浓度出现位置为坐标（50，50，57），即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70m处，位于厂址

内，出现时刻为 2016年 9月 5日。各敏感点贡献值叠加现状监测最大值后均可达标。

（3）各污染物年均浓度贡献值占标率均在 10%以下，占标率分别为 SO2 0.38%、

NOX 1.82%、NO2 2.05%、PM10 0.23%、Pb 0.19%、二噁英 0.07%。除 PM10外其它各

污染物最大地面浓度出现位置为坐标（150，350，56.3），即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380m

处，为马洪寺药材厂（已废弃）；PM10最大地面浓度出现位置为坐标（50，100，57.2），

即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112m处，为空地。

（4）非正常工况下各污染物贡献值占标率分别为：非正常工况 1，评价范围各

敏感点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贡献值占标率：二噁英 0.98~4.62%、HCl 4.40~20.82%；非

正常工况 2，评价范围各敏感点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贡献值占标率：二噁英 0.18~0.84%；

非正常工况 3，评价范围各敏感点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贡献值占标率：NH30.04~0.38%、

H2S 0.04~0.43%。各工况下敏感点贡献值叠加现状监测最大值后均可达标。

（5）项目无组织排放源在厂界处的颗粒物最大贡献值叠加背景值后满足厂界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6）项目厂界外 300m作为本项目恶臭气体的环境防护距离。目前该范围内无

敏感点。

（7）垃圾焚烧工程废气排气筒高度合理。

（8）本项目废水经厂内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外排。本项目对地表水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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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

（9）拟建项目在正常运行工况下，不会对地下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在非正常

状况发生后，应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项目在此状况下对潜水含水层的影响可接受。在

强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全部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对地

下水环境的影响程度小。

（10）本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固体废物均能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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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风险分析

6.1 评价对象和目的

环境风险是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由自发的原因或人类活动引起的具有不确定性

的环境严重污染事件。环境风险评价就是分析环境风险事件隐患、事故发生概率、事

件后果、并确定采取的相应的安全对策。

本项目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其配套的炉渣综合利用和渗滤液处理，其目的

是将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做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生活垃圾本身不属于危险

废物，因此在储存运输过程中发生恶性环境事故可能性极小，但在垃圾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有害烟气在事故排放时会存在某些潜在的环境风险因素。

根据《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0】

11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77 号）、《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发【2008】

82号）和《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TJ/T169-2004)的要求，需要对本项目

建设进行环境风险评价，通过评价认识本项目的风险程度、危险环节和事故后果影响

大小，从中提高风险管理的意识，提出本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杜绝环

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6.2 项目风险识别

6.2.1 危险性物质识别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导则》附录 A，物质危险性的判定标准见表 6.2-1。

表 6.2-1 物质危险性标准

物质分类
LD50(大鼠经口)

mg/kg
LD50(大鼠经皮)

mg/kg
LC50(小鼠吸入 4h)

mg/L

有毒

物质

剧毒物质 <5 <10 <0.1

剧毒物质 5<LD50<25 10<LD50<50 0.1<LC50<0.5

一般毒物 25<LD50<200 50<LD50<400 0.5<LC50<2

易燃物质

可燃气体
在常压下以气态存在并与空气混合形成可燃混合物；其沸点(常压下)是
20℃或 20℃以下的物质

易燃液体 闪点低于 21℃，沸点高于 20℃的物质

可燃液体
闪点低于 55℃，压力下保持液态，在实际操作条件下(如高温高压)可以

引起重大事故的物质

爆炸性物质 在火焰影响下可以爆炸，或者对冲击、摩擦比硝基苯更为敏感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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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项目使用原料、产生污染物的分析，涉及的主要危险性物质是辅助燃料轻

柴油、渗滤液处理站沼气、炉内脱硝用氨水，有害物焚烧炉排放烟气中所含污染物（主

要有 HCl、HF、CO、二噁英）等。根据对各物质危害特性表（见表 7.2-2）进行分析，

可见：

◆轻柴油具有易燃性；

◆沼气具有燃爆危险；

◆CO、HCl、HF、二噁英、氨水具有毒害性。

表 6.2-2 本项目有害物质危害特性表

物质名称 毒性 燃爆特性 危害性质判定结果

氯化氢
LD50=3124mg/kg

毒性分级：Ⅲ(中度危害)
不燃 不属于有毒物质

一氧化碳
LC50=1807mg/Nm3

毒性分级：Ⅱ(高度危害)

有燃爆性，乙类，

闪点<-50℃，

爆炸极限：12.5-74.2%

一般毒物

易燃

氟化氢
LC50=1276mg/Nm3

毒性分级：Ⅲ(中度危害)
不燃 一般毒物

二噁英
LD50=0.0225mg/kg

毒性分级：Ⅰ(极度危害)
不燃 剧毒物质

轻柴油
不属于《剧毒化学品名录》

（2012 版）中规定毒性物

闪点 45～55℃

爆炸极限 1.5～4.5%

火灾危险性属乙 B

易燃

沼气
甲烷：LC50=50%

毒性分级：Ⅳ(轻度危害)

甲烷：有燃爆性，甲类，

爆炸极限：5-16%
易燃易爆

氨水

LD50= 350mg/kg；

LC50=1390mg/m3。

毒性分级：Ⅳ(轻度危害)

不燃 一般毒物

6.2.2 重大危险源识别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列于表 6.2-3。根据标准，在单

元内达到和超过《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临界量时，将作为事故重大危险

源。

项目主要危险源主要有渗滤液处理站产生的沼气、炉内脱硝用氨水储罐和轻柴油

储罐，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本项目生产系统重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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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源辨识结果具体见表 6.2-3。

表 6.2-3 本项目重大危险源辨识

物质名称 储存量（t） 临界量（t）
重大危险源

识别结果

轻柴油
1个 20m3的地上钢制油罐，最大储存

量约 16t
2000 非重大危险源

沼气

不储存，沼气正常情况下，作为一次风

进入焚烧炉燃烧处理，应急状况下，由

地面应急火炬系统焚烧后排放。

50（甲烷） 非重大危险源

氨水 1个 20m3氨水储罐，最大储存量约 15t

属于危险化学品中第8项腐

蚀性物质，不构成表 2判别

条件

非重大危险源

由上表可知，拟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危险性物质实际存储量均未超过

GB18218-2009中各危险化学品对应的临界量，根据同一单元内存在的危险物质为多

品种时，按照下式计算结果确定是否为重大危险源。

q1/Q1+ q2/Q2+ q3/Q3+……qn/Qn≥1

式中：qn-每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

Qn-与各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

上式计算结果为 0.008＜1，因此由上表及上式判定，本项目无重大危险源。

6.2.3 评价工作等级及范围

本项目无重大危险源，拟建厂址位于睢县尚屯镇马洪寺药厂西南地块，所处地

区非环境敏感地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评价

工作等级划分原则，本次环境风险评价等级定为二级，评价范围为厂址周围圆形区域

3km。根据导则要求，本次评价参照标准进行风险识别和对事故风险进行简要分析，

重点提出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对事故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本项目筛选出风险评价因子为：

具有燃爆危险的物质――轻柴油；

有毒物质――二噁英、氨水。

6.3 源项分析

6.3.1 事故源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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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本项目主要是以下几种事故源项：

（1） 焚烧炉配套的烟气处理设施达不到正常处理效率时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2） 焚烧炉检修等非正常工况恶臭气体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 轻柴油储罐发生泄漏的火灾爆炸风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 氨水储罐发生泄漏，氨气挥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 焚烧炉内 CO 量过大造成爆炸事故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6.3.2 最大可信事故

根据设计，项目设 1个轻柴油储罐，最大容积为 20m3，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进行

设计，采用双层油罐，中间层设在线监测和人工监测，无论是内层罐发生渗漏还是外

层罐发生渗漏，都能在贯通间隙内被发现，从而可有效的避免渗漏油品进入环境污染

土壤和地下水。油罐区周围设置事故围堰，可以保证事故状态下储罐内所有柴油都能

控制在围堰内，而不进入地表水环境。

开、停炉状态时，生产控制不利，炉温过低，烟气 CO含量过高，而同时活性炭

吸附和烟气净化袋式过滤装置均不能正常投入工作，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焚烧炉配套的烟气处理设施发生事故达不到正常处理效率时将造成废气超标排

放进入大气，污染周边空气，对周围环境及人体健康影响较严重。

项目设 1个氨水储罐，最大容积 20m3，氨水浓度 20%，储罐设置于 SNCR系统

车间，可以保证事故状态下储罐内所有氨水都能控制在车间内，而不进入地表水环境，

但是由于氨气具有挥发性，泄漏过程中会污染周边空气，对周围环境及人体健康影响

严重。

本次评价确定氨水储罐发生泄漏为本项目的最大可信事故。

6.3.3 事故源强

本项目氨水主要贮存于 1个 20m3氨水储罐中，最大储存量约 15t（储罐体积 80%

计），氨水浓度 20%，选取储罐阀门、接头处破裂导致氨水泄露作为最大可信事故。

6.3.3.1 氨水泄漏速率

氨水泄露速度 QL选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推

荐的伯努利方程计算：

  ghPPACQ dL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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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L——液体泄露速度，kg/s；

Cd——液体泄露系数，取 0.62；

A——裂口面积，m2；

P——容器内介质压力，取 12000Pa；

P0——环境压力，取 10100Pa；

g——重力加速度，9.8m/s2；

h——裂口之上液位高度，取 4.5m；

ρ——密度，取 907kg/m3。

对于氨水储罐来说，罐体结构比较均匀，发生整个容器破裂而泄漏的可能性很小，

泄漏事故发生概率最大的地方是容器或输送管道的阀门、接头处。本评价设定泄露发

生在阀门、接头处，裂口尺寸取管径的100%，氨水泄漏孔径为0.06m，孔径面积0.003m2；

以贮罐及其管线的泄漏计算其排放量；事故发生后在 15min内泄漏得到控制。

由上式估算氨水泄漏速度为 16.23kg/s，本项目最大储存量约 15t，15min泄漏 14.6t，

基本全部泄漏完。

6.3.3.2 氨气蒸发量计算

氨水泄漏后形成液池，并随着表面风的对流而蒸发扩散。氨水蒸汽即氨气比空气

轻，能在高处扩散至较远地方，使环境受到污染。泄漏氨水的蒸发主要是质量蒸发，

质量蒸发速度 Q3按下式计算：

  )2/()4()2/()2(
03 / nnnn ruTRMpaQ  

式中： Q3—质量蒸发速度，kg/s；

a，n—大气稳定度系数，按环境风险评价导则表 A2-2选取；

p—液体表面蒸气压，Pa，6300pa；

R—气体常数，J/mol·k；

M—气体分子量，kg/mol，17；

T0—环境温度，k，293.15k；

u—风速，m/s；

r—液池半径，m。

液池半径按 3.69m计，经计算，不同气象条件及风速条件下，泄露氨水蒸发的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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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量为 1.14～5.32kg/s。具体见表 6.3-1。

表 6.3-1泄露氨水蒸发的氨气量计算结果表

不同气象条件
稳定度 B 稳定度 D 稳定度 F

U=0.5m/s U=2.6m/s U=0.5m/s U=2.6m/s U=0.5m/s U=2.6m/s
氨水蒸发速度

（kg/s）
1.14 4.39 1.39 5.01 1.57 5.32

6.4 环境风险评价

6.4.1 氨水泄漏风险计算及评价

6.4.1.1 风险事故影响后果计算

预测发生泄漏时不同距离处氨气的扩散情况，风速条件按年均风速（2.6m/s）及

静风（0.5m/s）取样，大气稳定度按 B、D、F类取样。

（1）预测模式

采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推荐的事故后果评价

变天条件多烟团模式预测计算事故状况下的污染物地面浓度，对照氨气评价标准确定

影响范围。

计算下风向落地浓度的多烟团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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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i——第 i个烟团的质量，mg；

C（x， t-tio）——t时刻 i烟团在下风向 x米处的浓度贡献，mg/m3；

σxσyσz——烟团的扩散参数，m；

t-tio——烟囱运行的时间，s；

toi——第 i个烟团释放开始时刻；

n——释放烟团个数；

x——下风向落地浓度点距烟团的排放点下风向轴线的距离，m；

u——烟团排放高度处的平均风速，m/s；

H——有效排放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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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标准

有关标准数据见表 6.4-1。

表 6.4-1 氨气风险评价标准

名称 标准值（mg/m3） 标准值来源

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IDLH 360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18664）
半致死浓度：LC50 1390 相关资料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15分钟） 3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2-2002）
居住区最高允许浓度值 0.20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6.4.1.2 风险事故影响预测结果及评价

预测结果见表 6.4-2、6.4-3。

表 6.4-2 静风条件下氨水泄漏后下风向氨浓度分布

下风向距离

（m）

第 5分钟 第 15分钟

B D F B D F
0 10.857 13.238 14.952 32.571 39.713 44.856
50 10.523 12.830 14.492 31.569 38.491 43.476
100 9.581 11.682 13.195 28.743 35.047 39.585
150 8.195 9.992 11.286 24.586 29.977 33.859
200 6.585 8.029 9.069 19.755 24.087 27.207
250 4.971 6.061 6.846 14.912 18.182 20.537
300 3.525 4.298 4.854 10.574 12.893 14.563
350 2.348 2.863 3.234 7.044 8.589 9.701
400 1.469 1.792 2.024 4.408 5.375 6.071
450 0.864 1.053 1.190 2.591 3.160 3.569
500 0.477 0.582 0.657 1.431 1.745 1.971
550 0.247 0.302 0.341 0.742 0.905 1.022
600 0.121 0.147 0.166 0.362 0.441 0.498
650 0.055 0.067 0.076 0.166 0.202 0.228
700 0.024 0.029 0.033 0.071 0.087 0.098
750 0.010 0.012 0.013 0.029 0.035 0.040
800 0.004 0.004 0.005 0.011 0.013 0.015
850 0.001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9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95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5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5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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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有风条件下氨水泄漏后下风向氨浓度分布

下风向距离

（m）

第 5分钟 第 15分钟

B D F B D F
0 41.808 47.713 50.665 125.425 143.139 151.996
50 40.522 46.245 49.107 121.567 138.735 147.320
100 36.896 42.107 44.712 110.688 126.320 134.136
150 31.559 36.016 38.244 94.676 108.047 114.733
200 25.358 28.939 30.730 76.074 86.818 92.190
250 19.141 21.845 23.196 57.424 65.534 69.589
300 13.573 15.490 16.449 40.720 46.471 49.346
350 9.042 10.319 10.957 27.125 30.956 32.871
400 5.658 6.457 6.857 16.974 19.372 20.570
450 3.326 3.796 4.031 9.979 11.388 12.093
500 1.837 2.096 2.226 5.511 6.289 6.678
550 0.953 1.088 1.155 2.859 3.263 3.465
600 0.464 0.530 0.563 1.393 1.590 1.689
650 0.213 0.243 0.258 0.638 0.728 0.773
700 0.091 0.104 0.111 0.274 0.313 0.332
750 0.037 0.042 0.045 0.111 0.127 0.134
800 0.014 0.016 0.017 0.042 0.048 0.051
850 0.005 0.006 0.006 0.015 0.017 0.018
900 0.002 0.002 0.002 0.005 0.006 0.006
950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15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5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最大可信事故情况下，本项目氨水发生泄漏事故不会出现半

致死浓度和 IDLH浓度，没有半致死区域和 IDLH 区域。

事故发生后，氨水储罐区（SNCR系统车间内）及厂区氨气浓度较大，超过短时

间接触容许浓度（15分钟），项目厂界外 300m为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该范围内无

敏感目标，最近敏感点距离本项目 320米，氨气浓度会超过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15

分钟）。同时氨水泄露位于 SNCR系统车间内，氨水泄露后挥发为氨气进而逸散出厂

外，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一旦发生氨水泄露事故，建设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立即采

取应急措施，同时及时通知最近敏感目标及上级主管部门。

因此，本项目的环境风险较低，可以接受。

6.4.2 事故排放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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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事故发生原因及情景

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于 2005年正式投入运行，其焚烧方式与本项目一样为

机械炉排炉，因此其设备运行情况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根据对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

厂的设备运行情况分析，焚烧炉烟气处理系统发生事故排放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干法除酸系统故障

干法除酸系统的喷射马达、喷头或联接器等有可能在运行中出故障，发生率每年

大约 1-2次，更换时间最多约在 1小时以内，一般在 20分钟左右，此时 HCl会偏高。

因后续处理系统还有活性炭吸附作用，因此酸性气体的去除效率会降低 30%左右。

（2） 活性炭喷射系统故障

由于多种原因，活性炭不喷或风机损坏，需更换备件或启用备用风机，一般在

30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 1小时。此种情况一年最多 1-2次。但由于布袋过滤器表面

积有活性炭反应层，对重金属、二噁英等的吸附仍然有效，因此活性炭喷射系统短时

间故障不会对重金属、二噁英等有很大的影响，其去除效率会降低 20%左右。

（3） 布袋除尘器泄漏

正常情况下，布袋可在停炉检修时按使用周期成批更换。运行中布袋泄漏，在线

监测仪可立即发现。布袋除尘器有多个独立仓位，每个独立仓位有几十个小布袋，可

逐一隔离检查更换，不会造成烟尘超标。更换时，因需冷却，一般需 1天时间，故障

布袋一般在 3-5只左右，每年大约不超过 2次。根据监测统计，布袋除尘器发生泄露

时，烟尘的最高浓度会增加为正常情况的 3倍左右。相应的烟尘、重金属、二噁英的

排放量也增加 3倍左右。

（4） 焚烧炉启动和停炉

在焚烧炉启动（升温）过程中，焚烧炉从冷状态到烟气处理系统正常运行的升温

过程耗时约 2～4小时（升温）。从理论上说，烟气在 850℃停留时间达到 2 秒的情况

下，绝大多数有机物均能在焚烧炉内彻底烧毁，且不会产生二噁英。

但若采取措施不到位，这时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类浓度、产生量将明显高

于正常工况，据有关资料，英国对六家公司垃圾焚烧炉启动时非正常工况的测试，焚

烧炉启动时二噁英类在焚烧炉出口浓度比正常时高 2～3 倍。假定未采取喷油辅助燃

烧措施，经设计单位核实，此时二噁英类产生浓度可能达到 20ngTEQ/Nm3，通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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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后，大部分二噁英类可去除，排放浓度不超过 1.0ngTEQ/Nm3，持续时间不超

过 1小时。

（5） 恶臭污染物防治措施无法正常运行

焚烧炉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一次风机抽取坑中的臭气供焚烧炉燃用，使垃圾坑区

域处于负压状态，可避免臭气外逸。但在焚烧炉停炉检修时，自动开启除臭风机将臭

气收集后，经活性炭除臭装置吸附过滤后达标排放。

根据以上分析，项目运行烟气处理故障排放主要考虑为焚烧炉系统的喷雾除酸系

统故障、活性炭喷射系统故障、布袋除尘器泄漏故障、脱氮系统故障、活性炭除臭装

置故障。上述故障基本不会同时发生，每年单个故障的累计发生次数不超过 6次，每

次不超过 1小时。

6.4.2.2 事故后果预测及影响分析

（1）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影响

在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的排放情况下，各污染物影响预测值与现状背景值叠加

后的结果见报告书“非正常排放影响预测”章节内容。

（2）二噁英事故排放对人体的影响分析

二噁英净化发生故障，是指活性炭喷射故障且布袋泄漏最不利情况下。控制二噁

英主要是控制炉温在 850℃，且烟气停留时间在 2s 以上，由于故障发生率很低和排

除故障的时间较短，大量超标的可能性不大。二噁英产生的原始浓度为 4 ngTEQ/Nm3，

事故状态下取极端情况，二噁英排放浓度取 2.2ngTEQ/Nm3，时间不超过 1小时。

正常成人安静时呼吸次数为 16-20 次/分，每次吸入和呼出的气体量大约为 500

毫升，称为潮气量。正常人的呼吸频率可随年龄、劳动、情绪等因素而改变，婴儿每

分钟 30-40次；幼儿每分钟 25-30次；学龄期儿童每分钟 20-25次；成人每分钟为 16-20

次（如霜，《中国医药指南》，2004(6):43-43）。劳动和情绪激动时增快，休息和睡眠

时较慢。婴儿、幼儿、学龄期儿童的每次呼吸量依体重按比例计算。

二噁英现状监测的本底最大值为日平均 0.084pgTEQ /m3，折算成一次浓度为

0.280pgTEQ /m3，以此作为区域的一次浓度本底值。根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章节，选

出非正常工况最大落地浓度点小时叠加浓度 0.511pgTEQ /m3、正常工况最大落地日均

浓度叠加浓度 0.08615pgTEQ /m3。

http://baike.baidu.com/view/666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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