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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欧美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得到广泛使用，其单台最大处理规模可达 1100t/d，技

术成熟可靠。垃圾在炉排上通过三个区段：预热干燥段、燃烧段和燃烬段。垃圾在炉

排上着火，热量不仅来自上方的辐射和烟气的对流，还来自垃圾层的内部。炉排上已

着火的垃圾通过炉排的特殊作用下，使垃圾层强烈的翻动和搅动，引起垃圾底部的燃

烧。连续的翻动和搅动，也使垃圾层松动，透气性加强，有利于垃圾的燃烧和燃烬。

（2）流化床焚烧炉

流化床技术在 70年前便已被开发，之后在 20世纪 60年代应用来焚烧工业污泥，

在 70年代用来焚烧生活垃圾，80年代在日本得到相当的普及，市场占有率达 10%以

上，但在 90年代后期，由于烟气排放标准的提高和流化床焚烧炉本身存在的飞灰产

生量及飞灰热灼减率高且不易控制等不足，在生活垃圾焚烧上的应用大幅度减少，目

前该炉型多用于日处理垃圾 500t以下规模的处理项目。

流化床焚烧炉的焚烧机理与燃煤流化床相似，利用床料的大热容量来保证垃圾的

着火燃烬，床料一般加热至 600℃左右，再投入垃圾，保持床层温度在 850℃。流化

床焚烧炉可以对热值较低垃圾进行焚烧处理，燃烧十分彻底。但原生垃圾入炉前需要

进行筛分及破碎预处理，同时为了保证燃烧至少需要掺烧 5%煤。因此在应用于垃圾

焚烧上存在一定争议。

（3）热解焚烧炉

热解焚烧炉是指在缺氧或非氧化气氛中以一定的温度（500℃-600℃）分解有机

物，有机物将发生热裂解过程，使之变成热分解气体（可燃混合气体）；再将热分解

气体引入燃烧室内燃烧，从而分解有机污染物，余热用于发电、供热。

目前国内热解炉焚烧技术应用较少，且单台炉的处理量较小，一般处理量小于

200t/d。同时热解炉一般对入炉垃圾热值要求较高，针对国内生活垃圾水分含量较大，

热值不高的特点，为保证较好的燃烧效果，原生垃圾需要进行分拣及压缩脱水预处理

后再入炉。由于受到垃圾特性的影响，后续热解气的特性（热值、成分等）不稳定，

所以燃烧控制难，灰渣难以燃烬，且环保不易达标。

（4）回转窑焚烧炉

回转窑焚烧炉的燃烧机理与水泥工业的回转窑相类似，主要由一倾斜的钢制圆筒

组成，筒体内壁采用耐火材料砌筑，也可采用管式水冷壁，用以保护滚筒。垃圾由入

口进入筒体，并随筒体的旋转边翻转边向前运动，垃圾的干燥、着火、燃烧、燃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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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均在筒体内完成。并可根据筒体转速的改变调节垃圾在窑内的停留时间。回转窑常

用于成分复杂、有毒有害的工业废物和医疗垃圾，在当前垃圾焚烧中应用较少。

常见生活垃圾焚烧炉型比较情况见下表。

表 8.3-2 生活垃圾焚烧炉型比较

比较内容 机械炉排炉 流化床焚烧炉 热解焚烧炉 回转窑焚烧炉

炉床及炉体特点

机械运动炉排，

炉排面积及炉膛

体积较大

固定式炉床，炉排

面积和炉膛体积

较小

多为立式固定炉

床，分两个燃烧室

无炉排，靠炉体

的转动带动垃

圾移动

垃圾预处理 不需要 需要 热值较低时需要 不需要

设备占地 大 小 小 中

灰渣热灼减率 易达标
原生垃圾在连续

助燃下可达标

原生垃圾不易达

标

原生垃圾不易

达标

垃圾炉内停留时间 较长 较短 最长 长

过量空气系数 大 中 小 大

单炉最大处理量 1100t/d 500t/d 200t/d 500t/d
垃圾燃烧空气供给 易根据工况调节 较易调节 不易调节 不易调节

对垃圾含水量的适

应性

可通过调整干燥

段适应不同含水

量垃圾

炉温易随垃圾含

水量的变化而波

动，需通过掺煤量

进行调节

差，含水率较高时

需要进行压缩脱

水

可通过调节滚

筒转速来适应

垃圾的含水量

对垃圾不均匀性的

适应性

可通过炉排拨动

垃圾反转，使其

均匀化

较重垃圾迅速到

达底部，不易燃烧

完全

难以实现炉内垃

圾的翻动，因此大

块垃圾难于燃烬

空气供应不易

分段调节，大块

垃圾不易燃烬

烟气中含尘量 较低 高 较低 较高

燃烧介质 不用载体 需石英砂 不用载体 不用载体

燃烧工况控制 较易 不易 不易 不易

运行费用 低 高 高 较高

烟气处理 较易 较难 易 较易

维修工作量 较少 较多 较少 较少

运行业绩 最多 较少 少
生活垃圾很少

工业垃圾较多

综合评价

对垃圾的适应性

强，故障少，处

理性能和环保性

能好，成本较低

需前处理且故障

率较高，国内一般

加煤才能焚烧，环

保不易达标

灰渣不易燃烬，热

灼减率高，环保不

易达标

要求垃圾热值

较高，且运行成

本较高

对本工程的应用性 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通过上表比较，机械炉排炉相对其它炉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机械炉排炉技术成熟，尤其大型焚烧厂几乎都采用该炉型，上海江桥生活

垃圾焚烧厂、上海御桥生活垃圾焚烧厂、老港固废综合处理厂等均采用该炉型。

（2）具有独立的预热干燥区，炉膛内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对新进入的垃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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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热干燥，特别能适应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高水分、低热值的特性。

（3）操作可靠方便，对垃圾适应性强，不易造成二次污染。

（4）经济性好，垃圾不需要预处理直接进入炉内，运行费用相对较低。

（5）设备寿命长，运行可靠，维护方便，国内已有部分配套的技术和设备。

根据国家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发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

技术政策》要求，并指出：“目前垃圾焚烧宜采用以炉排炉为基础的成熟技术，审慎

采用其它炉型的焚烧炉”。

8.3.2.3 自动控制方式

控制方式根据垃圾发电厂工艺流程和运行特点，以及设备的配置情况，采用以下

控制方式：

(1)在中央控制室，采用一套 DCS对 2台炉排垃圾焚烧炉、2台汽轮发电机组及

相应热力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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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统一的监视与控制，还设有紧急按钮，以便在 DCS

全部故障时，能进行紧急停炉、停机操作，并使炉内垃圾燃烬。在控制室设置有工业

电视，可对全厂重要区域进行监视。

(2)对厂内一些相对独立的辅助系统，如烟气处理系统、化学水处理系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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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 自动控制控制水平

（1）除机组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和垃圾卸投料及灰渣输送控制外，整套机组启动、

停止、正常运行和事故处理均能在中央控制室内通过 LCD及鼠标、键盘完成。

（2）辅助车间正常运行时实现无人值班。

（3）中央控制室内设运行值班人员，实现全厂的运行控制管理。

（4）机组设计有较完善的模拟量控制系统（ MCS），主辅机保护、联锁及以功

能子组为主的顺序控制（SCS），能满足机组安全、经济运行的需要。

8.3.3 项目节能措施

8.3.3.1 垃圾焚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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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利用垃圾焚烧处理的余热发电、供热，变废为

宝，是一个节能、环保工程。本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配置 2 台处理能力为

300t/d的机械炉排焚烧炉，采用中温中压（400℃，4.0MPa）余热锅炉，配套 1台 12MW

的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实现年焚烧垃圾 21.9万吨，年可发电 6163.26万度，可上网

5053.87万度，年供热量为 29.596万 GJ。

8.3.3.2 总体布局主要节能措施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一项环境保护工程，也是一项能源回收、循环利用的

生态工程。本项目在总体布局上将采取多种节能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

1) 合理规划厂区的布置，各处理设施和管线流程畅顺，减少能量损耗。

2) 合理设计厂房，充分利用自然光与自然通风。

8.3.3.3 设备选型节能措施

1) 选择效率高、吸收剂消耗量低、技术先进的烟气处理装置。

2)一、二次风机、炉墙冷却风机、锅炉给水泵、引风机、吊车、凝结水泵、炉排

液压装置、空气压缩机等采用变频控制，节约电能。

3) 选用低损耗的节能型厂用变压器。

由于实际运行功率比设备额定功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此关键设备采用变频调

速后，可以节能 15%～30%。

8.3.3.4 工艺系统主要节能措施

1) 除氧器所用蒸汽为汽轮机作功后的抽汽。

2) 连续排污扩容器二次蒸汽回收，接至除氧器。

3) 凝汽器定期清洗，循环冷却水加絮凝剂和阻垢剂，保持凝汽器铜管的清洁，

降低凝汽器背压，提高汽机热经济性。

4) 烟、风管道上尽可能不设与控制操作无关的风门，在布置上充分做到流向合

理，以降低管道阻力，节省风机电耗。

5) 设备管道采用可靠的保温措施，防止热量损失，以节约能源。

6) 大容量电机采用 10.5kV的电压等级。

7) 热工控制采用先进的 DCS控制系统，以实现最佳控制状态，提高系统热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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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热力设备和热管道，均采用良好的绝热保温材料和经济保温层厚度，减少管

道散热带来的能量损失。

9) 在能源供应入口安装电、水、气等计量装置，对所用能源进行计量，以控制

消耗、降低成本。

10) 汽水管道、设备安装严密，采用品质优良、密封性能好的阀门和蒸汽疏水器，

防止在生产过程中的汽、水损失。

8.3.3.5 水工系统主要节能措施

本工程在设计中本着节约用水的原则，根据各用水点不同的水质、水温及水压要

求，做到尽量回收重复利用，尽可能地减少排水量。

1)空冷器、冷油器及辅机等设备冷却采用循环冷却水供水系统，冷却水循环使用。

2)辅机设备烟气处理设备冷却用水回流至汽轮发机组循环冷却水系统作为循环

冷却水系统损失补充水二次利用。

3)循环冷却水系统部分排污损失清洁废水二次利用，供道路洒水、绿化用水、出

渣机灰渣冷却用水、反应塔用水、炉排漏灰渣输送机冷却用水、垃圾车运输引桥冲洗

用水、地磅区域冲洗用水等。

4)循环冷却水系统设水净化杀菌灭藻和阻垢缓蚀加药系统，减少循环水排污废水

量，节约用水。

5)厂区工艺等生产设备选用耗水量较低的，技术先进的产品。

6)循环冷却水系统选择技术先进，蒸发损失和风吹损失率较小的冷却塔。

7)卫生器具等选用国家规定的节水型节能产品。

8)厂区各重要的用水点设置用水计量装置，从生产指标方面，加强管理，强化节

约用水。

9)厂区所有水池、水箱均装设液位控制阀，设水位显示装置，避免可能因溢流造

成的排水损失。

8.3.4 能、资源消耗及污染物减排措施

8.3.4.1 能源与资源利用

本工程在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同时，利用其产生的低位热能发电，不仅对生活

垃圾实现了高效地处理，而且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节约了其它能源资源。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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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利用垃圾焚烧发电，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年可发电 6163.26万度，可上网 5053.87万

度，年供热量为 29.596万 GJ。本项目建成后，年处理垃圾 21.9万吨，垃圾设计热值

按 6700kJ/kg计，折算成标准煤量，年可节约标准煤量约为 5.0万吨。

同时对焚烧炉渣进行外委综合利用，延长其产业链，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8.3.4.2 耗水指标

本工程耗水量为 1257m3/d，计算按日最大规模 600t，工程耗水指标为 2.095 m3/t

垃圾，低于同类项目的耗水指标 3.2～4.6m3/t垃圾。本工程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较高，

达到 99.11%。

8.3.4.3 污染物减排措施

本项目采用“SNCR（炉内氨水）+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的烟气

净化工艺，可实现废气的有效控制，烟气排放标准在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GB18485-2014）的基础上，满足更加严格的 EU2000/76/EC的排放标准要求。

设计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

①垃圾渗滤液、垃圾卸料区域冲洗水进入垃圾渗滤液处理站，采用“预处理＋

UASB厌氧反应器＋MBR生化处理系统＋NF纳滤＋RO反渗透”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

于冷却循环水系统。NF纳滤浓液回喷至垃圾池或焚烧炉焚烧，RO反渗透浓液回用

于石灰浆制备系统。

②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进入生产、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池+缺氧池+外

置式MBR膜系统”处理后达标全部回用。

本项目炉渣外委综合利用（需进行单独立项和环评），本项目炉渣作为制砖原料

综合利用；经过稳定化处理的飞灰经检验合格后送睢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本项目与国内同类企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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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 本项目清洁生产水平分析表

类别 名称 单位 江苏滨海生活垃圾发电项目 泰州垃圾发电项目 怀柔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上海天马生活垃圾项目 本项目

设备
规模 t/d 800 800 600 2000 600

炉排类型 / 机械炉排

废

水

渗滤

液

处理工艺 / 厌氧+ MBR +纳滤+反渗透 /
厌氧+两级 A/O-MBR +纳滤+反

渗透
厌氧+ MBR +纳滤

UASB厌氧+MBR +NF

纳滤+RO反渗透

排放标准 / / 接管标准 / 上海地标 /

排放去向 / 全部回用 污水处理厂 全部回用 污水处理厂
全部回用，用于循环冷却

水

清净

下水

排放标准 / / / / / /

排放去向 / 周边水体 市政雨水管网 全部回用 市政雨水管网 污水处理厂

生活

污水

排放标准 / / 接管标准 / 上海地标 /

排放去向 / 全部回用 污水处理厂 全部回用 污水处理厂
全部回用，用于绿化、道

路清扫、循环冷却水

废气 处理工艺 /

SNCR+旋转喷雾半干法（喷射

消石灰）＋干法（喷射石灰粉）

+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

半干法+活性炭喷

射+袋式除尘器

SNCR、SCR +旋转喷雾半干法

＋干法+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

器

SNCR+干法（消石灰）+活性

炭吸附+袋式除尘器+湿法（氢

氧化钠）+烟气再加热

SNCR（炉内喷氨水）+

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

射+袋式除尘器

水资源消

耗

新鲜水消

耗量
m3/t 1.90 3.304 0.52 3.90 2.295

污染物

废水量 t/t 0 0.251 0 0.322 0.167

烟尘 kg/吨 0.0525 0.064 0.05 0.048 0.042

HCL kg/吨 0.083 0.221 0.26 0.048 0.041

SO2 kg/吨 0.202 0.480 1.06 0.241 0.124

NOx kg/吨 0.826 0.839 0.05 0.964 0.742

二噁英 ng /吨 416 411 0.55 482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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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滨海生活垃圾发电项目、泰州垃圾发电项目、北京怀柔生活垃圾发电项目、

上海天马生活垃圾项目生产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本项目处理规模略小于江苏滨海生

活垃圾发电项目、泰州垃圾发电项目，与北京怀柔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处理规模相同，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治理措施类似，本项目相应的物耗情况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和以上项

目处于同一水平，说明本项目的清洁生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8.3.4.4 环境管理水平

本工程为焚烧线提供 2套烟气连续监测系统，其在线数据可以通过预留的通讯接

口允许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网络访问，在线监督管理。

因排水通过厂区统一管网收集后外排城镇污水处理厂，总排口设置 1套在线监测

装置，以便监督管理。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专门设立安全环保主管部门，负责全厂安全生产、环境管理、

环保设施的运营、维护、检修等。

8.4 小结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城市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并最终产生的热能发

电，将资源综合利用与污染防治相结合。

通过分析比较可见，本工程采用最贴近垃圾处置“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

的垃圾焚烧方式；引进国际先进的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具备先进自动控制水平；利

用垃圾焚烧处理的余热发电，真正做到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配套先进的污染物

末端治理措施，烟气排放标准在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的基础上，采取更加严格的 EU2000/76/EC的排放标准。炉渣进行资源综合利用，飞

灰厂内进行稳定化处理，稳定后飞灰送至睢县垃圾填埋场填埋。

本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运行后可达到国内先进的清洁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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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污染物总量控制

9.1 总量控制因子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

2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

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3】4号）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划的通知》要求，确定本项目总量控制（考核）因子为：

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废气中的 SO2、NOx；废水中 COD、氨氮。

其它污染物考核指标：废气中烟尘、HCl、HF、CO、Hg、Cd+TI、Pb+Cr等、二

噁英等污染物。

固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9.2 总量控制指标

9.2.1 废水污染物总量指标

本项目生活垃圾渗沥液、卸料大厅冲洗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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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标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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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地磅区域冲洗排水、车间冲洗排水、垃圾运输引桥冲洗排水、化验室排水、

生活污水等进入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站调节池，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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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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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清扫用水及循环冷却水补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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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排口清净下水经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通惠渠，最终汇入惠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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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1 本项目废水总排口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源
总量控

制因子

本项目接管量 进入环境量

(t/a)
是否计

入总量废水量 t/a 产生量(t/a) 外排量(t/a)

总排口

清净下水

COD
36500

1.8250 1.8250 1.8250
是

氨氮 0.1825 0.1825 0.1825

9.2.2 废气污染物总量指标

本工程焚烧烟气中排放 SO2、NOx、烟（粉）尘、CO、HCL、重金属、二噁英

等多种空气污染物。主要总量控制污染物外排浓度：SO2 30mg/m3、NOx180mg/m3。

具体值见表 9.2-2。

表 9.2-2 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

污染物 单位 产生量 预测排放量
是否计入总

量

废气

SO2 t/a 360.9600 27.0720
是

NOX t/a 270.7200 162.4320

烟（粉）尘 t/a 9046.7 9.2

否

HCl t/a 361.0 9.0

HF t/a 18.0 0.9

CO t/a 180.5 45.1

Hg t/a 0.451 0.045

Cd t/a 0.451 0.027

Cd +TI t/a 0.722 0.045

Pb t/a 9.024 0.180

Pb+Cr等其他重

金属
t/a 22.560 0.451

二恶英类 g/a 3.610 0.090

9.3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建议值

根据本项目工程分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总量控制指标建议值见表 9.3-1。

表 9.3-1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建议

类别 污染物 直接排放量 t/a 监管考核建议值 t/a 备注

厂区总排口

排水

COD 1.8250 1.8250 由睢县城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排入惠济河氨氮 0.1825 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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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废气
SO2 27.0720 27.0720

经处理后外排大气
NOx 162.4320 162.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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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拟建项目的开发建设必将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工程建设也必然会对拟建

地和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开发建设中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以部分

地减缓工程建设对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经济损失。本章通过对该项目的社会、经

济、环境效益以及环境损失的分析，对该项目的环境经济损益状况作简要分析。

10.1 项目投资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见表 10.1-1。

表 10.1-1 主要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备注

一 设计规模

1 垃圾处理量 吨/日 600 正常年

吨/年 219000 正常年

2 全厂热效率 % 22.14 BMCR点

3 年发电量 万度 7670 正常年

4 厂用电率 % 18.00 全年平均

5 年上网电量 万度 6290 正常年

6 吨垃圾折算上网电量 度/吨 287.20 按入厂垃圾

7 年运行小时数 h 8000

8 建设期 年 2

9 运行期 年 30

10 特许经营期 年 30

11 定员 人 70

12 用地面积 m2 53376 红线内

13 绿化率 % 30

二 项目投资

1 总投资估算 万元 29940.58

2 建设投资 万元 28799.73

3 建设期利息 万元 898.73

4 流动资金 万元 242.12

三 收入与成本

1 年收入(平均) 万元 5485.50 正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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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收入 万元 4062.00 正常年

垃圾处理补贴费收入 万元 1423.50 正常年

垃圾处理补贴费 元/吨 65.00

其它收入 万元 0.00

2 年总成本费用 (平均) 万元 3326.51 平均值

3 年经营成本 (平均) 万元 2180.70 平均值

4 单位售电成本 元/度 0.53 平均值

四 主要财务指标

1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 7.67 税后

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7.0%) 万元 1887.23 税后

3 项目投资回收期 年 13.05 包括建设期

以上各项分析表明，本项目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及借款偿还期等各项指标在

本行业中均属较好范围。由于本项目是以处理生活垃圾为主，综合利用为副的环保工

程，社会效益显著，通过政府给予垃圾处理费收入补贴，使生产运转得以维持正常，

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所以本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10.2 环保投资

根据工程分析和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可知，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产生的废水、废

气、噪声将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加以控制，

并保证相应的环保资金投入，使项目建成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对周围环境

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根据初步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为 29940.58万元人民币，其中环

保投资为 91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30.4%。

10.3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采取较完善可靠的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治理措施，可使排入环

境的污染物最大程度的降低，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具体表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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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焚烧烟气的达标排放。

本项目生活垃圾渗沥液、卸料大厅冲洗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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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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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洗标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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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地磅区域冲洗排水、车间冲洗排水、垃圾运输引桥冲洗排水、化验室排水、

生活污水等进入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站调节池，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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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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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清扫用水及循环冷却水补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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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取一系列的降噪措施后可以使厂界噪声达标，对周围环境敏感点影响很小。

本项目炉渣外委综合利用，炉渣作为制砖原料综合利用；飞灰采用“水泥/稳定剂

固化技术”综合稳定化方法处理，经检验符合卫生填埋场入场条件后，运至市政生活

垃圾填埋场填埋；脱水污泥、生活垃圾、废活性炭、废布袋送本项目焚烧工程处理。

本项目无固体废物外排。

本项目产生的“三废”在采取合理的治理措施后，可明显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达

到环保要求。另外，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热能发电，将生活垃圾资源化，可取得较好的

环境、经济双重效益。

10.4 社会效益分析

根据我国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政策，垃圾焚烧为一种相对可取

的城市垃圾处理方式。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城市建设了垃圾焚烧发电厂，有的已

具有了良好的运行经验，产生了可观的环境效益。本项目建设符合我国垃圾处理的政

策。首先，生活垃圾实施焚烧处理后，垃圾焚烧后的炉渣及飞灰体积约为垃圾的 20%

和 4%左右，实现垃圾的大幅度减量化的要求，释放出大量的垃圾堆放场地。其次，

垃圾中大量的有害物质在焚烧炉内经过高温焚烧后，成为灰烬，其毒性大大降低。

拟建项目建成后，一方面可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生活垃圾问题，避免大量的垃

圾堆置城郊、占用大片耕地、影响城市景观以及对水源、空气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给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实现废物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对推动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因此也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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