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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资质的

单位编制。

1. 项目名称―指项目立项批复时的名称，应不超过30个字(两个英

文字段作一个汉字)。

2. 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公路、铁路应填写起止地点。

3. 行业类别―按国标填写。

4. 总投资―指项目投资总额。

5.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指项目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

区、学校、医院、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可

能给出保护目标、性质、规模和距厂界距离等。

6. 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

析结论，确定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

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明确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他建议。

7. 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

不填。

8. 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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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3 号热源环保设备升级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朱昌一 联系人 管小仲

通讯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祝科街

联系电话 89711049 传真 邮政编码

建设地点 沈阳市浑南新区祝科街

立项审批

部门
批准文号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

码
电力 4411

占地面积

(平方米)
3750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4200 其中：环保

投资(万元)
2800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66.7%

评价经费

(万元)

预期投产日

期

1#、2#、3#锅炉现已改造完成并投产

4#、5#、6#锅炉 2019年前改造完成

1、项目由来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3号热源(以下简称“3#热源”)位于浑南新区祝科街

东侧，占地面积 30003m
2
，总建筑面积 27178 m

2
。装机规模为：5×120t/h 的热水锅

炉、1×90t/h 的蒸汽锅炉，总计吨位 690t/h，年供热量 3.4×105
kcal，供热面积为

249.4 万 m
2
。该项目已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通过沈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沈环保审

字（[2010]465 号），详见附件 1。

根据沈阳市“十二五”环保规划，要求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重点加大大规模集中供热锅炉的二氧化硫及烟尘污染控制力度，加强污染排

放企业除尘、脱硫等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同时依据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沈阳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沈阳市蓝天行动实施方案(2015-2017 年)的通知》沈政发

[2015]19 号文件精神及沈阳市环保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沈阳市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通知》中相关规定，本项目锅炉烟尘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特别排放限值，其它污染物执行一般区域排放限值，即烟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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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
3
，二氧化硫：400mg/m

3
。

为了使3#热源主要烟气污染物烟尘、SO2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271-2014）的相关标准要求，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拟对3#热源

厂现有锅炉进行除尘、脱硫改造，改造内容包括：

（1）将现有陶瓷多管除尘器改为布袋除尘器；

（2）将原双碱法(钙法)脱硫工艺改为镁法脱硫。

2、工程概况

⑴锅炉及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随着浑南新区东部区域的开发建设， 2010年沈阳浑南热力投资24875万元进

行3#热源厂的建设，安装1台90t/h蒸汽锅炉、5台85MW的热水锅炉，蒸汽锅炉除满

足区域内蒸汽用户外，其余蒸汽用于工业汽轮机驱动循环水泵，背压蒸汽换热供热，

总供热能力达到425MW。供热区域为浑南新区三环高速公路以北、以西，出口加工

区以东、浑河以南的区域。现有锅炉及配套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见表1。

表 1 现有锅炉规模及基本构成一览表

装机规模 5×85MW 热水锅炉，1×90t/h 蒸气锅炉（3#锅炉），总计吨位 690t/h

建设单位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祝科街，见附图 1

配

套

工

程

燃煤运输 燃料运输采用汽车运输至厂区内的煤库

储煤系统 贮煤库占地面积 6052m
2
，可储煤 5 万吨

输煤系统
通过往复式给煤机输送至斜皮带运输机，再由斜皮带运输机输送至布置

于主厂房水平运煤层的炉前水平皮带运输机

除灰渣系统 工程单独采用机械联合除渣，集中至渣仓后，由厂外汽车运输的方案

电气系统 两路电源，电压等级为 10KV 三相不接地系统

纯水处理系统 水源采用自来水，经厂区纯水处理站处理后提供给锅炉。

给排水系统
蓄水池容积 V=800m3，厂区内用水绝大部分为生产用水，主要用于一级

热水管网补水和炉渣冷却补水

热力系统 出水温度 130℃，回水温度 70℃

燃烧系统
燃煤进入锅炉后在鼓风机送风的条件下迅速燃烧，高温烟气通过锅炉受

热面降温，通过脱硫除尘器脱硫除尘后由引风机引至烟囱高空排放

临时渣库 项目产生的灰渣全部利用临时渣库贮存，即产即清

环保工程

脱硫工艺：采用高效脱硫塔装置，并配有脱硫加碱机，设计脱硫效率≥

90%；同时配有脱硫加碱机，加碱机内配置的 pH 值 10~12 的加碱液。

烟尘工艺：采用陶瓷多管加湿式脱硫塔除尘，脱硫后总除尘效率可达到
97.5%；锅炉采用一座高 105m 烟囱排放烟气

运行小时 日运行小时数按 20h 计，年运行小时数按 3000h 计

备 注 年供热量：3.4×10
6
G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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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本次改造工程建设内容

根据国家和沈阳市相关环保要求，为了满足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低于 30 mg/m
3

和 400mg/m
3
的排放标准限值要求。3#热源于 2015 年投资 6000 多万元，将现有陶瓷

多管除尘器拆除，改为电袋复合除尘设施；同时，对锅炉除尘脱硫工艺及设施进行

改造，改造内容见表 2。改造后锅炉产生的烟气，经电袋复合除尘处理后，总除尘

效率≥99.9%（湿法脱硫有 50%除尘效率差）；SO2处理工艺采用镁法（氧化镁），脱

硫效率＞96%。

表 2 改造工程内容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改造前 改造后

1 除尘
陶瓷多管 静电+布袋

除尘效率＞97.5% 总除尘效率≥99.9%

2 脱硫
双碱法（生石灰－烧碱） 氧化镁法工艺

脱硫效率≥90% 脱硫效率≥96%

目前，3#热源 1#、2#、3#锅炉除尘、脱硫改造工程已完成，并于 2015 年 11

月投入试运行。其余 3 台锅炉除尘、脱硫改造工程预计 2016 年 4月至 10月进行施

工。

(3)除尘脱硫设施优化内容

由于陶瓷多管除尘器处理效率相对较低，通过本次升级改造后，烟气先通过前

级电除尘区，烟气中大部分烟尘通过静电除尘方式被收集下来，未被捕集的已荷电

粉尘，再均匀进入后级布袋除尘区到达净化目的。同时，电袋复合式除尘器的除尘

效率不受煤种、烟气工况、飞灰特性影响，排放浓度可以长期有效、稳定在

≤20mg/Nm³。

原脱硫工艺为双碱法，脱硫设施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经常发生堵塞及塔内腐蚀等

情况。本次改造将脱硫工艺改为处理效率更高的镁法，大大提高了脱硫效率及设备

运转条件。

(4)项目总体工程

项目改造后，锅炉及其配套设施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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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锅炉除尘脱硫设施一览表

项目 建设内容 单位 规模或消耗量 备注

主体工程

除尘系统 6套
6台锅炉各配一套除尘设施：

电袋复合式除尘

拆除原有陶瓷多管除尘器；

每台配备一台电袋复合除

尘器+8个灰仓

脱硫系统 6套 各配1台脱硫塔
每台脱硫塔入口配一台除

污器

配套工程

灰库 1套
库容：500m3

仓顶设有布袋除尘器
新建

沉淀设施 1套 池子总容积：4800m
3

占地 630m
2
；

公用工程 动力系统 /
3台电动渣浆泵、1台汽轮机拖

动渣浆泵
依托现有供电设施

依托工程 回用水 /
脱硫系统补水量：32t/d

循环水量：500t

脱硫系统用水来自锅炉间

地面清洗用水及输煤雾化

喷淋废水，其水质较好，上

清水进入脱硫系统前经除

污器过滤

3、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设备情况见表 4。

表 4 本期工程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除尘设备

1 电袋复合除尘器 YDHD120/3300-ZBZ
进口截面积 120㎡
过滤面积 3300㎡

套 6

脱硫设备

1 脱硫塔 90t/H Φ6.5m×20mH 座 6

2 碱罐 容量：40t 台 2

3 渣浆泵
KZJ200-60 Q=760m3/h 台 3
KZJ250-65 1000m3/h 990r/min 台 1

4 汽轮机 B0.315-1.2/0.2 315KW 3000r/min 台 1

5 罗茨风机 NSR150 55KPa 1450r/min 台 2

6
电机

Y180M-4 18.5KW 1470r/min 台 2

7 Y2-355M2-6 185KW 990r/min 台 3

8 除污器 台 6
9 循环泵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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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本项目脱硫使用的氧化镁粉从沈阳当地采购，由厂家通过公路运输至厂内。

本次改造项目原材料及能源消耗见表 5。

表 5 新增原料及能源消耗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用量 来源 备注

1
能源

回用水 t/a 15000 锅炉间 /
2 电 104kWh 45 市政 /

3 原材料 氧化镁 t/a 800 外购

氧化钙含量要求 85%以上，细度

要求 250目以下

规格：散装

采购进厂，直接打入碱罐存放

5、公用工程及依托工程

本项目改造工程水、电均利用热源厂现有公用工程。

①供水

目前 3#热源厂供水全部来自市政自来水供水系统，供水采用专用管线输送。

现有供水管网已经形成，其供水能力能够满足本项目要求。

②排水系统

脱硫区域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生活污水、雨水分别排至厂区现有

的生活污水排水管网和雨水排水管网。

生产废水主要为脱硫产物处理后的浆液，主要成分为硫酸镁。脱硫区域的生产

废水经氧化、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于脱硫系统，其余废水全部用于锅炉除渣系统使

用，无废水排放。

③供电

本项目用电由东北电网调度供电，本次改造用电利用现有供电设施，能够满足

本次改造后用电负荷。

7、人员配置

除尘脱硫工程改造完成后，项目工作人员为厂区内部调剂，不新增工作人员。

目前厂内员工共 60 人，锅炉间，水处理间，变电所，给水泵房采用四班三运行；

运煤除渣采用三班二运行；其余为正常班。全年工作 151 天，每天运行 20 小时。

因本工程有部分季节性生产，生产人员可采用部分季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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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程实施进度

项目 1#、2#热水锅炉和 3#蒸汽锅炉除尘、脱硫设施已于 2015 年 11 月改造完

成，并投入试生产运行。其余 3 台锅炉（4#、5#、6#）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计划于 2019

年前改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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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1、现有机组情况

(1)项目介绍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公司新建3号热源项目，于2010年建设，装机规模为：5×85MW

热水锅炉，1×90t/h蒸气锅炉，总计吨位690t/h。项目已对锅炉烟气采取除尘、脱

硫措施，分别为陶瓷多管除尘工艺及双碱法脱硫工艺。该项目已于2010年通过沈阳

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文号为“沈环保审字[2010]465号”。

根据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办法》与《关于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沈阳市环境监测站于2014年1月17日，

对沈阳浑南热力有限公司新建3号热源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前的现场检查、踏勘，

并于同年3月出具了《沈阳浑南热力有限公司新建3号热源项目(分一期)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沈环监技服字(B)2014年023号)，详见附件2。

根据原有环评报告及其建设单位提供有关的资料，改造前项目现有规模及基本

构成见表6。

表 6 改造前主要工程内容

规模(t/h)
1×90t/h
5×85MW 总吨位 690t/h

主体工程 1台 90t/h蒸气锅炉，5台 85MW热水锅炉

配

套

工

程

燃煤运输 燃料运输采用汽车运输至厂区内的煤库

储煤系统 贮煤库占地面积 6052m2，可储煤 5万吨

输煤系统
通过往复式给煤机输送至斜皮带运输机，再由斜皮带运输机输送至布置于

主厂房水平运煤层的炉前水平皮带运输机

除灰渣系统 工程单独采用机械联合除渣，集中至渣仓后，由厂外汽车运输的方案

电气系统 两路电源，电压等级为 10KV三相不接地系统

纯水处理系统 水源采用自来水，经厂区纯水处理站处理后提供给锅炉

给排水系统
蓄水池容积 V=800m3，厂区内用水绝大部分为生产用水，主要用于一级

热水管网补水和炉渣冷却补水

热力系统 出水温度 130℃，回水温度 70℃

燃烧系统
燃煤进入锅炉后在鼓风机送风的条件下迅速燃烧，高温烟气通过锅炉受热

面降温，通过脱硫除尘器脱硫除尘后由引风机引至烟囱高空排放

临时渣库 项目产生的灰渣全部利用临时渣库贮存，即产即清

环保工程

脱硫工艺：采用高效脱硫塔装置，并配有脱硫加碱机，设计脱硫效率≥90%；

同时配有脱硫加碱机，加碱机内配置的 pH值 10~12的加碱液；

烟尘工艺：采用陶瓷多管加湿式脱硫塔除尘，脱硫后总除尘效率可达到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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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采用一座高 105m烟囱排放烟气（存在限空高度要求）；
煤场防尘措施：封闭贮煤场，在煤场内安装相应的喷淋系统；

废水：生活污水排至厂区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最
终入浑南新区上夹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运行小时 日运行小时数按 20h计，年运行小时数按 3000h计
备 注 年供热量：3.4×106GJ/a

(2)工程内容

现有项目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7，建筑及构筑物见表 8。

表 7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 指 标

厂区红线征地面积 30003m2

厂区总占地面积 29366 m2

规划容量 5×85MW+1×90t/h
总建筑面积 27178 m2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17135m2

道路及广场面积 4890 m2

容积率 0.93
建筑密度 58%
绿化面积 3000m2

绿化系数 10%
厂区围墙长度 665 m

表 8 建筑及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备注

1 锅炉间 m2 2576.6 5153
2 输煤层 m2 1000 4001
3 风机间 m2 3304 3304
4 水泵间和变电所 m2 757.8 1515.6
5 转运站 m2 102 510
6 1#输煤斜廊 m2 214 415
7 2#斜廊和廊下车库 m2 493 805
8 除渣间 m2 80.8 331
9 除渣廊 m2 65 65
10 破碎间 m2 72.25 361.3 地下 1层
11 烟道材料库 m2 720 1440.6
12 除氧间夹层 m2 — 545
13 受煤坑 m2 — 88 地下 1层
14 沉渣池 m2 630 630 地下 1层
15 沉渣泵房 m2 90 180 地下 1层

16 煤 库 m2 6052 6052 封闭式，储量 5万吨，可

使用 7天
17 临时灰渣库 m2 225 可临时存渣 3天，1500m3

18 倒班宿舍和食堂 m2 375 1125
19 门卫和收费大厅 m2 159 159
20 地中衡 m

2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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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烟囱 m
2 78 — 高 105m

22 水泵房 m
2 132 264 地下 1 层

23 蓄水池（800m
3
） m

2

(3)主要设备

现有工程主要设备配置情况见表9。

表 9 现有工程设备情况表

生产系统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锅炉
热水锅炉 SHW85-1.6/150/90-H 台 5
蒸汽锅炉 SHW90-1.6/250-H 台 1

鼓引风系统

鼓风机
CHG120-11 №18.5D、Q=154574m3/h

P=2544Pa 台 6

电机
Y2-355 M2-8
N=160kW 台 6

引风机
Y6-60-11 №22D、Q=336840m3/h

P=4054Pa 台 6

电机 Y2 450-6、N=630kW 台 6
陶瓷多管除尘器 出力 60t/h 台 12

脱硫塔 配 85MW 台 6
脱硫配套设备 最大烟气处理量 1800000m3/h 套 1

水系统

热网电动循环水泵 24sh-9、Q=3170m3/h、H=75mH2O 台 1
电机 Y5009-6、N=900kW 台 1

热网汽动循环水泵 24sh-9、Q=3170m3/h、H=75mH2O 台 2
汽轮机 N=1000kW 台 2

除渣系统

重型板链除渣机 ZBC1210、L=54m 台 6

电机 N=15kW 台 6
水平胶带运输机 TD75、B=1000mm、L=114m 台 2

电机 N=15kW 台 2
斜胶带运输机 TD75、B=1000mm、L=37m 台 2

电机 N=11kW 台 2

上煤系统

水平胶带运输机 TD75、B=800mm、L=54m 台 2

电机 N=15kW 台 2

倾斜胶带运输机 TD75、B=800mm、L=54m 台 2

电机 N=15kW 台 2

倾斜胶带运输机 TD75、B=800mm、L=54m 台 2

电机 N=15kW 台 2

破碎机 200t/h 台 2

电机 N=110kW 台 2

筛分机 300t/h 台 2

电机 N=7.5kW 台 2

(4)能源消耗情况

本项目所用燃料主要为原煤、点火用木材。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项目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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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能源消耗见表10。

表 10 主要能源、物料年需要量表

序号 主要能源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1 电 万度/年 103.2
2 水 万 t/a 87.6
3 煤 t/a 321300 依据原环评

4 木材 t/a 少量 外购，用于锅炉点火

5 氢氧化钠 t/a 1700 外购

6 氧化钙 t/a 200 外购

设计煤种为北方褐煤，其煤质检测结果见表11。

表 11 煤质表

项目 符号 单位 数量

工业

分析

收到基全水分 Wt·ar % 13.3
收到基灰分 Aar % 17.18

收到基挥发分 Vdaf* % 30.03

元素

分析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 kj/kg 20020
收到基碳分 Car % 54.30
收到基氢分 Har % 3.35
收到基氮分 Nar % 0.70
收到基氧分 Oar % 10.45
收到基硫分 St·ar % 0.7

(5)人员配置安排

3#热源厂现劳动定员 60 人。锅炉间，水处理间，变电所，给水泵房采用四班

三运行。运煤除渣采用三班二运行。其余为正常班，因本工程有部分季节性生产，

生产人员可采用部分季节工。

2、公用设施

(1)给排水

热源厂供水为市政给水，通过城市供水管道引至热源厂。

厂区内用水绝大部分为生产用水，主要用于一级热水管网补水和炉渣冷却补

水。其它用水量有引风机及循环水泵轴承冷却循环水补水、炉排后轴及煤闸门的冷

却循环水补水、锅炉炉排细灰冲灰水补水以及除灰渣系统补水。

厂区室外排水系统设计为雨、污分流制。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淋浴污水

经毛发聚集器处理，然后与其它生产、生活污水合并，排入厂区污水管网，最终接

入市政污水系统。



11

厂内蓄水池容积为800m
3
，储存2小时事故生产用水及2小时消防用水。厂区道路

边设雨水口收集地面雨水，经厂区雨水管道排入城市雨水管道。

(2)输煤系统

工程生产水均为循环水，不对外排放。

燃料运输采用汽车运输至厂区内的煤库，煤库为密封式，并下卧3m。依靠推土

机、轮式装载机倒垛并结合人工输送至受煤间，通过往复式给煤机输送至皮带运输

机，再由斜皮带运输机输送至布置于主厂房水平运煤层的炉前水平皮带运输机，炉

前水平皮带运输机运至炉前储煤仓完成燃料运输。

(3)供暖

本项目设计供热面积800×104
m
2
，实际供热面积249.4×104

m
2
。

(4)化学水处理系统

本热源厂供热系统运行参数为130℃/70℃，该运行参数下的供热系统补水除进

行软化外，还应进行除氧。因此，该热源厂厂区蓄水池供给的生产用水，先经过钠

离子交换器软化后进入软化水箱，再由除氧水泵加压至大气式热力除氧器完成除

氧，通过热水系统补水泵补入锅炉。

(5)引风除尘系统

锅炉的鼓风机、引风机和除尘器为单炉配置。鼓风机布置在主厂房的±0.000m

层，吸风口同时从室外和室内（主厂房锅炉运转层）吸风,室内吸风量占室外吸风

量的 20%,，经鼓风机加压后进入锅炉炉排各风室。锅炉产生的烟气，经过省煤器热

器降温后，进入除尘器。净化后的烟气进入引风机至脱硫塔至烟囱至室外高空排放。

采用陶瓷多管除尘器完成烟气的除尘，单级净化效率 95%，后续的双碱法脱硫

附带除尘效率 50%，总除尘效率 97.5%。

鼓风机和引风机均采用变频调速，以适应热负荷的变化而调整锅炉的燃烧状

况，达到节能的目的。

(6)脱硫系统

脱硫采用麻石脱硫塔脱硫，同时配有脱硫加碱机，加碱机内配置的 pH值 10～

12 的加碱液。通过耐腐蚀泵输送至脱硫塔内，与烟气的 SO2发生化学反应，使之成

为亚硫酸钙和硫酸钙沉积于除尘器下灰浆中再排出，达到高效脱硫的目的。脱硫效

率＞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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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改造前除尘脱硫工艺

(1)工艺流程

燃煤自贮煤场经输煤系统，进入锅炉燃烧，将给水加热成为高温热水，为用户

供热。燃料煤在锅炉中燃烧产生烟尘、SO2及 NO2，烟气进入陶瓷多管除尘器被除尘

器捕集下来，再经脱硫塔碱液喷淋脱硫后，少量飞灰随烟气经引风机、烟囱排入大

气。随烟气一起排入主要大气的污染物有烟尘、SO2及 NO2。

炉内燃烧生成的炉渣，由锅炉落渣口直接落入水平重型板链除渣机，再由水平

重型板链除渣机输送至斜皮带除渣机，由斜皮带除渣机输送至渣仓；炉底细灰采用

水冲灰方式至水平重型板链除渣机；陶瓷多管除尘器排出的干灰通过布置在每台除

尘器下面的刮板除灰机将湿灰刮至斜皮带除渣机；脱硫塔排出的产物经脱硫循环水

系统冲至室外沉降池，经沉淀后捞出；灰渣由粉煤灰综合利用厂利用。当综合利用

出现问题时，暂存在厂区的临时灰渣库临时存放。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见图 1。

图1 锅炉运行工艺及产物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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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环节分析

① 大气污染源及排放的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卸煤、贮煤过程、输煤系统及燃烧系统。燃料煤在煤场卸

车、贮存时将产生一定量的煤粉尘；煤由贮煤场输送至锅炉煤斗间，运煤系统及给

料点处会造成煤粉的扩散，产生粉尘；煤炭燃烧产生的烟气经除尘、脱硫后由烟囱

排放，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烟尘、SO2等。

② 废水污染源及排放污染物

生产废水污染源主要是化学处理废水、锅炉冷却排污水、脱硫废水、除灰废水、

输煤冲洗水、生活污水等，主要污染物为 pH、石油类、SS、CODcr。

化学水处理产生的废水和锅炉排水用于除渣和冲灰，部分随灰渣排除后，其余

进入沉渣池沉淀，脱硫废水也排入现有沉渣池沉淀，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于冲灰、

脱硫；输煤冲洗废水通过处理后回用；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厂区排水管网排

入市政管网，本工程生产废水零排放。

③ 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设备噪声、车辆运输及装卸噪声，其中设备噪声主要来自

鼓风机、引风机、循环水泵、补水泵、以及输煤系统等；车辆运输及装卸噪声主要

来自煤及灰渣的运输和装卸过程。

④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锅炉排渣和除尘器截留的粉煤灰，员工生活垃圾。

(3)污染因子

项目改造前污染因素及污染因子详见表 12。

表 12 污染因素及污染因子

项目
系统

废气 废水 灰渣 噪声

输煤系统 装卸、筛：粉尘 —— —— 输煤设备噪
声

贮煤场 扬尘 冲灰水：pH、CODcr、SS —— 泵类噪声

燃烧系统
锅炉烟气：SO2、烟

尘、NO2

锅炉排污：pH、CODcr、

SS、石油类

锅炉排渣除

尘器排灰

风机、泵类设

备噪声

给排水系

统
—— 化学处理：pH、CODcr、

SS
—— 泵类噪声

生活污水 CODcr、SS、NH3-H 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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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设施

依据原有环评报告，项目采取的环保设施情况见表 13。

表 13 主要设备及环保设施情况表

项目 单位 内容

烟
气
治
理
设
备

烟气脱硫
装置

方式 双碱法脱硫（附带除尘效率 50%）
脱硫效率 % 90

烟气除尘
装置

方式 陶瓷多管除尘器

除尘效率 % 95

总除尘效率 % 97.5%

烟囱

型式 砼 一座烟囱
高度 m 105

出口直径 m 4.8
烟气温度 ℃ 70

排水
处理方式

种类
化学水处理废水、锅炉排水、输煤冲洗水、生

活污水

方式
化学水处理废水、锅炉排水用于冲灰渣后进沉
渣池回用；脱硫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生
活污水经厂区排水管网排入市政管网

灰渣
处理方式

种类 湿式联合除渣
方式 水冲除灰渣系统、灰渣综合利用

燃料
运输贮存

运输设备种类 汽车
贮存种类 封闭式贮煤库，安装相应的喷淋系统
贮存容量 修建贮煤库，贮存量 5万吨

5、污染物负荷

(1)大气污染排放情况

① 输煤系统

输煤系统产尘点主要为给料机、卸料机。给料机、卸料机产尘点的粉尘浓度一

般为 100~300mg/m3
，采用水喷洒的方式处理后，厂界浓度最高点可降至 0.5mg/m

3

以下，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1.0mg/m
3
)排

放的要求。

② 燃烧系统

目前，本项目已安装了烟气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现在正在运行调试当中，数

据还无法体现烟气污染物现状排放数据，故本次评价依据原有《沈阳浑南热力有限

公司新建3号热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相关数据，锅炉总出口处烟尘和SO2排放

情况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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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项目改造前锅炉大气污染负荷表

项 目 名 称 数量

排放源 烟囱出口

m 105
m 4.8
℃ 70

测试结果

废气产生量 946352.3

烟尘
排放浓度 mg/m

3 115
排放量 kg/h 114.13

SO2

排放浓度 mg/m3 133
排放量 kg/h 125.5

除尘效率% 97.5
脱硫效率% 90

由表14可知：锅炉烟气排口的SO2排放浓度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2中二氧化硫：400mg/m
3
排放标准限值要求；烟尘则不能够满足烟

尘：30 mg/m
3
特别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2) 水污染负荷

生产水不外排，仅排放生活污水，最终入浑南新区上夹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厂区总排水口位于厂区正门处，废水排放去向见表 15。

表15 废水污染负荷预测

序号 类别 主要污染物 防治措施 去向

1 冷却塔排水 SS、盐类 过滤处理 回用

2 炉渣废水 SS 沉淀处理 除渣系统

3 生活污水 SS、COD、NH3-N 化粪池处理 上夹河污水厂

(3) 固废污染负荷

固体废物包括灰渣、生活垃圾等，灰渣产生量为26938t/a，脱硫渣年产生量

7000t，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3.5t/a。

(4) 污染物排放汇总

本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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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本工程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项目 排放源 污染物排放情况及排放去向

废气 锅炉

去除效率%
烟气量

万 Nm3/a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m3
污染物排放量

t/a
脱硫率 90%

283906
SO2 133 376

除尘效率 97.5% 烟尘 115 325

废水

锅炉
化学水处理废水

用于灰渣冲洗，入沉淀池沉淀，循环使用锅炉排水

灰渣池 冲洗水

脱硫塔 脱硫废水 入沉淀池沉淀，循环使用

员工生活 生活污水

排放量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m3
污染物排放量

t/a

1350t/a
CODcr 210 0.3
SS 150 0.2

NH3-N 12 0.016

固废
锅炉

灰渣

脱硫渣

26938t
7000t

全部综合利用,未及时清运是放在临时灰

渣库暂存

办公生活 生活垃圾 13.5t/a 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6、污染治理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大气主要污染防治措施见表17。

表 17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表

序号 产污设备 处理措施

1 锅炉
陶瓷多管除尘，效率 97.5%

双碱法（石灰石-石膏）脱硫，效率 90%

2 煤库 现有贮煤场为半封闭式煤场，已采用篷布遮盖。

3 灰渣库 半封闭式灰渣库，湿式除渣

(2)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废水进入沉煤池初沉后，大颗粒的煤、渣粉被截留上来，清澈及细小的颗

粒自流入污水池，通过泵前泵后加药将废水提升至高效污水净化器，出水入清水池

回用。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市政排水管网排入上夹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热源分厂固体废物包括灰渣、生活垃圾等，灰渣统一收集后，外售混凝土搅拌

站及砖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存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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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设备噪声、车辆运输及装卸噪声，其中设备噪声主要来自

鼓风机、引风机、循环水泵、补水泵、以及输煤系统等；车辆运输及装卸噪声主要

来自煤及灰渣的运输和装卸过程。

①引风机、鼓风机、水泵等产噪设备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并置于室内；

②在风机进、出气口安装消声器，使噪声降低 15-20dB；

③对于风机基础和管道传声，采取减振处理—安装减振台座，风机与进排风管

采用柔性连接管连接；

④锅炉房、风机间、水泵间等产噪设备间墙壁内表面采取吸声处理；

⑤水泵的进、出口安装避震喉，管道过墙处安装隔振降噪套管，并对水泵基础

增加减震垫；

⑥由于风机噪声较高，在对设备采取将噪措施的基础上，对风机间采取吸声处

理—在墙壁贴吸声材料；

⑦风机间采用隔声门及双层隔声窗，在风机工作室严禁开门或窗；

⑧输煤系统保持封闭，采用封闭廊道输煤。

根据 2014 年 3 月沈阳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沈阳浑南热力有限公司新建 3 号

热源项目(分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沈环监技服字(B)2014 年 023 号)

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7、总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详见表 18。

表 18 浑南热力 3#热源厂污染物排放总量 单位：t/a

种类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十二五”总量控制目标

废气
SO2 376 376
烟尘 325 325

3#热源现有脱硫设施（双碱法）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经常发生堵塞及塔内腐蚀等

情况，降低脱硫效率，排放量相对较大。SO2实际排放总量超过“十二五”总量控

制目标，本次改造将脱硫工艺改为处理效率更高的镁法，大大提高了脱硫效率，改

善了设备运转条件。

8、环境问题及整改措施

(1)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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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料存放

本项目储煤场为半封闭式，并有部分煤存放在厂内预留用地处，露天煤厂已采

取篷布进行遮盖，不满足《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沈阳市锅炉和窑炉环境保护审批及

管理规定的通知》（沈环保[2012]8号）文件，上述情况不满足环保要求。

②脱硝

依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实施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建议建设单位尽快开展锅炉烟气脱硝改造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2)整改措施

目前，建设单位正在对露天储煤场用地办理相关手续，待办理完成后，立即建

立封闭式煤库。同时，建设单位拟对半封闭式储煤场采取封闭措施，经整改后，煤

场下风向厂界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中

二级限值要求。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及沈阳市环保局相关要求，热源厂正在开展锅炉脱销改造

工作。目前，正处于委托相关资质单位进行初步设计阶段，拟定2016年底施工。待

脱硝工程完成后，锅炉烟气NOX排放浓度《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

2014)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表 19 环境问题与整改措施

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原料存放

储煤场为半封

闭式
采取封闭措施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限值

要求

露天储煤场

目前，该储煤场用地正在办理相关土

地手续。建设单位计划待手续办理完

成后，建设封闭式煤库

满足环保要求

脱硝 开展锅炉脱硝工程

锅炉烟气 NOX排放浓度《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

2014)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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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 地理位置

浑南 3#热源厂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西侧为祝科街，目前项目东北侧 100m 为

风能设备公司，西侧 400m 为中石油加工厂，其余方向为待开发用地。

(2) 地形地质特征

项目所在区域属浑河冲积平原地貌，地势平坦开阔，地貌单一，地势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平均海拔低于 50m。

场地内地基土主要由第四系冲洪积形成的粘性土、砂类土组成，由上而下依次

为：

⑴耕土：灰褐色，主要由粉质土及植物根系组成，孔隙率高，含水量较大，稍

湿，结构松散。该层以耕土为主，层厚 0.8m 左右，局部地段为杂填土，层厚 2.0m

左右，16 号钻孔为素填土，层厚 4.8m。

⑵粉质粘土：黄褐色～灰褐色，饱和，呈可塑偏软状态，稍有光滑，摇震反应

无，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含有少量腐植质及铁锰结核。

⑶中砂：黄褐～灰色，稍湿～饱和，主要由石英、长石等组成，均粒结构，含

大量粘性土，呈松散～稍密状态。

⑷粗砂：灰色，主要由长石、石英等组成，混粒结构，含圆砾约占全重 5%～

15%，粒径 2～20mm，饱和，中密状态。

厂址所在地区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最大冻层深度 1.3m。地下水稳定水位

27.20～27.30m，埋深 2.40～3.80m。该区域为第四纪冲积层，地质组合均匀，无

滑坡、土崩、岩溶、断层等不利地质因素，地耐力为 180～200kpa。

(3)气候条件

区域地处中纬度北温带季风型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8.1℃；采暖

期平均气温-5.2℃。年平均气压 1011.2hPa；采暖期平均气压 1019.1hPa；1 月份

平均气压最高 1021.2 hPa；非采暖期平均气压 1005.5 hPa，其中 7月份平均气压

最低 998.9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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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相对湿度 63.0%，采暖期平均相对湿度较小 57.8%，并以 3、4 月份最小

52.0%；非采暖期平均相对湿度 66.6%，并以 7、8 月份为最大 78.0%。

全年主导风向为 S 风，频率为 12.0%，次导风向为 SSW 风，频率为 11.0%。采

暖期主导风向为 N，频率为 13.0%，次导风向为 S，频率为 10.0%；非采暖期主导风

向为 S，频率为 14.4%，次导风向为 SSW，频率为 12.9%。

年平均风速 3.30m/s，采暖期平均风速 3.28m/s；非采暖期平均风速 3.27m/s。

其中 4月份平均风速最大（4.40m/s），8 月份平均风速最小（2.60m/s）。

(4) 水文、水系

评价区域地面水属浑河水系，浑河是沈阳市最大的自然水体，属受人工控制

的季节性河流。年径流变化较大，丰水期流量可达 61.1m
3
/s 左右，枯水期流量约

为 9.8m
3
/s 左右。

项目所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较好，但由于十几年来的集中和超负荷量开采，造

成地下水采补失去平衡，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以每年 1m 左右的速度下降，形成下降

漏斗。地下水属潜水类型，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位随季节发生变化，属浅

层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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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1.浑南新区规划情况

浑南新区位于沈阳城区南部，规划面积 120.6km
2
。新区与母城隔河相依，环抱

母城南部，与母城交映生辉。本着“线形城市的带状组团结构，公交主导的出行方

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规划理念，由北京、上海、台湾、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内外著名规划设计单位竞标产生的规划设计方案，其主要功能

单元为为“三区一城一带”。即高新技术产业区、高档次中央商务区、高品质居住区、

大学城、浑河观光旅游带。主要建设用地 80km
2
，其中产业用地 20%，商贸金融用

地 4%，居住用地 20%，教育科研用地 6%，道路用地 20%，公共绿地 20%，其它用地

10%。

2.项目周边分布情况

本项目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西侧为祝科街，隔街为管道沈阳输油分公司维抢

修中心；项目东侧为空地及普洛斯物流园一期；南侧为普洛斯物流园二期；北侧为

规划路，道路另一侧为沈阳金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邻情况见图 2，地理位置

图见附图 1。

图 2 项目四邻情况图



22

本次改造项目位于厂区内部，利用风机间一层（锅炉间北侧）现有场地布置电

袋除尘器、脱硫塔及相关设施。电袋除尘器改造利用原有陶瓷多管除尘器位置，脱

硫塔除尘器北侧空地。项目场地及脱硫设施拟建位置见图片 1~4。

图片 1 脱硫塔改造位置 图片 2 改造后的混合除尘器

图片 3 灰罐及脱硫循环水池 图片 4 仓泵储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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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

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空气

收集沈阳克林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2015年 9月 5日～2015年 9月 11日对牛相屯

点位的监测数据，具体点位见附图 2。常规污染物监测因子： SO2、NO2、PM10、TSP， 监

测结果见表 20。

表20 监测点监测统计结果 单位：mg/m3

点位 污染因子

SO2 NO2 PM10 TSP

小时值 日均值 小时值 日均值 日均值 日均值

牛相屯
(距离本项

目约
820m)

浓度范围

(mg/m3)
0.011~0.03

3
0.020~0.03 0.0162~0.037 0.023~0.033 0.061~0.084 0.107~0.128

最大超标

倍数
—— —— —— —— —— ——

超标率

(%)
—— —— —— —— —— ——

标准值 (mg/m3) 0.5 0.15 0.2 0.08 0.15 0.3

由表21可知，项目评价区域内该监测点位SO2 、NO2的小时值和日均值均达标；TSP、

PM10的日均值均达标。

2、声环境质量现状

依据《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新建 3号热源项目（分期一）验收监测报告》

（沈环监技服字(B)2014 第 023 号），本项目所在厂区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21。

表 21 环境噪声监测值 /dB(A)

方位 东 南 西 北

昼间监测值 45.4 47.5 49.1 51.3

夜间监测值 38.2 41.7 43.8 43.9

（GB3096-2008）1 类 55/45

从监测结果可以看出：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24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1、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建设项目建成后，烟尘、SO2排放情况发生变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中的 5.3.2 条款，计算 TSP、SO2等标排放量之 Pi 值均小于

10%，根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HJ2.2-2008 中有关规定，按估算模式计算本项

目主要大气污染物 Pmax 结果及评价等级见表 22。

表 22 Pmax计算结果及评价等级

污染源

名称

排气量

Nm3/h
主要

污染物

排放速率

kg/h
出口直径

m
排放高度

m
标准

mg/m3

Pmax
%

评价

等级

烟囱 297389
SO2 18.6

4.8 105
0.5 2.41 0

TSP 2.5 0.3 0.18 0

确定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环境空气评价范围为以烟囱为中心边界

向四界外延伸 2.5km 形成区域。

2、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周围环境敏感点分布及主要的环保目标见表 23。

表 23 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单位名称 方位
与项目最近
距离(m)

户数、人数 环境功能区划级别

1 李巴彦社区 N 1300 居民 300户,960 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 类

2 水家屯村 SW 2500 居民 320户,1024 人

3 古城子镇 SE 2500 居民 2280户,7296 人

4 牛相屯村 SSW 500 居民 295户,944 人

5 杨官屯村 NW 2400 居民 280户,896 人

6 养竹村 NE 2100 居民 980户,3136 人

7 恒大江湾 N 1000 居民 2484户,7950 人

8 紫提东郡 N 663 居民 2692户,8615 人

9
浑南新区东

湖学校
N 1000 师生 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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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⑴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

级标准，详见表 24；

表 2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mg/m3

类 别 SO2 NO2 PM10 TSP

GB3095-2012二级
24小时平均 0.15 0.08 0.15 0.3
小时平均 0.5 0.2 － －

⑵ 环境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表 25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 dB(A)

类 别 昼间 夜间

1类标准 55dB(A) 45dB(A)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本项目烟尘排放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中表 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二氧化硫排放执行表 1排放限值。

具体标准值见表 26。

表 26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类 型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测位置

燃煤锅炉
烟尘 30 mg/m3

烟囱或烟道
二氧化硫 40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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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灰罐产生的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颗粒物二级限值要求。

表 27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排气筒高度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

kg/h

颗粒物 120 20 5.9

(3)噪声排放执行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1类标准。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建设项目建成后，污染物变化情况见表 28。

表 28 锅炉除尘脱硫改造前后总量控制目标一览表 单位：t/a

项目 改造前 改造后 增减量 削减%

SO2 376 55.9 -320.1 85.1

烟尘 325 7.4 -317.6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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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改造后，烟气除尘脱硫方式详见图 3。

图 3 改造后除尘脱硫工艺流程图

1、电袋复合除尘器

工作原理：电袋复合式除尘器充分发挥电除尘器第一电场除尘效率高的特点，

利用电除尘区，先除去烟气中约 80%的粉尘量，同时降低了进入布袋除尘区的粉尘

浓度及颗粒含量；后级布袋除尘区仅收集剩下的不及 20%左右的粉尘。另外，通过

电场的荷电作用，使得进入后级布袋区的粉尘的特性发生改变，成为荷电粉尘，

为布袋除尘建立了一种新的工作条件。同时，电袋复合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不受

煤种、烟气工况、飞灰特性影响，排放浓度可以长期有效、稳定在≤20mg/N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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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除尘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场使烟气发生电离，气流中的粉尘荷电在

电场作用下与气流分离。负极由不同断面形状的金属导线制成，叫放电电极。正

极由不同几何形状的金属板制成，叫集尘电极。静电除尘器的性能受粉尘性质、

设备构造和烟气流速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布袋除尘器是将含尘气体由灰斗上部进

风口进入后，在挡风板的作用下，气流向上流动，流速降低，部分大颗粒烟尘由

于惯性力的作用被分离出来落入灰斗。含尘气体进入中箱体经滤袋的过滤净化，

烟尘被阻留在滤袋的外表面，净化后的气体经滤袋口进入上箱体，由出风口排出。

布袋除尘工作原理见图 4。

图 4 布袋除尘工作原理图

布袋除尘重力沉降作用：含尘气体进入布袋除尘器时，颗粒大、比重大的粉

尘，在重力作用下沉降下来，和沉降室的作用完全相同。

布袋除尘筛滤作用：当粉尘的颗粒直径较滤料的纤维间的空隙或滤料上粉尘

间的间隙大时，粉尘在气流通过时即被阻留下来，此即称为筛滤作用。当滤料上

积存粉尘增多时，这种作用就比较显著起来。

布袋除尘惯性力作用：气流通过滤料时，可绕纤维而过，而较大的粉尘颗粒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77/5037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htm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99%A4%E5%B0%98%E5%99%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99%A4%E5%B0%98%E5%99%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99%A4%E5%B0%98%E5%99%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83%AF%E6%80%A7%E5%8A%9B&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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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性力的作用下，仍按原方向运动，遂与滤料相撞而被捕获。

布袋除尘热运动作用：质轻体小的粉尘(1微米以下)，随气流运动，非常接近

于气流流线，能绕过纤维。但它们在受到作热运动(即布朗运动)的气体分子的碰

撞之后，便改变原来的运动方向，这就增加了粉尘与纤维的接触机会，使粉尘能

够被捕获。当滤料纤维直径越细，空隙率越小、其捕获率就越高，所以越有利于

除尘。

2、镁法脱硫工艺

工作原理：氧化镁湿法脱硫工艺（简称：镁法脱硫）与石灰-石膏法脱硫工艺

类似，它是以氧化镁（MgO）为原料，经熟化生成氢氧化镁（Mg(OH)2）作为脱硫剂

的一种先进、高效、经济的脱硫系统。在吸收塔内，吸收浆液与烟气接触混合，

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与浆液中的氢氧化镁进行化学反应从而被脱除，最终反应产物

为亚硫酸镁和硫酸镁混合物。

⑴ 浆液制备系统

项目外购的氧化镁粉由专用粉体罐装车，采用气力输送的方式，送至氧化镁

储仓内。将风机间清洗地面二次用水按照比例和氧化镁原料粉混合在一起，通过

人工辅助搅拌，制成固相质量分数为 10-30% 吸收剂浆液，然后通过浆液输送泵送

至吸收塔内。主要反应如下：

MgO+H2O→Mg(OH)2

⑵ 烟气系统

每台锅炉各自一套烟气系统。经除尘后的烟气由引风机引出，首先进入吸收塔，

与吸收液逆流接触，脱硫后的烟气经 105m 烟囱排放。

⑶ SO2吸收及氧化系统

① 吸收塔

吸收塔是 SO2吸收的主要场所，项目利用原有的脱硫塔、喷淋层及喷嘴。吸收

塔内喷淋浆液由地沟进入氧化池。主要反应如下：

Mg(OH)2+SO2→MgSO3+H2O

MgSO3+H2O+SO2→Mg(HSO3)2

Mg(HSO3)2+ Mg(OH)2+4H2O→2MgSO3+3H2O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83%AF%E6%80%A7%E5%8A%9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B8%83%E6%9C%97%E8%BF%90%E5%8A%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03964%2Ecom%2Fread%2F65ebd96b1b5809e0c7337546%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zhit326_cpr&k=%CD%D1%C1%F2%BC%C1&k0=%CD%D1%C1%F2%BC%C1&k1=%D1%CC%C6%F8&k2=%B9%F8%C2%AF&k3=%CD%D1%C1%F2%BC%BC%CA%F5&k4=%C1%E2%C3%BE%BF%F3&k5=%C1%F2%CB%E1%C3%BE&sid=8b19fd92219e54d2&ch=0&tu=u1681439&jk=026e7ce0ea2425c1&cf=29&fv=11&stid=9&urlid=0&luki=4&seller_id=1&di=128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03964%2Ecom%2Fread%2F65ebd96b1b5809e0c7337546%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zhit326_cpr&k=%CD%D1%C1%F2%BC%C1&k0=%CD%D1%C1%F2%BC%C1&k1=%D1%CC%C6%F8&k2=%B9%F8%C2%AF&k3=%CD%D1%C1%F2%BC%BC%CA%F5&k4=%C1%E2%C3%BE%BF%F3&k5=%C1%F2%CB%E1%C3%BE&sid=8b19fd92219e54d2&ch=0&tu=u1681439&jk=026e7ce0ea2425c1&cf=29&fv=11&stid=9&urlid=0&luki=4&seller_id=1&di=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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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脱硫废水处理系统

项目利用原有脱硫废水处理系统（氧化池、沉淀氧化池等），水池容积，规模

不变，仅进行功能转换。吸收塔排出的浆液进入氧化池后，由罗茨风机持续提供

O2，将 MgSO3氧化成 MgSO4，再由排浆泵排至循环池。同时，为维持循环浆液 pH值，

将新鲜吸收剂浆液补入氧化池。主要反应如下：

2MgSO3+O2+2H2O=2MgSO4+2H2O

排出的浆液中含有一定量的杂质、灰等，经氧化池沉淀后，上层清液与新鲜

吸收剂经循环水池充分混合，通过泵体打入脱硫塔进行烟气脱硫。由于本项目锅

炉规模小，副产品发生量也小，脱硫产物处理系统内 CL
-
，MgSO4浓度较高时，会影

响脱硫效果，因此每日排放一定量的硫酸镁溶液，用于现有锅炉除灰渣用水。

主要污染工序：

本期工程运行过程中污染环节及因素分析见表 26。

表 26 运营期新增污染环节及因素一览表

序号 生产过程 污染环节 污染因素 污染物

1 烟气脱硫 碱液脱硫 脱硫废水 pH、SS、盐类

2 烟气除尘 电袋复合除尘器 烟尘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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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改造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单位)

改造后排放浓度

及排放量(单位)

大气污

染物

燃烧系统

SO2 133mg/m3,376t/a 62.7mg/m3 ,55.9t/a

烟尘 115mg/m3 ,325t/a 8.3mg/m3 , 7.4t/a

除

尘

系

统

灰渣库

（改造前，

湿式除灰）

粉尘 少量 0

灰罐

（改造后，

干式除灰）

粉尘 / 3.45mg/m3,0.025t/a

水污

染物
脱硫浆液

亚硫酸镁

硫酸镁
循环水量500t/d

上清液回用于脱硫

系统，其余用于除渣

用水

固体

废物
除尘系统 灰 7703.2t/a 7385.6t/a

噪声
废气处理系统的泵类、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噪声较大，声级约

为 75-85dB（A）。

其他 无

主要生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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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工程 1#、2#、3#锅炉除尘、脱硫改造土建部分主要建（构）筑物包括电袋

复合除尘器、脱硫塔的安装及建设，现已安装完毕，并投入运行。

4#、5#、6#锅炉除尘、脱硫设施改造工程预计 2019 年完成。

1、环境空气影响

本项目设备安装都在现有的车间内进行，无扬尘等问题，设备采用汽车运输，

运输量及运输频次不大，因此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不大，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水污染影响

施工人员不另建住宿场所，利用 3#热源厂现有设施，防止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设备安装时产生的含油污水，应利用厂内现有的含油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

3、噪声

工程施工期间的主要声源为施工机械噪声及交通运输噪声，其声级一般为

70～90dB(A)，施工噪声对居民点的声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4、施工垃圾

施工期间建筑垃圾主要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禁止乱堆乱放。不可利用的建筑垃圾

与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应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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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1)除尘脱硫

建设单位 1#、2#、3#除尘、脱硫设施于 2015 年 7 月安装完毕，本环评进行时，

项目已投入试运行。

项目 6台锅炉改造后，烟尘、SO2最大地面浓度分别为 0.001617mg/Nm
3
、

0.01203mg/Nm
3
，各占《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的 0.18%、

2.41%。改造完成后，烟尘排放量削减 317.6t/a，SO2削减 320.1t/a。

由此可见，本次改造工程对 3#热源厂周围的环境空气质量具有正效益，改善

了当地的空气质量。

详见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2)粉尘

项目原除尘方式为电除尘，捕集下来的灰经输送带送至灰渣库。灰渣库内设

有洒水抑尘装置，灰与炉渣一起经湿式除尘除渣方式处理后，即产即清。3#热源

在厂内设有专门清理灰渣运输车辆，一用一待，保证厂内灰渣不存放。

本次除尘改造工艺改为电袋复合式除尘，捕集下的灰经气力输送装置送至灰

罐（容积 500m
3
），灰罐顶部放空口处配有袋式除尘器，除尘效率大于 99%（除下

的粉尘全部重回料仓），因此粉尘排放量量很小。经计算，该部分粉尘排放量约

为 0.074t/a，排放速率为 0.025kg/h，排放浓度为 12.5mg/m
3
，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废水治理采用工艺成熟、简单集中的废水处理流程，选用技术比较先

进、价格合理的设备，杜绝淘汰产品。将全厂废水种类细化，尽可能回收利用，

减少新水补给水量和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⑴生产用水

项目改造后，生产用水主要为吸收剂的制浆用水，该部分用水全部来自锅炉

间地面冲洗废水、输煤雾化喷淋废水。浆液进入脱硫系统前经除污器过滤。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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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经脱硫废水池氧化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于脱硫系统，水量为 500t/d，补水量

为 32t/d。随着脱硫工艺中硫酸镁产生量的增加，加之脱硫池表面蒸发损失，废水

中硫酸镁含量不断增高，进而影响脱硫系统的脱硫效率。故定期少量排放该部分

废水，用于锅炉除渣，既改善了脱硫系统的脱硫效率，同时实现脱硫系统该废水

零排放。

⑵生活用水

工作人员为厂区内部调剂，不新增工作人员。故不增加生活废水排放量。

运行后全厂的水平衡情况详见图 5。

图 5 改造后总厂水平衡图 单位：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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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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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渣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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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煤雾化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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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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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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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液

市政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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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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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制备碱液 氧化镁

70
锅 炉 一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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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项目改造后最大新鲜水用量为 100t/d，全厂总用水量 17150t/a

（职工生活用水按 365 天计），排水量为 9t/d，即 3285t/a。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对环境噪声的影响主要来自除尘系统风机、气泵及脱硫处理系统的气

力输送泵、循环泵、排出泵、氧化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噪声。建设单位须对大

型设备安装减震垫，泵类、电机等产噪设备采取基础减震、进出口处安装避震喉

等措施。减少噪声 25dB 左右。

⑴本工程主要声源

建设项目主要噪声源强见表 27。

表 27 主要噪声源强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声压级 dB(A)
1 渣浆泵、循环泵等泵类 6 80-85
2 风机 5 75-80

⑵噪声预测模式

噪声从声源传播到受声点，受传播距离、空气吸收、阻挡物的反射与屏蔽等

因素的影响，声级产生衰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噪声预测计算的

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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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中：

LP(r)——距声源 r处的声级，dB；

LP(r0)——参考位置 r0处的倍频带声压级，dB；

Adiv——声源几何发散引起的 A声级衰减量，dB；

Abar——声屏障引起的 A 声级衰减量，dB；

Aatm——空气吸收引起的 A声级衰减量，dB；

Agr——地面效应，dB；

Amisc——其他多方面效应，dB。

点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的基本公式为：

L（r）=L（r0）－20lg（r/r0）

式中 L（r）、L（r0）分别是 r、r0处的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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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受声点受多个声源影响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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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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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lg10

上式中：

LP——为几个声源在受声点的噪声叠加，dB。

⑶运行期噪声预测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现已对 1#、2#、3#锅炉除尘脱硫设施改造完毕，并投

入运营，4#、5#、6#锅炉除尘脱硫设施升级改造暂未实施，预计 2019 年改造完成。

项目高噪声区域主要集中在主厂房区内，除尘、脱硫系统投运后增加了气泵、风

机等设备，噪声源的声强约为 75~85dB(A)。除尘设备及脱硫塔均设置于厂房内；

脱硫废水池利用原有设施，不新增高噪设备。因此，本次改造后，产噪设备须采

取基础减震、进出口处安装避震喉等措施，可以减少噪声 25dB 左右。考虑本项目

现已对其中 3 台锅炉改造完成，其产噪设备距离厂界噪声贡献结果及预测情况见

表 28。

表 28 厂界噪声预测结果

厂界 东侧厂界 南侧厂界 西侧厂界 北侧厂界

距离m 121 33.6 22.1 62
噪声贡献值 dB 22.1 34.2 36.9 27.9
本底值（昼/夜） 45.4/38.2 47.5/41.7 49.1/43.8 51.3/43.9

预测值 45.5/38.3 47.7/42.4 49.4/44.6 51.3/44.0
标准值（GB12348-2008） 昼/夜 55/45

是否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本项目位于厂区内，根据总平面布置图，设备产生的噪声到达厂界的噪声预

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弃物：

项目改造后固体废物主要是除尘器截留新增的灰。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

除尘设施处理效率计算，经电袋复合除尘器处理后，本工程经除尘器捕集的灰量

为 7400t/a。

参考原环评报告中相关数据，项目改造前，捕集下来的灰经输送带送至灰渣

库。其中灰量为 4t/h，12000t/a；渣量为 15t/h，19353t/a。由于改造前除灰工

艺为湿式除灰，其含水率为 40%，故干灰量为 7215t/a。本次改造后，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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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t/a，项目灰渣总排放量变化情况见表 29。

表 29 改造前后灰渣排放总量一览表 单位：t/a

项目
排放量

灰量（干） 渣量 灰渣总量 增减情况

改造前 7215 19353 26938
-185

改造后 7400 19353 26753

因不新增工作人员，故不新增生活垃圾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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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

污染物

燃烧系统

SO2

经效率为 96%的脱

硫系统处理后，通

过现有105m高的烟

囱排放

达标排放，SO2排放浓

度低于 400 mg/m
3

烟尘
电袋复合除尘，总

除尘效率＞99.9%

达标排放，烟尘浓度

低于 30mg/m
3

灰罐 粉尘

电袋复合式除尘

器，除尘效率＞

99.9%

达标排放

水污染物 脱硫系统 脱硫废水

每日定量排放硫酸

镁浓度较高的浆

液，用于锅炉除渣。

上清液回用水脱硫

系统

不外排

固体废物 除尘系统 灰

除尘器灰斗排下来

的灰，直接落入仓

泵，由空气压缩机

产生的气源将物料

送至灰罐

综合利用

噪声
应选取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采取减震降噪措施处理，经过距离

衰减后，噪声达标，不会对周围声环境造成影响。

其他 无

生态保护措施：

本次除尘、脱硫工程在 3#热源厂现有厂房内进行，不新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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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1、环境质量现状

⑴收集沈阳克林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5日～2015年9月11日对牛相

屯点位的监测数据，项目评价区域内该监测点位SO2 、NO2的小时值和日均值均达标；

TSP、 PM10的日均值均达标。

⑵建设项目所在厂区厂界东、西、南、北侧环境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2、产业政策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09号令）鼓励类、限制类及淘汰类项目，因此，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⑴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锅炉烟尘经改造后的电袋复合除尘设施处理后，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3 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烟尘

30mg/m
3
。

处理后的烟气，通过处理效率为 96%的镁法脱硫系统处理，锅炉烟气中 SO2

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1 中规定的 SO2

400mg/m
3
的排放限值要求。经现有 105m 高的烟囱排放，对 3#热源厂周围的环境

空气质量具有正效益，改善了当地的环境空气质量。

⑵废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随着脱硫工艺中硫酸镁产生量的增加，加之脱硫池表面蒸发损失，废水中硫

酸镁含量不断增高，进而影响脱硫系统的脱硫效率。故定期少量排放该部分废水，

用于锅炉除渣，不外排；项目工作人员为厂区内部调剂，不新增工作人员，故不

增加生活废水排放量。

⑶噪声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对环境噪声的影响主要来除尘、脱硫处理系统的泵类、风机等设备运

行时产生噪声。根据工程分析，大型设备安装减震垫，泵类、电机等产噪设备采

取基础减震、进出口处安装避震喉等措施。经距离衰减后，设备产生的噪声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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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的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所有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大型设备设备基础采用 0.5m 高减振台座，减振

台座可考虑橡胶减振制品，它可以将振动与激发源离开，从而缓和振动体的振动，

其优点在于：可以通过设计结构、调整橡胶性能来满足对各个方向刚度的要求；

兼具衰减和吸能两种能力，减振效果好，容易越过共振区；弹性模量比金属小得

多，能够产生较大弹性形变；没有滑动部分，因此无磨耗，易于保养；重量轻，

安装、拆卸方便。

4、环保投资估算

建设项目为沈阳浑南热力 3#热源锅炉除尘脱硫设施改造工程，属于环保技术

改造项目，因此，项目总投资 4200 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费用。

5、总量控制

本次升级改造后，项目烟尘及二氧化硫排放量变化情况见表 30。

表 30 锅炉除尘脱硫改造前后总量控制目标一览表 单位：t/a

项 目 脱硫改造前 脱硫改造后 增减量

SO2 376 55.9 -320.1

烟尘 325 7.4 -317.6

6、“三同时”验收

项目三同时验收情况见表 31。

表 31 “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时期 环境保护措施
检测内容

及监测项目

监督及

监测频率
负责单位

营

运

期

除尘、脱硫改造工程：

①除尘、脱硫改造；

②储煤场采取挡风抑尘墙封

闭处理；

③除尘效率 99.9%；

④脱硫效率 96%

脱硫效率、电袋除尘器

效率、烟气系统压力

降、烟气系统温降、耗

电量、系统漏风率 投入正常运营

前，验收监测；

正常运营后，

监督性监测

环保部门

废气处理：除尘系统、气力

输送系统，灰库收集系统
灰仓正压收集

废水处理：制浆系统、吸收

塔系统、脱硫废水处理系统

等

脱硫废水处理系统

http://cl.newmaker.com/cat_1210011.html
http://cl.newmaker.com/cat_1210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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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防治：风机、泵类选用

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

音等措施，降低噪声对环境

的影响。

A 声级

7、选址合理性

本次改造工程在 3#热源现有场地上进行，无新征土地，厂址所在地为工业区，

符合规划要求，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8、建议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沈阳市相关政策要求，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减少多污染物排放，建议建设单位尽快推进锅炉烟气脱硝改造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工作。

9、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的相

关要求，项目工艺技术、设备及管理先进，污染防治措施可靠，废气、噪声均能

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和安全处置；环境影响预测表明本项目建成后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在拟选址建设可行。



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图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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