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10 月 26 日，山西奕光发电有限公司根据“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

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组织召开了“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设施

自主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的有：验收报告编制及监测单位山西中环宏达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环保设施总承包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施

工监理单位湖北中南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浙江省火电建设

公司、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信阳设备安装

公司、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及特邀环保专家。 

验收工作组对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单位代表

对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代表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的介绍，查阅核实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和审议，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阴电厂二期工程位于山阴县北周庄镇永静城村西南，山阴电厂一期工程的

扩建端，为现有预留扩建场地，本工程地理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7′，北纬 39°

37′。建设 2×350MW 超临界燃煤发电间接空冷机组，配 2×1217t/h 超临界循

环流化床直流锅炉，采用电袋除尘器+湿式电除尘除尘；采用炉内喷钙+石灰石-

石膏湿法脱硫系统脱硫；采用低氮燃烧技术+SNCR 脱硝装置，并预留 SCR 装置

空间，以尿素为脱硝剂。主要建设内容见下表。  



表 1 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主体

工程 

锅炉 
2×1216t/h，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直流锅

炉 

2×1217t/h，超临界参数变压运行直流炉、

一次中间再热、单炉膛、紧身封闭布置、 

平衡通风、固态排渣、全钢架结构循环

流化床锅炉 

汽轮机 
2×350MW 超临界，表面式间接空冷

双缸双排汽抽凝式 

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双缸双排汽、

间接空冷、一级调整抽汽凝汽式 

发电机 
2×350MW，三相两极同步发电机，

采用双水内冷冷却方式 
3 相，同步，双水内冷，静止自并励 

辅助

工程 

供水 

工程 

生产水源采用山阴县污水处理厂经

深度处理后的中水做为生产水源，不

足部分取用山阴金海洋黄河供水公

司的黄河水；生活用水由山西永皓煤

矸石发电工程的生活水源供给 

生产水源采用山阴县污水处理厂经深度

处理后的中水做为生产水源，生活用水

为永皓电厂生活用地下水井供水 

辅机循

环冷却

系统 

采用干冷系统 辅机干冷塔 

除灰渣

系统 

采用正压气力输送系统，采取粗、细

灰分排、分贮方式，为灰渣综合利用

创造有利条件 

灰库依托一期工程，每台炉设置一座直

径 15m，容积 1300m3 渣仓，两台炉共用

1座直径10m，容积400m3的石灰石粉仓，

布置在 4 号炉扩建端，1 座直径 8.5m，

容积 680m3 的石灰石粉仓 

贮运

工程 

燃煤及

运输 

进厂主干道长度约 380m，7m 宽的混

凝土路面，燃料运输采用皮带运输，

新建 3 座贮煤筒仓 

与中煤集团山西华昱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长期供煤协议。进厂主干道及密封输煤

廊道依托一期工程，新建 3 座直径 36m，

容积 27000m3 的筒仓 

贮

运

工

程 

灰渣及

运输 

运灰渣道路约 11km，采用 7m 宽混凝

土路面，本期工程灰渣首先送综合利

用，综合利用不畅时，用专用汽车送

至灰场堆放，本期工程与一期工程及

永皓电厂共同使用上神泉西沟干灰

场，灰场位于厂区西侧方向直线约

8.5km 处，为山谷灰场 

运灰渣道路及灰场均依托一期工程 

脱硫剂

及运输 

炉内脱硫所需吸收剂为石灰石粉，炉

外石灰石/石膏脱硫工艺所需的吸收

剂采用石灰石制备，原料均由山阴玉

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采用密封

罐车运输 

与山阴玉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签定了石

灰石粉供应协议，石灰石粉采用密封罐车

运输 

脱硝剂

及运输 

使用尿素，从市场采购，尿素由供货

厂商用汽车运送到电厂 

与山西安盛化肥发展有限公司签定了尿

素供应协议，采用商用汽车运输，由给料

装置机输送到溶解罐 



项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环

保 

工

程 

烟囱 三塔合一 
脱硫塔、通风冷却塔、烟囱合一，烟塔高

度 180m，出口直径 101.55m 

脱硝 

系统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和 SNCR 脱硝工

艺（预留 SCR 脱硝工艺），脱硝效率 

达 70%以上 

采 用 选 择 性 非 催 化 还 原 脱 硝 工 艺

（SNCR），还原剂采用尿素，脱硝装置效

率不小于 75%，排放浓度不大于 50mg/m3 

除尘 

系统 

采用电袋除尘器+湿法脱硫附加除尘

+湿式电除尘，除尘效率可达 99.99%

以上 

采用二电三袋高效电袋复合除尘器+湿法

脱硫附加除尘+湿式静电除尘器，综合除

尘效率为 99.99%，排放浓度不大于

10mg/m3 

脱硫 

系统 

采用炉内喷钙一级脱硫+炉外石灰石

-石膏法脱硫的工艺，不设置旁路，脱

硫效率取 99.1%（炉内 40%炉外 

98.5%） 

采用炉内喷钙+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脱

硫效率达到 99.1%，排放浓度不大于

35mg/m3 

汞及其

化合物 

利用已有措施协同控制，汞及其化合

物排放浓度≤0.03mg/m3 

燃烧过程控制+SNCR+电袋除尘+湿法脱

硫协同处理，排放浓度≤0.03mg/m3 

烟气 

监测 
烟气连续监测装置 2 套 

安装两套 SBF 型烟气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HERO-CEMS 型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 

煤尘 

在各转运站、碎煤机室、煤仓层等建

筑物内的落料点设除尘设备，在带式 

输送机导料槽出口设有喷水抑尘装

置，防止煤尘飞扬 

1#-4#转运站依托一期工程，本期新建 5#

转运站，每个转运站布置 2台布袋除尘器，

煤仓间转运站布置 2 台布袋除尘器，碎煤

机室布置 2 台布袋除尘器，煤仓间布置 8

台布袋除尘器；在落差点和各出口安装喷

水抑尘装置 

环

保 

工

程 

其他 

粉尘 

石灰石粉仓布置布袋除尘器 
两台炉石灰石粉仓合并布置在 4号炉扩建

端，石灰石粉仓共布置 3 台布袋除尘器 

灰库布置布袋除尘器 灰库共布置 3 台布袋除尘器 

渣仓布置布袋除尘器 渣仓共布置 2 台布袋除尘器 

废水 

治理 

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排水回用于除

灰渣系统 
同环评 

锅炉酸洗废水排入锅炉酸洗废水池，

经中和、氧化处理后排入一期工业废

水处理系统 

依托一期工程 

含煤废水经一期煤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回收重复利用 
依托一期工程 

含油污水就地隔油处理后排入一期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一期工程 

脱硫废水排入一期工程脱硫废水处

理间经絮凝用于干灰加湿和灰场喷

洒 

依托一期工程 

一般工业废水排入一期工业废水处 依托一期工程 



项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理系统经澄清-气浮-过滤-消毒处理

后清水回收用于主厂房地面冲洗、道

路浇洒和汽车冲洗 

生活污水排入一期生活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依托一期工程 

噪声 

治理 

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及绿化降

噪等措施 

对声源进行控制，总平面布置中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建设实体围墙 

固体 

废物 

锅炉灰渣和脱硫石膏首先考虑全部

综合利用，若暂时综合利用不完，则

用封闭的运灰箱车送往灰场贮存 

电厂已与有需求单位签订炉渣和石膏综

合利用协议，综合利用不畅时，暂送往事

故灰场贮存 

防渗 

措施 

厂区划分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

均应有对应的防渗措施 

重点防渗区二期事故油池采用防渗钢筋

混凝土浇筑池体，其他均依托一期工程，

一般防渗区采用防渗混凝土层 

厂

外

配

套 

工

程 

供热管

网工程 

该工程供热管网建设 DN200-DN900 

供水管网 41364 米以及附属设施，新

建热力站 37 座及板式换热器、循环

水泵、补水泵等配套设施，所配套的

供热管网环评 2009 年已取得批复 

供热工程单独办理环保审批程序 

厂

外

配

套 

工

程 

城市污

水处理

厂 

生产用水为山阴污水处理厂中水，供

水管线在电厂一期工程水源变更环

评时已完成评价 

依托一期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于 2015 年 5 月编制完成了《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

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 年 5 月 25 日原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以晋环函[2015]440 号文对报告书进行批复。 

本工程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6 月建成完工。3#机组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4#机组于 2019 年 6 月 5 日通过 168 小时试运

行。 

山西奕光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月 18日领取了由朔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

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140600397510446U001P）。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设计总投资为 28161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5285 万元，约占总投资



的 12.5%。实际建设工程总投资为 26.6 亿元，实际环保投资 33737 万元，占总投

资的 12.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括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主体工程

及配套内容。不含厂外供热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环评及批复要求脱硫工艺为炉内喷钙+石灰石-石膏湿法(单塔双循环)，实际

建设的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仍为石灰石-石膏法，但将单塔双循环调整为 U 型液

柱塔，由一个顺流塔和一个逆流塔合成一个 U 型塔。验收监测结果以及 2019 年

8-9 月份的在线监测数据表明，可以满足《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4/T1703-2018)的要求。按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的规定，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工程有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是锅炉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NOx 和汞及其化合物等，烟尘采用二电三袋高效电袋

除尘器+湿法脱硫附加除尘+湿式电除尘器除尘；脱硫采用炉内喷钙+炉外石灰石

-石膏湿法脱硫；脱硝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CFB），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

法全烟气脱硝工艺；最后经一座高度为 180m 的烟塔排入大气。 

灰渣库、储煤筒仓、煤仓间、转运站等安装袋式除尘器。 

2、无组织废气：储煤采用全封闭筒仓、输煤系统采用全封闭输煤栈桥。 

（二）废水 

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 

含煤废水经一期煤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收重复利用；含油污水经隔油处理后

进入一期工业废水处理系统；脱硫废水排入一期工程脱硫废水处理间经絮凝、沉

淀处理后用于干灰加湿和灰场喷洒；一般工业废水排入一期工程工业废水处理系

统经澄清-气浮-过滤处理后清水回收回收至工业蓄水池回用于主厂房地面冲洗、

道路浇洒和汽车冲洗；生活污水排入一期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本工程厂内各项废污水均分别经处理达标后回收利用，正常工况下无外排水；



在废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等情况下，未处理的工业废水暂时排入废

水调节池，不向外环境排放，待事故排除后，暂存的废水经处理后回用。 

（三）噪声 

项目噪声设备主要为汽轮发电机组、给水泵、风机、循环水泵、引风机、浆

液循环泵等，采取的降噪措施为选用低噪声设备、厂房屏蔽、基础减震、加装隔

声罩及采购控制等。 

（四）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脱硫石膏、灰渣等一般固体废物，废机油、废油

桶等危险废物。脱硫石膏和灰渣部分外售，剩余部分暂送上神泉西沟干灰场贮存。

废机油、废油桶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贮存间，并与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公司依托一期工程山西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组织机构。

制定的主要环境管理制度有《环境保护技术监督实施细则》、《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管理规定》、《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环保监督管理三级网络》、《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考核标准》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制定有《山西奕光发电有限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在朔州市环境

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140601-2018-0007-L。 

3、在线监测装置 

每台锅炉各安装了一套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已按要求与环

保部门联网。3#、4#机组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完成了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

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监测结果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3#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最大

排放浓度分别为 4.9 mg/m3、12.5 mg/m3、26.5 mg/m3 和 0.0135mg/m3，4#机组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3.7 mg/m3、13.3 

mg/m3、32.7 mg/m3 和 0.0147mg/m3，均满足《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4/T1703-2018）中限值要求。 

其他点源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新建污染源标准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在监测期间气象条件下，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最大监测浓度为 0.567mg/m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无组织排放限值。 

（二）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口各监测项目均满足《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一级标准限值要求；脱硫废水处理设施出

口各监测项目均满足《火电厂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废水水质控制指标》（DL/T 

997-2006）表2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各监测点位昼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表 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3 类标

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脱硫石膏、灰渣等一般固体废物，以及废机油、

废油桶等危险废物。脱硫石膏和灰渣部分外售，公司已分别与与保定市雄聚建材

销售有限公司、蓝润商砼有限责任司、吕梁市广厦特种建材有限公司、山阴炫昂

建材有限公司、朔州市华丰伟业工贸有限公司、朔州市华伦建陶有限公司、朔州

市山河建材有限公司、涿州饶泰商贸有限公司、涿州市睿恒晟茂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签署灰渣协议和石膏综合利用协议，综合利用不畅时暂送上神泉西沟干灰场贮

存。废机油、废油桶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贮存间，并与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

生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及年运行小时数取 5500 小时来核算，本工程烟尘排

放总量为 36.7 吨/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54.9 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370.4



吨/年，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均满足总量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的

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兴旺庄、北周庄、安岸庄、张庄 4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

PM10、SO2、NO2 的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

单表 1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永静城、甘庄、山阴县城 3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

PM10、PM2.5、SO2、NO2 的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及修改单表 1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灰场管理站 TSP 的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表 2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栗家坊的 PM10、SO2、

NO2 的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表 1 一级标

准限值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厂址周边声环境敏感点的昼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能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表 1 环境噪声限值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罗庄、下神泉、北周庄、永静城、厂址西北厂外引黄工程部、

二期煤场西厂西墙东、厂东南进厂道路东、厂南围墙北附近、厂东南约1km处的

田间路边各点位的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硝酸盐、亚硝酸盐氮、

硫酸盐氮、氟化物、氨氮、挥发酚、氯化物、氰化物、铅、汞、砷、镉、铁、锰、

六价铬、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表1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要求。 

六、公众意见 

针对该项目施工期和验收调试期间环境管理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对周围居住

环境的影响，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实际收回 100 份，有效答卷 100 份，问卷

回收率 100%。100%被调查对象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和较满意。 

七、验收结论 

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环保手续齐全，建设中执行了

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建设了相应

的环保设施，监测报告表明，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指标及排污许可证

的要求。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八、后续要求 

1、加强各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

排放。 

2、加强固体废物的贮存、运输、处理和处置等环节的管理，提高综合利用

率。 

3、建设单位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积极推进《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的承诺函》中未完成的

任务。 

 

附：山阴二期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人员名单 

山西奕光发电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