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心一分厂热力

站脱硫脱硝改造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意见

2018 年 6月 28日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能源

中心一分厂热力站脱硫脱硝改造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建设单位-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监测单位-甘肃宏基检测

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总承单位-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

理单位-甘肃诺鑫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专家 3

位（名单附后）。由建设单位代表文博担任验收组组长，与会人员对

本项目进行了实地查勘，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环保设施建设

情况和甘肃宏基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脱硫、脱硝、除尘设施的先期

介绍，验收小组经过认真充分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心一分厂热力

站脱硫脱硝改造项目

2.项目性质：技改项目

3.建设单位：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4.环保设施供应单位：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脱硫）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脱硝）

5.建设地点：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心一分厂热力

站生产区内

6.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脱硝系统改造采用低氮

燃烧改造+SCR烟气脱硝工艺方案，脱硝反应剂选择尿素，催化剂层



数按 2+1层设计，2层运行，1层备用；脱硫系统改造方式为对每一

座脱硫塔内现有的 3层喷淋层及喷嘴更换，同时新增一层喷淋层，拆

除原板式除雾器，更换为管束式除雾器；吸收塔增加 2圈增效环，烟

道上方与第一层喷淋层之间增加旋汇耦合装置，吸收塔改造增高

3.3m，出口烟道改为侧出，配套冲洗水系统，增加一台工艺水泵，实

现烟尘、SO2、NOX的达标排放。主要改造内容见表 1。

表 1主要改造内容

序

号

项目

名称

单项工程

名称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与现有工

程的关系

1
主体

工程

锅炉 3台 220t/h高温高压自然循环汽包煤粉锅炉 依托现有

SCR反应
器系统

尿素存储和制

备系统，1套

尿素溶解罐 5m3，尿素溶液储罐 2×12m3，
满足 3台锅炉 5天的用量，尿素溶液循
环泵 2台。

新建

氨的制备系统
尿素溶液剂量于分配；尿素热解制氨装

置。

SCR脱硝反应
器，3套

每台锅炉配备 1个反应器，2+1催化剂，
设计处理效率＞86%，采用蜂窝式催化
剂。

吹灰系统
SCR反应器采用蒸汽吹灰器吹灰，每一
层催化剂都将设置 2台蒸汽吹灰器。

脱硫系统

吸收塔

增加一层喷淋层和一台循环浆液泵，并

设置旋汇耦合装置。循环浆液泵流量与

原有循环浆液泵流量一致，通过增加喷

淋密度，提供液气比来提高脱硫效率。

对吸收塔原有全部防腐进行更换，更换

为玻璃鳞片防腐。

更换 3层喷淋层及喷嘴，新增一层喷淋
层，拆除原板式式除雾器，增加管束式

除尘器；吸收塔增加 2圈增效环烟道上
方与第一层喷淋层之间增加旋汇耦合装

置,吸收塔改造增高 3.3m，出口烟道改为
侧出，净烟道部分改造与原烟道相接,配
套冲洗水系统，增加一台工艺水泵。

依托改造

脱硫湿磨制浆

系统

就近设置一套石灰石粉调浆系统，在一

套石灰石磨制系统需要检修无法满足负

荷要求时投用，替换原湿磨制浆系统。

依托改造

除尘系统

布袋除尘器设备运行良好，且在一些工况或运行时段已经

满足 10 mg/Nm3的排放限制要求，为降低工程造价，因此
本次不再对除尘器进行升级改造。

依托现有



2
辅助

工程

氧化风机
在原有 4台氧化风机（3运 1备）的基础上，增加 1台罗
茨式氧化风机，4台运行，1台备用。

新增

办公室 - 依托现有

石膏库 规格：3.5m×23m×11.5m 依托现有

尿素库 新建一处建筑面积为 150m2的尿素库房 新建

3
公用

工程

供水 新增氨液制备用水依托厂区内现有用水系统 依托现有

排水 依托厂区内现有排水系统 依托现有

供电 本工程用电由企业自行发电通过高厂变提供 依托现有

4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 脱硫废水经脱硫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于干灰调湿 依托现有

废气治理

脱硝系统改造采用低氮燃烧改造+SCR烟气脱硝工艺方
案，同时在每一座脱硫塔内增加一层喷淋层和设置旋汇耦

合装置。拆除原板式式除雾器，增加管束式除尘器，改造

后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9%，综合脱硝效率不低于 85%，
综合脱硫效率不低于 98.0%。

改建

固废治理

除尘器截流的烟尘颗粒物与脱硫石膏、炉渣一并交由甘肃

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废催化剂由具有资质的单位

回收。

依托现有

噪声治理
电机在电机底座加装减震垫；对各类泵基座，减振和建筑

隔声方式。
改造

7.投资控制：

本项目计划投资 7700万元，实际投资 6490万元。

8.本次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对热力站 3台锅炉脱硫脱硝改造后烟气、噪声、固

废等情况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本次验收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满足《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 1要求（NOX排放

浓度不大于 100mg/Nm3、SO2排放浓度不大于 200mg/Nm3、烟尘排

放浓度不大于 30mg/Nm3）。

二、项目变更情况

本项目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和初步设计内容建设，无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7700万元针对能源中心一分



厂热力站 3台锅炉进行脱硝、除尘、脱硫等系统的提标改造。

2017年 5月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京欣国环环境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

心一分厂热力站脱硫脱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8月

25日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以《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嘉峪关宏晟

电热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心一分厂热力站脱硫脱硝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嘉环评发〔2017〕155号）对其进行了批复。

（一）废水

1.脱硫废水经脱硫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于干灰调湿。

2.生活废水依托现有工程，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酒钢污水处理

厂。

（二）废气

1.有组织排放

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化合物、烟气黑

度。

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低氮燃烧器+SCR反应器，布袋式除尘器、

石灰石石膏法烟气脱硫系统等。

烟气去除效率分别为：综合脱硝效率＞70%，除尘效率＞99.9%，

脱硫效率＞90%。

2.无组织排放

主要污染物：颗粒物。

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石灰石上料系统除尘器、灰库除尘器、灰

渣卸料除尘器等。



以上现场无组织排放去除效率均能满足现场要求。

（三）噪声

现场主要噪声源来源于现场转机设备运行噪声，本项目通过尽量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震等措施，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锅炉灰渣、粉煤灰和脱硫石膏全部交由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

限综合利用。废催化剂属危险废物（目前未产生，所用催化剂每隔

30000小时更换一次），产生后依托能源中心二分厂现有的 600m2危

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内。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往嘉峪关市生活垃圾填

埋场填埋。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在线检测装置

1.热力站#3炉 2017年 8月 25日停运进入脱硫脱硝改造，10月

12日启动进行调试，11月 17日进入 168小时调试，11月 30日通

过在线验收和备案，并与市环境保护局联网

2.热力站#2炉 2017年 9月 21日停运进入脱硫脱硝改造，11月

13日启动进行调试，11月 20日进入 168小时调试，11月 30日通

过在线验收和备案，并与市环境保护局联网

3.2017年 11月 3日停运进入脱硫脱硝改造，2018年 1月 3日

进入 168小时调试工作，1月 17日通过在线验收和备案，并与市环

境保护局联网。

（六）锅炉烟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本项目采用低氮燃烧技术+SCR脱硝装置、布袋式除尘器、石灰石-



石膏法脱硫设施处理后，通过 120米烟囱排入大气，经环保设施处

理后，排放烟气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123-2001）表 1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四、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率：

1.废水治理设施：脱硫废水经原有脱硫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100%用于干灰拌湿，不外排。

2.烟气治理设施：综合脱硝效率＞70%，除尘效率＞99.9%，脱硫

效率＞90%，本项目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01）表 1要求。

3.噪声设施：本项目属于厂中厂，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

隔声、减震等措施，对厂界噪声设置 8个监测点连续两天昼夜检测，

测定结果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治理设施：本项目无固废设施，产生的固废均交甘肃润源

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监测结果：

该项目热力站 1#锅炉废气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最大值分别为：烟尘 22.6mg/m3、二氧化硫 74mg/m3、

氮氧化物 64mg/m3；平均值分别为：烟尘 20.6mg/m3、二氧化硫

64mg/m3、氮氧化物 58mg/m3，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表 1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热力站 2#锅炉废

气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最大值分别为：烟

尘 22.3mg/m3、二氧化硫 32mg/m3、氮氧化物 59mg/m3；平均值分

别为：烟尘 21.7mg/m3、二氧化硫 26mg/m3、氮氧化物 57mg/m3，

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 1燃煤锅

炉标准限值要求；热力站 3#锅炉废气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在基准氧

含量6%条件下，最大值分别为：烟尘19.7mg/m3、二氧化硫86mg/m3、

氮氧化物 57mg/m3；平均值分别为：烟尘 18.3mg/m3、二氧化硫

69mg/m3、氮氧化物 54mg/m3，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表 1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厂界噪声的测定结果均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3.固废

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一并交由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废催化剂目前未产生，产生后依托能源中心二分厂现有的 600m2

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内，交于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回收。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及实际生产时间计算，该项目

烟尘排放总量为 98.75吨/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261.09吨/年，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73.32吨/年，符合环评批复中排放总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