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铝业废槽衬无害化处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4 月 15 日，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根据包头铝业废槽衬无害化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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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通过现场核查，经

认真研究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位于包头国家生态工业（铝业）示范园区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炭素

厂厂区内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产品与规模：年处理废槽衬 10000 吨 

项目组成：原料储库、破碎球磨设施、配料设施、除氰除氟设施、压滤系统、

无害化废渣贮存设施等工程，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项目组成表 

分类 项目名称 实际建设主要内容（设施） 

生产

设施 

破碎球磨设施 

原料仓（配料仓）2 座，规格 3m×3m×4m 
磨头仓 Ø2.5×4.0，V=19m3 
磨后仓 Ø2.5×4.0，V=19m3 

2 台箱式破碎机 
2 台球磨机 

除氟除氰设施 
药剂仓 2 座，Ø1.5×2.0，V=3.5m3 
反应仓 4 座，Ø3×3m，V=20m3 

压滤设施 
压滤机 1 台，压滤水收集池与循环水池共用，压滤水全部排入循环水

池后循环使用。 
循环水池 1 座，30m3 



分类 项目名称 实际建设主要内容（设施） 

防渗工程 

原料贮存及生产区域施工方法从下至上依次为：素土夯实，C30 防水

混凝土 150mm 厚（防水混凝土防渗等级 P10 级），土工膜（双层铺设，

总厚度 2.4mm，用水泥：水：108 干粉胶=1:0.44:0.03 配制原料，进行

土工膜与地面，土工膜与土工膜的粘接），表面配置直径 6mm 间距

250mm 圆钢，30mm 厚 C20 细石混凝土，素水泥浆一道，最后涂刷

20mm 厚 1:2.5 水泥砂浆抹平压光。 
无害化渣贮存区为一般防渗区施工方法从下至上依次为：素土夯实，

C30 防水混凝土 150mm 厚（防水混凝土防渗等级 P10 级），土工膜（双

层铺设，总厚度 2.4mm，用水泥：水：108 干粉胶=1:0.44:0.03 配制原

料，进行土工膜与地面，土工膜与土工膜的粘接），表面配置直径 6mm
间距 250mm 圆钢，30mm 厚 C20 细石混凝土，素水泥浆一道，最后

涂刷 20mm 厚 1:2.5 水泥砂浆抹平压光。 

辅助

设施 

配电室 配电室 1 座 
化验室及主控

室 
70m2 

储运

设施 
储酸槽 1 座，Ø2.5×6.0，V=30m3 
调酸槽 1 座，Ø2.5×6.0，V=30m3 

环保

设施 

废气 
本项目所有产尘点均设置集气罩，共用 1套布袋除尘器，除尘后经 15m

排气筒排放。 
水处理 事故水池 90m3，事故废水收集后返回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车间防渗 
车间整体防渗，原料贮存区域、生产区域、无害化渣贮存区均按照重

点防渗区要求进行防渗，防渗系数≤10-10cm/s 

风 险 
建设盐酸储罐及调酸罐围堰及收集系统，围堰容积 9.45m×8m×

0.98m  

依托

工程 

厂房 利用现有沥青库厂房，不新建厂房 
供 水 依托炭素厂厂区现有供水设施 
供 电 依托炭素厂厂区现有供电设施 

排 水 
依托厂区现有生活污水管网，现有生活污水排入炭素厂东南角污水处

理厂净化后回用，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无害化废渣贮

存 
依托原沥青库房，位于生产区西侧，48×30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7 月，中冶东方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由包头市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包头铝业有限公司铝电解废槽

衬无害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包环管字[2016]129 号）给予了批复，

项目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3 月竣工，期间没有发生环境投诉、违法

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1877 万元，为危险废物处置综合利用项目，可全部视



为环保投资。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为本次工程所有新建工程及新建配套设施，具体工程内容

见上表 1。 

二、工程变动情况 

《包头铝业废槽衬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以及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方面环评阶段与实际建设内容基本一致，本项目建设无重

大变动，部分工程变更情况及原因见表 2。 
表 2  项目变更情况表 

类别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更原因 

环保

工程 

粗破转运系统

设布袋除尘器

1 套，经 15m
排气筒排放 

未建设 
各车间产生的大修渣在现场破碎成合格小块后送至

本项目车间直接进行细破，不需要设置粗破间及配

套除尘设备。 

事故水池

108m3 
事故水池

90m3 

90m3 事故水池完全可保证生产设施、设备发生故障

情况的废水、反应仓（总容量 80m3）事故时生产料

浆得到有效收集，不会外排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压滤水收集池

1 座 
未建设压滤

水收集池 
压滤废水无需处理均循环使用，故压滤水收集池与

循环水池共用，完全可满足生产需求。 
储运

工程 24m2 药剂仓库 未建设 
原料氢氧化钙直接打入相应储仓内，少量袋装次氯

酸钙堆存于车间西北角并加盖苫布。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工程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不新增生活污水；废水主要来源于板框压滤

机产生的压滤废水，沉淀后返回料浆配置系统进行再利用，不外排。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破碎转运废气；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

主要是上料、原料转运等过程产生的少量逸散废气。有组织废气配套设有除尘设

备，废气经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采取了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封闭厂房、设置消声器和减振基座等

隔声或减振措施。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破碎球磨转运系统除尘灰收集后集中送入除氰除氟工序进行无害化

处理，不外排。无害化废渣经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检测鉴定为

Ⅰ类一般固体废物，无其他有害成分，落地后暂存于无害化废渣暂存场，现均用

于华云一期工程回填，后期将会装袋外运至包头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地用

于道路铺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盐酸罐区、事故池、无害化废渣贮存区、原料贮存区及生产车间均按

照环评要求建设，并按要求进行了防渗，设置 3 口地下水监测井，按要求对污染

物排放口进行了规范化。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本工程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不新增生活污水；废水主要来源于板框压滤机

产生的压滤废水，沉淀后返回料浆配置系统进行再利用，不外排。 

（二）废气 

（1）破碎转运系统出口颗粒物浓度最大值 27.22mg/m3，最大排放速率

6.28×10-1kg/h；氟化物浓度最大值 3.72mg/m3，最大排放速率 8.52×10-2kg/h。颗

粒物浓度监测结果满足《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010 ）表 5 限值

要求，氟化物浓度监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新建污染源污染物排放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2）厂界颗粒物、氟化物无组织排放最大值分别为 0.568mg/m3、18.9μg/m3，

监测结果均达到《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中表 6 污染物浓度限

值要求。 

（三）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检测点位 8 个，昼间最大值为 57.7 dB（A），夜间最大值为 54.5dB

（A），均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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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本次地下水监测结果中 1#、2#、3#井氨氮、氟化物、硫酸盐、亚硝酸盐、

总大肠菌群均超标，1#井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超标，3#井氯化物、溶解性总固

体、铅超标，其余因子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1993）III 类标准



限值。本项目原辅料中不涉及重金属物料，项目涉及的特征污染物氟化物监测结

果超标，但上下游对照井数据也均超标，且 3 口井数据相差甚微，数据均未出现

异常，可见超标原因与本项目关系不大。其他超标因子均不属于本项目污染因子，

超标主要原因为受周围工业排污、生活排污影响导致本底值较高，故本项目目前

不存在泄漏。 

（五）固体废物 
本项目破碎球磨转运系统除尘灰收集后集中送入除氰除氟工序进行无害化

处理，不外排。无害化废渣经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检测鉴定为

Ⅰ类一般固体废物，无其他有害成分，落地后暂存于无害化废渣暂存场，现均用

于华云一期工程回填，后期将会装袋外运至包头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地用

于道路铺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六）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次验收主要污染因子排放量为颗粒物：3.32t/a，氟化物：0.45t/a，本项目

无 SO2、NOx排放，生产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故无 COD、氨氮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污染源经配套环保设施净化

后，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有组织颗粒物和无组织厂界监测均满足《铝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要求，有组织氟化物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建污染源污染物排放二

级标准限值要求；厂界 200m 内不存在噪声敏感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均得

到合理处置和综合利用。 

综上所述，本工程各项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满足环评要求。 

六、验收结论 
包头铝业废槽衬无害化处理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废气、噪声监测结果均

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从生产至今无任何泄漏发生。其可研、环评及报批手续齐全，

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基本执行国家有关建

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制度。公众调查结果表明 100％的公众对该工程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从生产至今，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

记录。环保设施运行过程中有专人负责设备正常运转所需原材料、动力、备件等

的供应，并配备了相应的设备检查、维修、操作及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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