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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评价任务的由来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北京天力九陶新材料有

限公司为建设主体，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现有厂房内，在北京

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北京天仁道和新材料有限公司《现代交

通碳陶制品研发及试验线项目》原有设备设施基础上增加部分设备设施，建设“碳

基、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品研发及生产示范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

计划总投资2954.5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碳基、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船舶海洋等领域产品的开发与制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3080件碳陶

刹车盘和2000kg热场部件，其中碳陶刹车盘主要用于航空、高铁和地铁等现代交

通运输工具的制动系统，热场部件主要用于光伏热场系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本项目产品涉及“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37”中“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4”的其他、“三十四、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7”中“72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371”

的其他、“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中“77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中的其他，以上环评分类均需编制报告表；另外，本项目主要工艺过程渗

硅处理涉及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为“C3073特种陶

瓷制品制造”，对应的环评分类为“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中的“59

陶瓷制品制造 307”，本项目未使用高污染燃料，不属于建筑陶瓷制品制造、卫

生陶瓷制品制造和日用陶瓷制品制造，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年版）》，未纳入环评管理范围。综上所述，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第四条中的“建设内容涉及本名录中两个

及以上项目类别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按照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的确

定”要求，确定本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另外，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项目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

染物（甲醛），且边界外 500m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需编制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专项。为此，北京天力九陶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安信环境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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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承担碳基、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品研发及生产示范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

大气专项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

项目厂址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了详尽的实地勘查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核实与分析工

作，在此基础上，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所

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及要求，编制了碳基、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品研发及生产

示范线项目大气专项评价报告。

1.2 评价目的

1、通过项目所在地区的大气环境现状调查、项目工程分析、大气环境影响

预测等系统性的工作，查明该地区的环境空气境质量现状，掌握其环境特征，分

析项目建设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状况以及实施污染防治措施后能够实现的污染

减排量，及项目投产后对大气环境影响的特点、范围和程度以及环境质量可能发

生的变化。

2、通过查清环境背景，明确环境保护目标，对项目投产后可能产生的大气

环境问题进行剖析，提出防治对策，以求将不利的大气环境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促使本项目建成后能取得最佳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综合效益。

3、评述各大气污染源污染防治方案的可行性，并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进行

环境管理的“污染物达标排放”、“总量控制”以及行业的产业政策、城市建设

规划等方面的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并对各项目的生

产管理和污染防治措施提出技术经济分析和论证。

4、根据项目环境影响的特点，对其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提出要求。

5、为项目初步设计和环境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3 评价原则

1、在评价中始终坚持政策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原则，严格遵守

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2、以工程分析、环保治理措施、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为重点，主要保护周围

敏感目标不受本项目环境污染的直接和间接危害。

3、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贯彻“达标排放”、“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做好工程分析，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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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清洁生产技术和环保治理对策评价内容，对本项目的环保治理和今

后环境管理提出建议措施，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为项目

实施环保措施提供指导性意见。

1.4 编制依据

1.4.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订）；

4、《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5、《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令第 682

号，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6、《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2013年 6月 14号）；

7、《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保部 2013年第 14号

公告，2013年 2月 27日）；

8、《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3月 30日修订并施行）；

9、《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

的通知》（京政发[2017]27号，2017年 9月 11日发布施行）；

10、《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系统空气重污染

应急预案（2017 年修订）>的通知》（京建发〔2017〕405 号，2017 年 9 月 28

日）；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1.4.2技术规范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1.4.3项目依据

北京天力九陶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1.5环境功能区划与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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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大气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的二级标准。

1.5.2评价标准

1.5.2.1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具体标准值见表 1-1。
表 1-1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污染因子
标准限值（μg/m3）

标准来源
1h平均 8h平均 24h平均 年平均

基本

污染物

SO2 500 / 150 60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中
表 1中二级标准

NO2 200 / 80 40

CO 10mg/m3 / 4mg/m3 /

O3 200 / / /

颗粒物（粒径小

于等于 2.5μm）
/ / 75 35

颗粒物（粒径小

于等于 10μm）
/ / 150 70

其他

污染物
氮氧化物 250 / 100 50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中
表 2中二级标准

特征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见表 1-2。
表 1-2 特征污染物的质量标准 单位：ug/m3

序号 污染物名称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参考标准来源

1 甲醛 1h平均 5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 2.2-2018）附录 D 其他污染物空

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其中非甲烷总烃

参考 TVOC浓度限值
2 非甲烷总烃 8h平均 600

3 酚类 / 20
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DB11/501-2017）中单位周界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1.5.2.2污染物排放标准

化学气相沉积炉可燃气体燃烧废气排放的 SO2、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执行北京

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表 2 工业炉窑

的第 II 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相应标准要求，可燃气体燃烧废气中的非

甲烷总烃、真空泵运行过程排放的油雾废气（非甲烷总烃）、硅粉人工覆盖过程

产生的粉尘、预㓎渍粉尘和机加工产生的粉尘、预浸渍工序产生的酚类、甲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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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废气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表 3 生产工艺废气及其他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相

应标准要求。

此外，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中相关规定：排气筒高度处于表 1、表 2、表 3所列的两个排气筒高度之间时，

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以内插法计算。

本项目 200m范围内最高建筑物为厂区内的综合楼高度为 18.65m，排气筒高

度为 25m，排气筒高度高出周围 200m半径范围内的建筑物 5m以上，排放速率

不需要折算。

各污染物执行的排放限值见下表。

表 1-3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摘录）

序

号

产污

工序

或设

备

污染物

排放浓度

限值

（mg/m³）

25米高排气

筒排放速率

限值（kg/h）

单位周界无组

织排放监控点

浓度限值

（mg/m³）

执行标准

1

化学

气相

沉积

颗粒物 10 3.15 / 北京市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11/501-2017）
中“表 2工业炉窑

的第 II时段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2 SO2 20 5.3 /

3 氮氧化物 100 1.56 /

4 非甲烷总

烃
50 13 /

北京市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11/501-2017）
中“表 3 生产工艺

废气及其他废气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

5 真空

泵

非甲烷总

烃
50 13 /

6

硅粉

尘、机

加工、

预㓎

渍粉

尘

颗粒物 / / 0.30a

7
预浸

渍

非甲烷总

烃
50 13 /

8 酚类 20 0.265 /

9 甲醛 5.0 0.65 /

注：a该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为监控点与参照点的浓度差值。

1.6评价内容、重点及时段

1.6.1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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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价内容包括：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工程分析，大气影响评价，

污染防治措施分析，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等。

1.6.2评价重点

根据本项目建设内容和周围环境特征，评价将工程分析、废气处理措施的技

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污染防治措施分析作为评价重点。

1.6.3评价时段

本项目利用已有厂房建设，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安装设

备、设施。施工期环境影响较小，本次仅对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1.7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要素特征，确定大气环境评价因子。

表 1-4 评价因子一览表

类别 环境要素 评价因子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大气 SO2、NOx、PM10、PM2.5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废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甲醛、

酚类

总量控制 废气污染物 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

1.8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确定

1.8.1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计算污染物的最

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其中 Pi计算公式如下：

%100
0

i  ）（
i

i

C
CP

式中：Pi----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Ci ----第 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3。

C0i----第 i个污染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3。

大气评价等级判别表见下表。

表 1-5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依据

一级 Pmax≥10%

二级 1%≤Pmax＜10%

三级 Pma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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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筛选

本项目化学气相沉积炉可燃气体燃烧废气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颗粒物、SO2、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真空泵运行过程排放的油雾废气大气污染物为非甲烷总

烃，硅粉人工覆盖过程产生的粉尘、预㓎渍粉尘和机加工产生的粉尘大气污染物

均为颗粒物，预浸渍工序产生酚类、甲醛和乙醇（以非甲烷总烃计）。挥发性有

机物的落地浓度为酚类、甲醛和非甲烷总烃等排放速率合计后估算的落地浓

度。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的要求，应选取

有环境质量标准的评价因子作为预测因子，本项目的预测因子和评价标准见下

表。

表 1-6 估算模式预测标准一览表

评价因子 评价时段 标准值（ug/m3） 标准来源

颗粒物

运营期

45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SO2 500

氮氧化物 250

甲醛 5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

境》（HJ2.2-2018）附录 D挥发性有机物 1200

酚类 20
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单

位周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备注：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标准值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附录 D中的 TVOC，并按照 8h平均值的 2 倍折算为 1h平均质量浓度限值；颗粒物标准值

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PM10的二级空气质量标准 24小时值，并按 3
倍折算为 1h平均质量浓度限值，酚类标准值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11/501-2017）中单位周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1.8.3估算模型参数选取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要求的

AERSCREEN估算模型对项目污染物的排放进行估算。估算模型参数见下表，点

源参数见下表。

表 1-7 估算模型参数一览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1154000人

最高环境温度/℃ 315℃

最低环境温度/℃ 256℃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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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气候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表 1-8 点源参数一览表

排气筒

编号

排放

方式

污染物

名称

排放参数

排放速率

（kg/h）
废气量

（Nm3/h）
出口烟气温

度（℃）

排气筒

高度

（m）

排气筒

内径

（m）

DA001 间歇

SO2 0.000006

5300 236.1 25 0.315

NOx 0.0282

颗粒物 0.0013

非甲烷

总烃
0.0160

酚类 0.0033

甲醛 0.0003

表 1-9 面源参数一览表

污染源
排放

方式

污染物

名称

排放参数

排放速率

（kg/h）
面源长度

（m）

面源宽度

（m）

面源有效排放

高度（m）

预浸渍粉尘、

硅粉尘、机加

工粉尘

间歇 颗粒物 0.0045 84.5 25.3 12.2

本项目硅粉尘和机加工粉尘共用一套滤筒除尘设施，预浸渍粉尘单独设置一套滤筒除尘。另

外，预浸渍粉尘无组织排放源位于车间内西部偏南，硅粉尘和机加工粉尘排放源位于北辅房

一层，因本项目车间与北辅房一层联通，故本次预测将两处无组织粉尘排放源作为一个整体

面源考虑。

1.8.4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确定

本项目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和占标率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 1-10 污染源估算结果一览表

污染源类

型
污染物

最大落地浓度

Ci（ug/m3）
标准值*
(ug/m3)

占标率
Pi(%)

出现距离（m） 评价等级

点源

颗粒物 0.04058 450 0.0090 27 三

SO2 0.00226 500 0.0005 27 三

NOx 0.8827 250 0.3531 2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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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0.6133 1200* 0.0511 27 三

酚类 0.1037 20 0.5185 27 三

甲醛 0.00902 50 0.0180 27 三

面源 颗粒物 2.289 450 0.5087 43 三

注：*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标准值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

录D中的TVOC，并按照8h平均值的2倍折算为1h平均质量浓度限值；颗粒物标准值参照《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PM10的二级空气质量标准24小时值，并按3倍折算为1h
平均质量浓度限值，酚类标准值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中单位周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由上表可见，本项目 Pmax为 0.5185%，Pmax1%，因此确定项目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项目不需设置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9环境保护目标及控制目标

根据对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的现场调查，本项目厂界外 500m范围内有农村地

区，本项目主要环境空气环境保护目标与级别详见下表。

表 1-11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及保护级别一览表

环境

要素

保护目

标
坐标

相对厂

址方位

相对厂

址距离
/m

保护级别 备注

大气

环境
望楚村

E116°5′18.327″
N39°39′14.811″ 西北 250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的二级标准

受影响人数

约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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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2.1 工艺流程

详见报告表“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章节。

2.2 产排污环节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化学气相沉积炉运行产生的等可

燃气体、真空泵运行时产生的少量油雾、硅粉覆盖盘片过程产生的少量硅粉

尘以及机加工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和预浸渍上料、混合产生的颗粒物及烘干和

模压工序产生的酚类、甲醛、非甲烷总烃有机废气等。

2.2.1源强分析

（1）可燃气体废气

化学气相沉积炉产生的可燃气体成分主要为氢气、甲烷、丙烷和少量轻质短

链烯烃等，可燃气体经TO直燃炉燃烧处理后排放，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SO2、

NOx和VOCs和颗粒物。

①运行工况分析及烟气量

项目共 4台化学气相沉积炉，根据设备工艺资料，4台化学气相沉积炉年运

行约 300天共 7200h，且四台炉同时运行的情景较少。本次评价按照 4台化学气

相沉积炉同时运行工况产生的最大可燃气体量进行烟气排放达标分析，按照各化

学气相沉积炉单独运行，年总运行 7200h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艺数据，化学气相沉积炉产生的可燃气体成分主要为

氢气、甲烷、丙烷和少量轻质短链烯烃等，废气成分与天然气相似，单位体积气

体热值低于5400大卡，单台化学气相沉积炉工艺运行时可燃气体排放量不高于

2L/S、7.2m3/h，4台化学气相沉积炉同时运行时最大可燃气体排放量28.8m3/h，

产生的可燃气经管道引致车间西侧的直燃炉（TO）进行燃烧处理，烟气排放量

产生系数参照《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机械行业系

数手册中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工业炉窑废气量产生系数13.6m3/m3计算，预测四台

化学气相沉积炉同时运行直燃处理后废气排放量约392m3/h。

②SO2排放预测

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的燃气工业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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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产排污系数进行计算，SO2排污系数为 0.02Skg/万 m3原料（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天然气检测报告，本项目使用天然气硫含量低于 0.1mg/m3，S取 0.1）。可燃气

体排放量为 28.8m3/h，207360m3/a，则：

SO2排放量=0.02×0.1kg/10000m3×207360m3/a=0.04kg/a≈0.00004t/a

排放速率 0.000006kg/h、排放浓度 0.15mg/m3。

③氮氧化物排放预测

项目TO直燃炉采用国际先进的低氮燃烧器，根据燃烧器设备技术资料，燃

烧后排放的烟气在含氧量为 3%条件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 35ppm（约合

72mg/m3）。

综上，本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 72mg/m3，排放速率低于 0.0282kg/h，

年最大排放量 0.2032t/a。

④烟尘排放预测

根据《北京环境总体规划研究》，天然气燃烧烟尘产生量约为 0.45kg/万 m3

燃气，则：

烟尘排放量=0.45kg/10000m3×207360m3/a=9.33kg/a≈0.0093t/a

排放速率0.0013kg/h、排放浓度3.32mg/m3。

⑤非甲烷总烃污染物排放预测

本项目直燃炉非甲烷总烃排放系数参考《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通用源项产排

污核算系数手册》“附表 3燃烧烟气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产污系数表”中以天

然气为燃料的“其他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产污系数 0.92kg/万m3燃料，本项目

可燃气体最大排放量为 207360m3/a，则直燃炉燃烧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量约为

0.0191t/a，本项目直燃炉废气量为 392m3/h，化学气相沉积炉年最大累计运行约

7200h，则直燃炉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为 0.0027kg/h，排放浓度 6.89mg/m3。

（2）真空泵油雾废气

化学气相沉积炉、渗硅炉、石墨化炉等真空泵各生产周期运行过程产生少量

油雾，油雾经真空泵自带的油雾净化器滤芯吸附净化后回流至真空泵储油槽，少

量油气经排放管道排至车间废气净化系统，经活性炭净化箱净化后作为冷却风冷

却可燃气体直燃炉燃烧废气后，与直燃炉燃烧废气一起排放。

根据建设方设计资料，项目真空泵运行时抽气速率为 150L/S，最多 6 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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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启（化学气相沉积时真空泵开启数量最多），总风量约 3200m3/h，化学气

相沉积年运行时间为 7200h，每 120h为一个生产周期，每年约 60个生产周期；

化学气相沉积过程每个周期内真空泵启停两次，第一次将化学气相沉积炉抽至真

空后，停泵、升温，升至工艺所需温度后，通入天然气、丙烷等工艺气体，同时

开启真空泵（第二次），直至化学气相沉积结束。化学气相沉积工序每周期升温

过程约持续 15h、真空泵运行 105h，则真空泵年运行时间约 6300h。

项目使用的真空泵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使用的设

备规格、型号均相同，类比其真空泵运行系统废气排放监测数据，真空泵启动初

期瞬时浓度可达 2000mg/m3，平均浓度约为 150mg/m3，经净化后的非甲烷总烃

平均排放浓度为 6mg/m3，本次采用该类比浓度进行预测。本项目真空泵油雾废

气经自带油雾净化器净化后，与预浸渍有机废气一起进入活性炭净化箱（活性炭

净化箱设计处理风量为 5000m3/h）净化后作为冷却风与直燃炉燃烧废气一起经

25m高排气筒排放。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量核算系数手册》中机

械行业系数手册，吸附法对淬火油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去除效率为 60%，预测本项

目真空泵废气排放浓度为 1.54mg/m3，排放速率 0.0077kg/h，排放量 0.0484t/a。

（3）硅粉尘

项目渗硅处理前硅粉覆盖盘片过程产生的少量粉尘颗粒物，项目在生产区域

设置集尘罩对粉尘进行收集，与机加工粉尘一起经滤筒除尘处理后排放，硅粉颗

粒密度较大，质量较重，产尘量较小，排放系统开启后，形成局部负压，可有效

避免粉尘无组织排放。项目硅粉年用量 8t，年投料时间 240h，参照《环境影响

评价实用技术指南》中数据，粉尘产生量按原料年用量的 0.01%~0.04%计算，本

项目采用保守估算，按照粉状用料的 0.02%计算，硅粉尘产生量约为 0.0016t/a，

集尘系统风量按照 10000m3/h设计（与机加工粉尘共用一套集尘设施），硅粉尘

产生浓度 0.67mg/m3，产生速率 0.0067kg/h。

根据《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汽车制造》滤筒除尘器净化效率为

80%-99.9%，本项目采用保守估算，去除效率按照 80%计。本项目产尘端区域小，

上方集气罩面积设计时应将产尘端全部覆盖，风机的风量为 10000m3/h，基本能

做到绝大部分收集，本次评价按照 90%收集计算。经净化后硅粉尘排放速率为

0.0021kg/h，排放量 0.0005t/a。



13

（4）机加工粉尘

机加工过程产尘量参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中机加工粉尘产生系数0.2kg/t·原料进行核算，本项目机加工主要原料用量：

碳纤维预制体17t/a、硅粉58t/a、酚醛树脂0.8t/a，碳粉0.1t/a，机械加工原料量17.9t/a

（碳纤维预制体+酚醛树脂+碳粉），则粉尘年产生量为0.0036t；最终机械加工

（半成品）原料用量项目半成品机加工原料量75.9t/a，粉尘年产生量为0.0152t，

机加工总计粉尘年产生量0.0188t。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机加工工序年

运行2800h，机加工粉尘由集气罩收集后，经滤筒除尘处理后排放，风机风量为

10000m3/h，则机加工粉尘产生速率0.0067kg/h。

本项目集气罩收集效率按 90%、滤筒除尘去除效率按照 80%计，则机加工

粉尘排放量为 0.0053t/a排放速率为 0.0019kg/h。

（5）预浸渍废气

本项目预浸渍工序采用酚醛树脂作为浸渍原料，乙醇作为分散剂，年运行

1440h。酚醛树脂、碳粉等粉状物料上料、混合时会产生颗粒物，模压及烘干时，

酚醛树脂中的游离酚和游离醛会挥发产生酚类和甲醛废气（模压在密闭模具中进

行，有机废气主要在烘干时产生），分散剂中的乙醇也会挥发（以非甲烷总烃计）。

上料、混合产生的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由滤筒除尘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根

据建设单位提供的信息，滤筒除尘设计风量 1000m3/h，集气罩收集效率按 90%、

滤筒除尘去除效率按 80%计。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量核算系数手

册》中石棉水泥制品制造等行业的类似混料工序的颗粒物产生系数 2kg/t·产品，

本项目短切纤维模压盘设计年产量 1.2t/a，则本项目预浸渍废气颗粒物产生量为

0.0024t/a，产生速率为 0.0017kg/h；排放量为 0.0024×90%×20%+0.0024×

10%≈0.0007t/a，排放速率约为 0.0005kg/h。

烘干与模压产生的酚类、甲醛及非甲烷总烃等有机废气与真空泵油雾废气一

起进入活性炭净化箱，净化后作为冷却风冷却可燃气体直燃炉燃烧废气，与直燃

炉燃烧废气一起经 2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根据厂家提供的原料信息，

酚醛树脂中游离酚含量为 1.5%，游离醛含量为 0.12%，本项目酚醛树脂进入产

品量为 0.7976t/a，乙醇用量 0.02t/a，考虑最不利影响，本项目酚醛树脂中的酚类、

甲醛及助剂乙醇全部挥发，则酚类产生量约 0.0120t/a，甲醛产生量约 0.001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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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产生量约 0.02t/a。根据建设单位提供信息，烘箱自带排风系统，烘干

时持续排风，废气可直接接入废气管道，另外，模压工序虽然在密闭模具中进行，

但考虑模具打开时部分废气排出，在开口位置设置集气罩收集，设计处理风量为

1800m3/h，模压工序温度在 150-200℃，气体温度较高，气体自然上升，基本可

以做到全部收集。则预浸渍有机废气中酚类产生量约为 0.0120t/a、产生速率

0.0083kg/h、产生浓度 4.61mg/m3；甲醛产生量为 0.0010t/a、产生速率 0.0007kg/h、

产生浓度为 0.39mg/m3；非甲烷总烃产生量为 0.02t/a产生速率 0.0139kg/h、产生

浓度为 7.72mg/m3。

另外，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量核算系数手册》中机械行业系

数手册，吸附法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去除效率为 60%，活性炭净化箱处理风量为

5000m3/h，则预浸渍有机废气中酚类排放量为 0.0048t/a、排放速率为 0.0033kg/h、

排放浓度为 0.66mg/m3；甲醛排放量为 0.0004t/a、排放速率为 0.0003kg/h、排放

浓度为 0.06mg/m3；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008t/a、排放速率为 0.0056kg/h、排放

浓度为 1.12mg/m3。

（6）废气排放情况汇总

本项目废气排放情况如下：

表 2-1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来源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率

（kg/h）
产生浓度

（mg/m3）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可燃气

体废气

SO2 / / / 0.00004 0.000006 0.15

NOx / / / 0.2032 0.0282 72

颗粒物 / / / 0.0093 0.0013 3.32

非甲烷

总烃
/ / / 0.0191 0.0027 6.89

真空泵

油雾废

气

非甲烷

总烃
/ / / 0.0484 0.0077 1.54

硅粉尘 颗粒物 0.0016 0.0067 0.67 0.0005 0.0021 /

机加工

粉尘
颗粒物 0.0188 0.0067 0.67 0.0053 0.0019 /

预浸渍

废气

有

组

织

酚

类
0.0120 0.0083 4.61 0.0048 0.0033 0.66

甲

醛
0.0010 0.0007 0.39 0.0004 0.00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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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污染物
产生量

（t/a）
产生速率

（kg/h）
产生浓度

（mg/m3）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非

甲

烷

总

烃

0.0200 0.0139 7.72 0.0080 0.0056 1.12

无

组

织

颗

粒

物

0.0024 0.0017 / 0.0007 0.0005 /

2.2.2废气治理措施

本项目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情况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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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废气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序号 废气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形

式
污染治理设施及工艺

是否为可

行技术

排放口基本情况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

名称

排放口

高度（m）

排气筒

内径（m）

1 可燃气体废气 SO2、NOx、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

直燃炉 是

DA001
碳陶生

产线排

气筒

25 0.3152 真空泵油雾废气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是

3 预浸渍废气
酚类、甲醛、非甲烷总烃 是

颗粒物 无组织

滤筒除尘

是 / / / /

4 硅粉尘 颗粒物
无组织

是 / / / /

5 机加工粉尘 颗粒物 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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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气污染物总量分析

2.3.1总量控制指标的确定

根据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现更名为“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文件京环发

[2015]19号：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北京市实施建设项目总量指标审核和管

理的污染物范围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工业及汽

车维修行业）及化学需氧量、氨氮。对排放主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前，须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根据本项目特点，确定与本项目有关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SO2、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烟粉尘。

2.3.2大气污染物总量指标核算

（1）排污系数法

由本报告产排污环节章节源强分析章节所采取的排污系数法计算结果可知，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SO20.00004t/a、氮氧化物 0.2032t/a、挥发性有机物

0.0807t/a、烟粉尘 0.0093t/a。

（2）类比法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气筒（DA001）SO2、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烟粉

尘类比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5日对北京北京天仁道和新

材料有限公司碳陶生产线废气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TCCR21070104-2），本

项目与类比项目单位时间产能、生产工艺、废气污染物种类以及处置措施基本一

致，具有可类比性。

根据类比检测报告，碳陶生产线废气排气筒检测口中 SO2、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烟粉尘排放浓度分别为＜3mg/m3、10mg/m3、

8.36mg/m3、3.7mg/m3，排放速率分别为＜0.011kg/h、0.035kg/h、0.030kg/h、

0.013kg/h。

因管道阻力等影响，本项目设计风量与类比项目实测风量略有差别（本项目

设计风量约 5300m3/h，类比项目实测风量 3542m3/h），类比项目风量更接近实

际运行情况。因此，参考类比项目风量及排放浓度，本项目排气筒排放时间约

7200h/a，则 SO2、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烟粉尘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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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0383t/a、0.2550t/a、0.2132t/a、0.0944t/a，其中 SO2低于检出限，折半

计算。

因类比项目与本项目生产工艺基本一致、废气污染物处置措施相同，根据建

设单位提供信息，类比项目检测时的生产负荷接近本项目运营期最大生产负荷，

类比方法更接近实际。因此本项目采用类比法核算的污染物排放量作为本项目排

放总量数据，即 SO2 0.0383t/a、氮氧化物 0.2550t/a、挥发性有机物 0.2132t/a、烟

粉尘 0.0944t/a。

2.3.3总量申请指标

根据《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2014]197号）文件：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平均浓度不达标的城市、水环境质

量未达到要求的市县，相关污染物应按照建设项目所需替代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指标 2倍进行削减替代。

本项目所在区域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为不达标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需按照 2 倍进行削减替代。因此，本项目大气污染物需要申请的总量指标为

SO2 0.0766t/a、氮氧化物 0.5100t/a、挥发性有机物 0.4264t/a、烟粉尘 0.1888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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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 5月公布的《2020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中关于北京市及房山区的监测数据，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见表 3-1。
表 3-1 北京市及房山区 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区域 污染物 评价指标
平均浓度

值/（μg/m3）

标准值/
（μg/m3）

超标倍数 达标情况

北京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值

4 60 — 达标

NO2 29 40 — 达标

PM10 56 70 — 达标

PM2.5 38 35 8.6% 不达标

CO
24小时平均第 95百
分位数质量浓度

1300 4000 — 达标

O3

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

均值的第 90百分位

数质量浓度

174 160 9% 不达标

房山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值

3 60 — 达标

NO2 28 40 — 达标

PM10 64 70 — 达标

PM2.5 35 35 — 达标

由上表可知，房山区环境空气常规指标中 SO2、NO2、PM10、PM2.5均符合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CO、O3参考北京市浓度

值，其中 O3不符合标准要求，其他指标符合标准要求，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

气质量不达标区。

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无需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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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4.1废气达标性分析

4.1.1正常情况废气达标性分析

（1）有组织废气达标分析

本项目预浸渍有机废气与真空泵油雾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一起进入活性炭

净化箱处理后排放，因此将预浸渍有机废气与真空泵油雾废气合并分析有组织排

放达标情况。

表4-1为可燃气体与有机废气合并前的预测结果，根据本报告产排污环节分

析中源强分析章节内容，合并前预浸渍有机废气与真空泵油雾废气经活性炭净化

后的排放风量为5000m3/h，可燃气体燃烧废气排放量为392m3/h。本项目实施后

在活性炭净化箱后（与可燃气体燃烧废气合并前）设置监测点位，可燃气体燃烧

废气因风量较小，出口风速较小，且气体温度较高，不具备单独检测条件，因此

项目实施后检测点位设置在并管后的总排口（即DA001排气筒监测口）。

表 4-1 本项目实施后并管前各废气预测排放达标情况表

来源
污染

物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限

值

（mg/m3）

达标

判定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速率限

值

（kg/h）

达标

判定

可燃气体

废气

SO2 0.15 20 达标 0.000006 5.3 达标

NOx 72 100 达标 0.0282 1.56 达标

颗粒

物
3.32 10 达标 0.0013 3.15 达标

非甲

烷总

烃

6.89 50 达标 0.0027 13 达标

真空泵油

雾废气、预

浸渍有机

废气

酚类 0.66 20 达标 0.0033 0.265 达标

甲醛 0.06 5.0 达标 0.0003 0.65 达标

非甲

烷总

烃

2.66 50 达标 0.0133 13 达标

备注：真空泵油雾废气、预浸渍有机废气在活性炭净化装置后单独设检测点，监控达标情况

废气总排口合计风量约5300m3/h，排气筒（DA001）各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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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项目实施后排气筒（DA001）废气排放达标情况表

来源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限

值（mg/m3）

达标判

定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速率限

值（kg/h）
达标

判定

DA001

SO2 0.01 20 达标 0.000006 5.3 达标

NOx 5.32 100 达标 0.0282 1.56 达标

颗粒物 0.25 10 达标 0.0013 3.15 达标

非甲烷

总烃
3.02 50 达标 0.0160 13 达标

酚类 0.62 20 达标 0.0033 0.265 达标

甲醛 0.06 5.0 达标 0.0003 0.65 达标

由表4-1和4-2可知，本项目实施后，并管前后各项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

放速率均能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达标分析

由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预浸渍上料、混合、硅粉覆盖及机加工排放的无组

织颗粒物最大落地浓度为 2.106μg/m3，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11/501-2017）中单位周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企业在运营期应加强对集气系统的管理，保证废气治理设施有效运行，及时

更换滤筒滤芯、油雾净化器滤芯和活性炭，保证废气处理的效率。

4.1.2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分析

本项目非正常工况主要是净化设施出现故障，污染物未经净化直接排放，

污染源非正常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4-3 污染源非正常排放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

物

非正常排

放浓度

(mg/m3)

非正常排放

速率(kg/h)
排放量/kg

单次

持续

时间

年发

生频

次

非正

常排

放原

因

应对措施

DA001

非甲

烷总

烃

13.91 0.0737 0.03685 0.5h 1次

净化

设备

故障

专人负

责，定期

检查；发

现故障立

即停产检

修

酚类 1.57 0.0083 0.00415 0.5h 1次

甲醛 0.13 0.0007 0.00035 0.5h 1次

无组织粒

物（硅粉

尘、机加

工粉尘、

颗粒

物
0.008 0.0151 0.00755 0.5h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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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浸渍粉

尘）

注：（1）DA001为可燃气体、真空泵油雾废气、预浸渍有机废气合并排放废气，总风量为

5300m3/h。可燃气体主要为氢气、甲烷、丙烷和少量轻质短链烯烃，其中甲烷占比为 85-90%，

本次评价以 85%计，其余 15%废气成分以非甲烷总烃计。根据设备厂家提供资料，直燃炉

对可燃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废气去除效率为 99%。

（2）无组织颗粒物非正常工况排放浓度为采用导则估算模型（AERSCREEN）预测的最

大落地浓度。

由上表可知，非正常工况下本项目废气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为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针对非正常情况，为保证净化设施的正常运

行，建设单位应定期对废气净化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其正常工作状态；设置专人

负责，保证正常去除效率。检查、核查等工作做好记录，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

停止生产工序，待净化设施等恢复正常工作并达到稳定废气去除效率后，方可继

续。加强企业的运行管理，设立专门人员负责环保设施的管理、监测等工作。

4.2废气排放口基本信息

本项目废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见表 4-4。
表 4-4 项目废气排放口基本情况一览表

排放

口编

号

排放

口名

称

排放口

类型

污染物种

类

排放口地理坐标 排气

筒高

度（m）

排气

筒出

口内

径（m）

排气温

度（℃）经度 纬度

DA001

碳陶

生产

线排

气筒

一般排

放口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非甲烷总

烃、颗粒

物、酚类、

甲醛

116°5′5.82″ 39°39′2.77″ 25 0.315 236

4.3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量见表 4-5、4-6。
表 4-5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

率（kg/h）
核算年排放量（t/a）

1

DA001

SO2 0.01 0.000006 0.00004

2 NOx 5.32 0.0282 0.2032

3 颗粒物 0.25 0.0013 0.0093

4 非甲烷总 3.02 0.0160 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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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

5 酚类 0.62 0.0033 0.0048

6 甲醛 0.06 0.0003 0.0004

表 4-6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0.0158

2 非甲烷总烃 0.0755

3 SO2 0.00004

4 氮氧化物 0.2032

5 酚类 0.0048

6 甲醛 0.0004

4.4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详见下表。

表 4-7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

级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5~50km□ 边长=5km□

评价因

子

SO2+NOx 排

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颗粒物、SO2、NOx、非甲烷总烃、酚类、

甲醛
包括二次 PM2.5□

其他污染物（）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标

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状评

价

评价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

区□

评价基准年 （2020）年

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调查

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检测

□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

其他在建、拟建

项目污染源□
区域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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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大气环

境影响

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AERMOD□ ADMS□ AUSTAL2000□ EDMS/AEDT□ CALPUFF□
网格模

型□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 ）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

期浓度贡献

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年

均浓度贡献

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3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非正常 1h浓
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C 非正常占标

率>100%□（）h

保证率日平

均浓度和年

平均浓度叠

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

量的整体变

化情况

k≤-20%□ k>-20%□

环境监

测计划

污染源

监测

监测因子：（颗粒物、SO2、NOx、

非甲烷总烃、酚类、甲醛）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环境质量监

测
监测因子：（ ）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结

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

大气环境防

护距离
距（ / )厂界最远（ / ）m

污染源年排

放量

颗粒物 0.0158t/a

非甲烷总烃 0.0755t/a

SO2 0.00004t/a

氮氧化物 0.2032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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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 0.0048t/a

甲醛 0.0004t/a

注：“□”，填“√”；“（ ）”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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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评价

5.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是可燃气体废气、真空泵油雾废气、预浸渍

废气、硅粉尘以及机加工粉尘等。

（1）可燃气体废气

本项目化学气相沉积炉排放的可燃气体废气中主要为未完全反应的天然气、

丙烷和生成的氢气、乙炔等烃类可燃气，主要采用直燃法进行废气的处理。直燃

炉（TO）工作原理为可燃气体先进入换热器进行预热，使进入的废气温度提高

或达到反应温度，然后进入炉膛，在燃烧机的火焰高温作用下（1000~1150℃），

有机废气燃烧后转化为 CO2和水蒸气。进入焚烧炉的有机废气浓度越高越经济，

根据行业经验，直燃炉（TO）有机废气的去除率高于 99%。燃烧器采用技术先

进的 ThermJet低氮燃烧器，采用低氮喷嘴设计和烟气再循环原理降低氮氧化物

排放。TO直燃炉针对燃烧系统也作了特殊设计，设计了焚烧炉高温模式（保证

废气裂解情况下，温度可设定），在该模式下，燃烧系统启动无焰弥散燃烧模式，

弥散燃烧方式是目前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可降低热力型 NOX的生成。

由于燃烧是放热过程，所以燃烧后的气体温度比较高（一般在 760℃左右），

需要对直燃炉燃烧废气进行降温后排放，本项目将经活性炭净化后的真空泵油雾

废气、预浸渍有机废气引至直燃炉排气筒处，进行冷却后合并排放。

因此，可燃气体废气的治理措施可行。

（2）真空泵油雾废气、预浸渍有机废气

本项目真空泵开机时排放的油气经自带的油雾除雾器回收净化后，进入后续

的油气浓度很低，属于低浓度有机废气，因此采用活性炭净化箱进行吸附处理。

本项目采用真空泵专用的除雾器进行油雾的回收和净化，设备运行时首先由

叶轮高速旋转产生真空负压，将油雾吸入油雾净化器进风口，吸入的油雾气体进

入初效过滤器，液相油雾粒子首先被滤网过滤下来,附着在滤网表面聚集成滴，

滴入集油槽，形成一次过滤。其余的油气在叶轮的推动下形成气流，凝集成液相，

经过中效和高效过滤器拦截，再次聚集滴入集油槽，形成二次气体过滤，回收的

真空油通过回收槽回流至真空泵油箱，循环使用，少量气体有机废气排放至后端。

项目采用的除雾器配有镀膜滤芯，可高效回收油雾，回收效率高于99%，经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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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少量低浓度挥发性气体进入系统活性炭净化箱再次处理。

活性炭吸附剂由于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特征，比表面积很大（一般在

700-1500m2/g）具有优异的吸附能力，孔径分布一般为 50A以下。有机废气吸附

活性炭为颗粒状活性炭，孔隙分布均匀，除了小孔外还有 0.5-5μm的大孔，比表

面积 800~1200m2/g，吸附率大于 70%。有机气体（吸附质）与活性炭接触时，

活性炭广大的孔隙表面与有机气体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力——范德华力，有机气

体经过活性炭层被截留、吸附，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

活性炭吸附系统是一种过滤吸附有害、异味气体的环保设备，活性炭吸附箱

具有吸附效率高、适用面广、维护方便、能同时处理多种混合废气等优点，活性

炭吸附回收装置适用于大风量、低浓度的有机废气治理，因此在化工、轻工、医

药等行业广泛应用，是较为成熟的处理有机废气的技术。

本项目真空泵油雾废气主要成分为非甲烷总烃、预浸渍烘干及模压产生的废

气主要成分为酚类、甲醛、非甲烷总烃，均为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净化后可做

到达标排放，处理措施可行。

图 5-1 可燃气体废气、真空泵废气及预浸渍有机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3）预浸渍粉尘、硅粉尘、机加工粉尘

本项目拟在预浸渍上料、混合区域和硅粉覆盖区域及机加工区域上方设置集

气罩收集粉尘后进入滤筒除尘器处理，其中硅粉尘与机加工粉尘共用一套除尘设

施，预浸渍粉尘单独一套滤筒除尘设施。投料时开启系统，形成局部负压避免粉

预浸渍 化学气

相沉积

炉

油雾净

化器

可燃气体

真空泵油雾废气

预浸渍有机废气

冷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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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车间内无组织逸散，排风系统设置滤筒除尘器，对粉尘进行净化处理。

滤筒除尘器原理：含尘气体进入除尘器灰斗后，由于气流断面突然扩大及气

流分布板作用，气流中一部分粗大颗粒在动和惯性力作用下沉降在灰斗；粒度细、

密度小的尘粒进入滤尘室后，通过布朗扩散和筛滤等组合效应，使粉尘沉积在滤

料表面上，净化后的气体进入净气室由排气管经风机排出。项目选用的滤筒除尘

器为高效除尘器，过滤材料采用纳米纤维技术，滤材表面复合一层平均直径约为

100纳米的纳米纤维层，将传统的深层过滤变为表面过滤，其显著的优点是有效

的阻拦粉尘进入滤料内部，将其截留在纳米纤维层表面，防止滤材内部堵塞，粉

尘颗粒能够轻易从滤材表面剥离，滤材及整个过滤系统始终保持低阻力，降低系

统运行费用的同时，节省了压缩空气用量，延长了滤材的使用寿命，除尘效率高

于 80%。

5.2 排气筒高度

本项目废气排气筒高度为 25m，根据预测结果，废气排放可以满足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要求，从环境空气保护的角度看是可行的。

5.3废气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等相关要求，

制定了项目的废气自行监测计划，具体监测内容见下表。

表 5-1 项目废气各项污染物监测计划一览表

有组织

排放口编号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DA001 碳陶生产线排气筒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非甲烷

总烃、颗粒物、酚类、甲醛
1次/年

无组织

污染源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排放源 厂界 颗粒物 1次/年

5.4 废气治理措施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项废气均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污染物排放能满足相

应的标准要求，项目实施后不会对周边大气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采取的措施在技

术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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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根据《2020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O3浓度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区域属不达标区。

6.2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中相应排放标准限值要求，无

组织粉尘最大落地浓度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中单位周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6.3总量控制结论

建议本项目总量指标为：SO2 0.0766t/a、氮氧化物 0.5100t/a、挥发性有机物

0.4264t/a、烟粉尘 0.1888t/a。

6.4 建议

1、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保证大气污染物达标排

放。

2、项目的环保设施要与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确保各项防

治措施落实到位，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与协调发展。

6.5 综合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选址合理可行；在严格按照“三同时”

制度进行项目建设和管理、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后，可保证废气

达标排放。在此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

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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