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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于粘土实心砖的大量生产，耕地受到大规模占用和破坏，且粘土实心砖的生产能耗较大，

从而引发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为了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推广节能建筑，陕西省人民政府于 2000 年 7 月发布了《陕西省墙体材料革新与节能建筑管理

办法》（2000 年第 59 号政府令），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新型墙体材料革新，禁止新建、扩建粘

土实心砖生产线。对于生产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的企业给予免税、降税及其他政策优惠。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始建于 1997 年，原有生产规模为年产 1600 万块粘土实心砖。为了节约土

地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在原址厂区内进行技改扩建，不新增征地，

不改更选址，技改扩建形成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规模的页岩砖，原有粘土砖生产线已停

用。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委托汉中市环境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宁强县坪

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4 年 12 月

31 日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强县坪溪

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环批字〔2014〕

162 号）。2016 年 10 月该项目建设完成，受企业附近道路建设影响，原材料运输困难，砖厂

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直至 2018 年 10 月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对生产设备进行调试、运行达到预

期目标，满足环保水、气、噪声验收监测要求。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委托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工作。2019 年 12 月 2 日，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

前往建设项目地进行现场勘查，并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环保设

施验收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依据监测结果及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编制完成该建设项目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水、气、噪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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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 

建设项目性质 改扩建 

建设地点 宁强县铁锁关镇坪溪河村四组 

主要产品名称 页岩砖 

设计生产能力 3000 万块/a 

实际生产能力 3000 万块/a 

建设项目环评时

间 
2013 年 3 月 26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6 年 8 月 

调试时间 2018 年 5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 年 12 月 

环评报告表审批

部门 
宁强县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

计院 

投资总概算 

（万元） 
3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水、气、噪声部分） 

（万元） 

20.5 比例 6.8% 

实际投资总概算

（万元） 
320 

环保投资 

（水、气、噪声部分） 

（万元） 

32 比例 10% 

验收监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9 日实

施）；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评〔2017〕

4 号；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3 

验收监测依据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2018 年 5

月 16 日实施）；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国家

环保总局）； 

9.《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13 年 3 月 26 日）； 

10.《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

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环批字〔2014〕162 号； 

11.《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

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执行环境质量标准的批复》宁环批字〔2013〕37 号； 

12.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提供的相关资料。 

验收监测评价标

准、标号、级别、

限值 

根据《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和《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执行环境质量标准的批复》宁环批字

〔2013〕37号，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执行

标准如下： 

1.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禁止外排，综合利用。 

2.废气 

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9620-2013）未发布，《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强县坪溪河机砖

厂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执行环境质量标准的批复》宁环

批字〔2013〕37号中批复该项目大气污染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Ⅱ时段二级标准，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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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

准、标号、级别、

限值 

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本次验

收监测按照新标准《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

进行评价。轮窑废气执行《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9620-2013）表2 中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无组织废气执

行《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3 企业边界大

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具体见表1-1，表1-2。 

表1-1 项目轮窑废气验收监测评价标准限值 

监测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执行标准 

颗粒物 30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9620-2013）表2 中

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二氧化硫 300 

氮氧化物 200 

氟化物 3 

表1-2 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评价标准 

监测项目 浓度限值（mg/m3） 执行标准 

总悬浮颗粒物 1.0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9620-2013）表3 中

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二氧化硫 0.5 

氟化物 0.02 

3.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企业周边敏感点噪声执行《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具体见表1-3。 

表1-3 项目噪声监测评价标准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dB(A)]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类 

敏感点噪声 60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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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2.1 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将原有年产1600万块粘土实心砖生产线进行改扩建，在原有基础上建成年产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主要建筑物包括办公楼、生产车间、24门轮窑、烘干室等，具体内容见

表2-1。 

表2-1 环评拟建与实际建设情况 

工程类别 环评拟建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性 

主体工程 
将原有1座22门轮窑改建为1

座24门轮窑及配套制砖机组 
改建1座24门轮窑，及新购置制砖机组 符合 

配套工程 

新购置鄂式破碎机 
新购置鄂式破碎机一台，置于半封闭厂

房内 
符合 

新购置双轴搅拌机 
新购置双轴搅拌机一台，置于半封闭厂

房内 
符合 

新购置真空挤砖机、切坯机 
新购置真空挤砖机及切坯机各一台，置

于生产线半封闭厂房内 
符合 

/ 

增加烘干室，利用焙烧烟气将湿砖坯干

燥后进入轮窑焙烧，有效减少原料煤矸

石用量 

节能减排，符合

要求 

辅助工程 新建页岩、煤矸石堆场 
新建设页岩、煤矸石堆场一座，顶部设

防雨料棚 
符合 

公用工程 

供电由当地农村电网接入，

厂区内建设有配电室 

接当地农村电网，厂区内建设配电室一

座 
符合 

依托原有生活生产用水 
依托原有自备地下水水井，供生产生活

用水 
符合 

环保工程 

建设8m3化粪池1座 
厂区内设化粪池一座，底部进行防渗处

理，容积约为9m3 
符合 

15m高排气筒 
轮窑焙烧废气经脱硫塔湿式脱硫除尘

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符合 

/ 
增加脱硫塔，轮窑焙烧烟气经脱硫塔湿

式脱硫除尘后由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减少污染物排

放，符合要求 

2.2 项目位置与交通 

项目所在地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铁锁关镇坪溪河村四组。具体地理位置见附图一，

项目平面布置及周边环境示意图见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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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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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平面布置与四邻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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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20人，包括管理人员及工人。全年工作300天，其中制砖，码砖工人实行8小时

工作制，每天一班，焙烧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天3班。 

2.4 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改建后主要生产设备见表2-2。 

表2-2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拟建数量 实际建设数量 

1 鄂式破碎机 1台 1台 

2 振动筛 1台 
无振动筛，实际购置滚筒

筛1台 

3 双轴搅拌机 2台 1台 

4 真空挤砖机 2台 1台 

5 切坯机 2台 1台 

6 轮窑 1座（24门） 1座（24门） 

7 料车及出窑车 若干 若干 

8 装载机 / 1台 

2.5 项目产品方案 

本项目环评拟建设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由于管理及工艺技术不成熟，实际生产规模为

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项目产品方案见表2-3。 

表2-3 项目产品方案情况 

产品名称 环评拟建设规模 实际建设规模 备注 

页岩砖 3000万块/a 3000万块/a 1条生产线 

2.6 项目原材料用量 

本项目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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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 

序号 原辅料名称 环评预测用量 实际用量 备注 

1 页岩矿 5.0万t/a 4.5万t/a 外购 

2 粉煤灰 2.0万t/a / 主要原料为煤矸石 

3 煤矸石 0.6万t/a 0.56万t/a 外购 

4 煤 600t/a / 主要原料为煤矸石 

5 水 9000t/a 4000t/a 自备水井 

2.7 水源及水平衡 

本项目用水来自自备地下水水井，主要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制砖用水全部在砖坯

烘干和焙烧过程中蒸发，无生产废水产生，建设循环水池一座，对脱硫除尘废水进行沉淀循

环，定期补充新鲜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项目实际用

水情况见表 2-5。 

表 2-5 项目实际用水情况 

序号 名称 环评预测用水量（t/a） 实际用水量（t/a） 备注 

1 用水 9000t 4000t 来自自备地下水水井 

2.8 工艺流程简述 

1. 原料输送、破碎工艺 

原料页岩、粉煤灰、煤矸石等原料，由给料机给料后通过皮带输送机将物料送入鄂式破

碎机将物料送入鄂式破碎机进行破碎，破碎后的原料经过滚筒筛进行筛分，筛分后的粒度控

制在2mm以内。未达到破碎粒径要求的物料返回鄂式破碎机继续破碎，之后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粒径满足要求。 

2. 搅拌 

筛分后的原料经过皮带输送机送入搅拌机，加水充分搅拌，均化、混合然后进入搅拌挤

出机进行二次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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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挤出与切坯 

经过二次加水搅拌后的原料送入真空挤砖机挤出成型，成型后的泥条经表面处理后，经

自动切条机、自动切胚机切割成所要求尺寸的砖坯，由运坯皮带机运至码车位，由人工码至

窑车。 

4. 干燥 

在焙烧之前，砖坯要进行烘干，干燥在烘干室内进行，烘干室利用轮窑焙烧产生的烟气，

用引风机将轮窑焙烧的余热烟气导入烘干室，将砖坯进行烘干。 

5. 焙烧 

焙烧是生产的关键工序，干燥好的砖坯随窑车进入轮窑焙烧，烧成温度为700～780℃，

烧成周期为28小时左右。 

6. 成品 

烧制好的页岩砖，冷却后由牵引车拉出运到成品堆放区，对砖的质量进行检查后外卖销

售。 

具体工艺流程见图3。 

2.9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主要建设地点、内容、生产规模、工艺流程与环评阶段一致。增加烘干室，湿砖

坯进入烘干室干燥后进入轮窑焙烧，烘干室利用轮窑焙烧产生的烟气余热，干燥后砖坯更有

利于焙烧，可以减少原料煤矸石用量，有利于节能减排。增加脱硫塔，焙烧烟气经引风机进

入烘干室，再经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

因此，项目无重大变更。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11 

 

 

页岩、煤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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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码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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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粉尘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热烟气（烟尘、SO2、

NOX、氟化物） 

图 3 页岩砖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图 

烟尘、SO2、NOX、

氟化物 

脱硫塔 

废气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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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和排放 

3.1 项目主要污染源 

（1）废水 

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生产用水主要为制砖过程及脱硫除尘设施循环

用水。制砖过程添加的水全部在砖坯烘干和焙烧过程中蒸发，无生产废水产生。设置循环水

池一座，对脱硫除尘废水进行沉淀循环，定期补充新鲜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

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 

（2）废气 

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源为轮窑焙烧产生的废气和原料棚扬尘、装载机装卸料粉尘、原料

破碎及筛分粉尘等。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装载机、破碎机、搅拌机、挤出机、挤砖机、切坯机、风机等

设备。 

3.2 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水 

制砖过程添加的水全部在砖坯烘干和焙烧过程中蒸发，无生产废水产生。设置循环水池

一座，对脱硫除尘废水进行沉淀循环，定期补充新鲜水，无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 

（2）废气 

焙烧废气经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实现废气有组织排放。厂

区原料堆场定期晒水、覆盖防尘布。原料破碎及筛分环节置于半封闭厂房内，防止粉尘逸散。 

（3）噪声 

轮窑风机置于烘干室与轮窑过道处，类似半封闭结构，有效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鄂破机、滚筒筛、制砖机均置于半封闭厂房内，设备传动选用软连接。运输车辆禁止在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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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并控制车速，减少车辆运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污染源及防治措施见表3-1。 

表3-1 污染源及防治措施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防治措施 

废水 生活污水 COD、氨氮、悬浮物、BOD5 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 

废气 

焙烧废气 SO2、NOX、氟化物、颗粒物 
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由15米高排气

筒排放 

堆场、运输、破

碎、筛分扬尘 
颗粒物 建设半封闭车间、定期洒水、覆盖防尘布 

噪声 
装载机、风机、

制砖机、搅拌机 
噪声 置于半封闭厂房内、设备软连接 

 

 

 

 

 

  

化粪池 脱硫塔循环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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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塔+15m 排气筒 生产车间 

  

破碎、筛分环节置于半封闭厂房内 原料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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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本节摘录自环境影响评价表中结论与建议） 

1. 工程内容：宁强却溪河机砖厂投资300万元，将22门轮窑制砖机组改建成24门轮窑，

生产规模由年产1600万块实心砖变为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同时新购置配套设备颚式破碎

机、双轴搅拌机、真空挤砖机及切坯机等，查阅《工业部分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

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其无淘汰落后的生产装备。 

2.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该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中建材项目第三

条“新型墙体和屋面材料、绝热隔音材料、建筑防水和密封等材料的开发与生产”。同时属于

陕西省《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意见》鼓励发展项目类。因此，项目符合

相关国家产业政策。 

3. 项目投入运营后，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有：砖厂装载和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砖厂燃

煤燃烧所产生的废气；砖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砖厂设备噪声、交通运输噪声。 

（1）砖厂加工区装载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定时洒水除尘，清扫道路；传输和破碎建设

封闭型车间，定时洒水抑尘，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砖厂加工区燃煤燃烧所产生的废气，经烟道集中收集后经15m高烟囱可达标排放，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砖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回用于周围农田灌溉、施肥，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厂区设置垃圾筒集中收集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运往垃圾填埋场处置，不对周围

环境产生影响。 

（4）项目砖厂设备采取减震隔声措施，运输车辆严禁超载，限速行驶。 

（5）积极开展植被恢复等生态保护措施，使生态环境尽快得到恢复。 

,综上所述，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项目技术先进、

可靠，污染物产量少，施工和运行过程有切实可行的污染及影响防治措施，污染物能达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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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无大的环境制约因素。项目在严格执行有关环保法规和“三

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保资金及时到位和环保设

施稳定运行后，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

该项目是可行的。 

4.2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与建议  

1. 建议企业尽快制定一套可执行的原粘土矿区的植被恢复方案，以缓解原粘土矿开采引

起的生态影响，减少水土流失。 

2. 企业加强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的综合利用，需达到废水“零排放”标准。 

表4-1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类别 治理内容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性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8m3），集中收集

处理，回用施肥 

厂区建设化粪池一座，容积为9m3，生

活污水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符合要求 

废气 

焙烧烟气 风机，15m高排气筒 
焙烧烟气经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

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符合要求 

无组织粉尘 防尘布，洒水设施 
原料堆场采用防尘布遮盖，定时洒水。

破碎机、滚筒筛置于半封闭厂房内。 
符合要求 

噪声 设备噪声 
破碎机等设备采取隔声

减噪措施 

破碎机、振动筛置于半封闭厂房内，

设备采用软连接，减少噪声排放 
符合要求 

4.3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 严格执行宁强县环保局（宁环批字〔2013〕37号）对该项目下达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

染物排放标准。 

2. 在项目扩建期及生产期对场地及道路采用定时洒水等措施有效防止粉尘污染。 

3. 建设期间产生的废水和建成投运后产生的生活废水全部综合利用。 

4. 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安装场地，选用低噪节能设备，轮窑风机、制砖机等声源设备应

安置于厂房内，并加装减震、降噪、隔音设施，做好定期维护，严防噪声扰民。 

5. 生产用煤使用低硫煤，窑炉废气经湿法脱硫装置处理后集中达标排放，严禁无组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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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6. 对原有粘土开采区制定切实可行的植被恢复计划，并逐步实施。 

7. 按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监测计划，并严格实施。 

表4-2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类别 治理内容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废水 生活废水 生活废水全部综合利用 

厂区建设化粪池一座，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

周边农田施肥 

符合要求 

废气 

炉窑废气 

生产使用低硫煤，炉窑废气经

湿法脱硫装置处理后集中达标

排放，严禁无组织排放 

购置低硫煤，炉窑废气经脱

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由

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符合要求 

无组织粉尘 定时洒水 

厂区定期洒水抑尘，原料堆

场采用防尘网遮盖，破碎、

筛分设备置于半封闭厂房内 

符合要求 

噪声 设备噪声 

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安装场

地，选用低噪节能设备，轮窑

风机、制砖机等声源设备安装

于厂房内，并加装减震、降噪、

隔音设施，做好定期维护，严

防噪声扰民 

购置低噪声设备，轮窑风机

置于轮窑与烘干室之间，设

备软连接，有效减少噪声排

放。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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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本次验收监测废气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HJ/T55 -2000）和《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等要求进行，实施

全程序质量控制。监测前对使用仪器均进行校准，分析方法选用国家现行标准并取得相应监

测资质。 

（2） 噪声监测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58-2008）执行，

噪声测量仪器测量前后均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示值偏差不大于 0.5dB。 

（3）所有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监测所使用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

期内，所有监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5.2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记录 

本项目设计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年工作 300天，每天生产 10 万块页岩砖。验

收监测期间，该项目正常运行，工况稳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见表

5-1。 

表 5-1  生产工况表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产量 实际产量 运行负荷 

2019 年 12 月 18 日 

页岩砖 10 万块/天 

8.25 万块 82.5% 

2019 年 12 月 19 日 7.98 万块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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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6.1 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不对外排放。 

6.2 废气 

本项目验收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6-1。 

表 6-1  废气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有组织废气（轮窑

焙烧废气） 
脱硫塔废气排气筒监测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氟化物 

连续监测 2 天， 

 每天 3 次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风向设 1 个参照

点，下风向设 3 个监测点 
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连续监测 2 天， 

 每天 4 次 

6.3 噪声 

本项目噪声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6-2。 

表 6-2  噪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1#厂界东、2#厂界南、3#

厂界西、4#厂界北 

连续等效（A）声级 昼夜监测，连续两天 

敏感点噪声 
5#北侧住户、6#北侧坪溪

河小学、7#西侧住户 

 

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4。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 

 

 
 

图 4  监测点位示意图 

表示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表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表示噪声监测点位 

表示敏感点噪声监测点位 

1#上风向 

4#下风向 

3#下风向 

2#下风向 

4# 

2# 

1# 
3#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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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结果 

7.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7-1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设备运行日期 2018 年 5 月 排气筒高度（m） 15 

处理设施 JRT-2000 型脱硫塔 
测点烟道截面积

（m2） 
0.7854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2 月 19 日 

平均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采样体积（L） 508.0 516.6 511.0 499.4 515.8 507.5 --- 

标况体积（L） 431.0 436.4 435.0 426.6 435.7 431.2 --- 

测点废气流速（m/s） 6.0 6.3 5.9 6.7 6.6 6.0 6.2 

烟气流量（m3/h） 17025 17945 16815 19026 18777 16988 17763 

标干流量（m3/h） 13030 13703 12897 14612 14291 13007 13590 

烟气温度（℃） 27.5 28.9 26.8 25.8 29.1 27.3 27.6 

含湿量（%） 9.8 9.6 9.9 10.1 9.9 9.9 9.9 

含氧量（%） 11.5 11.3 11.3 11.2 11.5 11.2 11.3 

过剩系数 2.21 2.16 2.16 2.14 2.21 2.14 2.17 

颗粒物增重(mg) 8.79 9.58 8.13 8.58 9.89 9.13 --- 

实测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20.4 22.0 18.7 20.1 22.7 21.2 20.8 

折算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26.5 28.0 23.8 25.3 29.5 26.7 26.6 

颗粒物排放速率（kg/h） 0.26 0.30 0.24 0.29 0.32 0.28 0.28 

实测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3） 29 35 32 24 31 33 31 

折算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3） 37 44 40 30 40 41 39 

二氧化硫排放速（kg/h） 0.38 0.48 0.41 0.35 0.44 0.43 0.42 

实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130 148 138 126 142 134 136 

折算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170 188 175 159 184 169 174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1.71 2.03 1.78 1.85 2.03 1.7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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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氟化物） 

设备运行日期 2018 年 5 月 排气筒高度（m） 15 

处理设施 JRT-2000 型脱硫塔 
测点烟道截面积

（m2） 
0.7854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平均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采样体积（L） 257.0 246.0 278.0 238.7 273.3 272.0 --- 

标况体积（L） 218.8 208.4 234.5 203.5 231.3 232.0 --- 

测点废气流速（m/s） 6.1 5.8 6.4 5.6 6.5 6.4 6.1 

烟气流量（m3/h） 17209 16477 18155 15936 18285 18207 17378 

标干流量（m3/h） 13213 12579 14151 12268 13956 13992 13360 

烟气温度（℃） 26.7 28.1 29.5 26.4 28.6 26.2 27.6 

含湿量（%） 9.8 9.9 7.6 9.7 9.8 9.9 9.4 

含氧量（%） 11.1 11.4 11.2 11.3 11.0 11.1 11.1 

过剩系数 2.12 2.19 2.14 2.16 2.10 2.12 2.14 

实测氟化物排放浓度（mg/m3） 0.06L 0.06L 0.06L 0.06L 0.06L 0.06L 0.06L 

折算氟化物排放浓度（mg/m3） --- --- --- --- --- --- --- 

氟化物排放速率（kg/h） --- --- --- --- --- --- --- 

标准限值 

颗粒物：30 mg/m3 

二氧化硫：300 mg/m3 

氮氧化物：200 mg/m3 

氟化物：3 mg/m3 

备注：低于方法检出限的结果用该方法检出限加“L”表示。 

结论：本次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轮窑废气经脱硫塔处理后，其排气筒中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氟化物的排放浓度均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

表 2 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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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7-3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厂界上风向
1# 

厂界下风向
2# 

厂界下风向
3# 

厂界下风向
4# 

标准限值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总悬浮颗

粒物 

09:00～10:00 0.172 0.193 0.198 0.191 

1.0 
11:00～12:00 0.183 0.208 0.215 0.211 

13:00～14:00 0.192 0.215 0.220 0.224 

15:00～16:00 0.201 0.228 0.238 0.235 

二氧化硫 

09:00～10:00 0.009 0.008 0.012 0.014 

0.5 
11:00～12:00 0.007 0.010 0.015 0.011 

13:00～14:00 0.007 0.013 0.014 0.010 

15:00～16:00 0.009 0.011 0.013 0.009 

氟化物 

10:00～10: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0.02 
12:00～12: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14:00～14: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16:00～16: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总悬浮颗

粒物 

09:00～10:00 0.185 0.213 0.219 0.221 

1.0 
11:00～12:00 0.196 0.228 0.237 0.235 

13:00～14:00 0.205 0.235 0.241 0.238 

15:00～16:00 0.211 0.241 0.255 0.247 

二氧化硫 

09:00～10:00 0.009 0.012 0.013 0.014 

0.5 
11:00～12:00 0.008 0.014 0.012 0.012 

13:00～14:00 0.008 0.011 0.010 0.009 

15:00～16:00 0.007 0.010 0.013 0.012 

氟化物 

10:00～10: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0.02 
12:00～12: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14:00～14: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16:00～16:45 0.0005L 0.0005L 0.0005L 0.0005L 

备注：低于方法检出限的结果用该方法检出限加“L”表示。 

结论：本次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的监测

结果均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3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

物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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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噪声监测结果 

表 7-4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昼间 dB（A） 夜间 dB（A） 昼间 dB（A） 夜间 dB（A） 

1#厂界东 56 44 56 44 

2#厂界南 55 42 54 42 

3#厂界西 47 40 46 40 

4#厂界北 57 38 57 39 

5#北侧住户区 45 37 46 37 

6#北侧坪溪河小学 47 38 48 38 

7#西侧住户区 46 37 45 38 

标准限值 昼间：60dB（A）、夜间：50dB（A） 

结论：本次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北昼、夜噪声监测结果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功能区标准限值，北侧居

民区、北侧坪溪河小学、西侧住户区昼、夜噪声监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功能区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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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境保护管理检查 

8.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 2013 年 3 月委托汉中市环境工

程规划设计院完成了《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编制，2014 年 12 月 31 日宁强县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宁

环批字〔2014〕162号）。该项目总投资 28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的 7.5%。该项目 2016 年 10 月建设完毕，2018 年 5 月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8.2 “三同时”执行情况 

该项目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轮窑废气经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脱硫塔废水循环使用，定期补

充新鲜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鄂破机、筛分机置于半封闭

厂房内，有效较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8.3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该项目环保设施按照环评及批复进行建设，建设脱硫塔+15m 排气筒处理轮窑废气，生活

污水建设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农田施肥，不外排。噪声采用基础减震，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经检查，该项目废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噪声防护措施符合环评和批复的要求，验收监

测期间，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8.4 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 

本项目建立了环保管理制度，落实了环保责任人和岗位职责，能够满足公司环保管理要求。

企业已按现行环保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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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 

9.1 验收监测结论 

（1）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脱硫塔废水循环使用，定期添加新鲜水，废水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 

（2）废气 

本项目轮窑焙烧废气经脱硫塔碱法湿式脱硫除尘后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验收监测期间，

该项目轮窑焙烧废气经脱硫塔处理后，其排气筒出口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

的排放浓度均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2 中大气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的监测结果均满足《砖瓦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3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3）噪声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北昼、夜噪声监测结果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功能区标准限值，北侧住户区、北侧坪

溪河小学、西侧住户区昼、夜噪声监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

功能区标准限值。 

（4）环境管理检查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履行各项报批手续，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法律法规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取得了环评批复，在项目设计建设施工

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建立了环保管理制度，落实了环保责任人和岗位职责，

能够满足公司环保管理要求。 

9.2 建议 

（1）按照现行环保要求，完善破碎、筛分、搅拌环节厂房密封建设，强化粉尘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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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粉尘稳定达标排放。 

（2）进一步完善公司环保管理制度，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焙烧废气达标排放。 

（3）按照环评要求进一步完善厂区绿化，防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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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年产 3000 万块页岩砖生产线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 宁强县铁锁关镇坪溪河村四组 

建设单位 宁强县坪溪河机砖厂 建设性质 □新 建                  ■改 扩 建              □变更 

行业类别 砖瓦制造 邮政编码 724403 联系电话 18091648240 环评单位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院 

设计生产能力 3000 万块/a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 实际生产能力 2700 万块/a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8 年 5 月 

投资总概算（万元） 3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0.7 所占比例（%） 6.8 

环评审批部门 宁强县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宁环批字〔2014〕162 号 批准时间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32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2 所占比例（%） 10 

废水治理（万元） 2 废气治理（万元） 20 噪声治理（万元） 1.8 固废治理（万元） 2.2 绿化及生态（万元） 6 其它（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

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

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 / / / / / / /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悬浮物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31 300 / / 0.22 / / 0.22 / / / 

烟尘 / 20.8 30 / / 0.15 / / 0.15 / / / 

工业粉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136 200 / / 0.98 / / 0.98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氟化物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