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

验立

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
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瓦斯发电厂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12 月 13 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对陕西新泰
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瓦斯
发电厂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
位（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设计单位（山东省阳光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陕西惠泽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
单位（陕西煤化机电安装有限公司）、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西安重
光明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 3 名，会议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现场

验收目建境护计工有设

及与之配套的卧式风扇散热循环冷却系统、配送电系统、瓦斯输送系
统、余热利用及汽水管网系统及其他附属工程等，利用黄陵二号煤矿
2 号风井广场 1#、2#抽排系统抽排的瓦斯进行发电。本次验收范围与
原环评报告一致。（见表 1）。
表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表

名
称

建设
内容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主
体
工
程

低浓
度瓦
斯发
电系
统

安装8 台1000kW 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8000kW。燃
机本体管道系统主要包括燃
气系统、空气系统、循环冷
却水系统、润滑油系统和排
气系统等。

安装 8 台 1000kW 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8000kW。燃机
本体管道系统主要包括燃气
系统、空气系统、循环冷却水
系统、润滑油系统和排气系统
等。

一致

瓦斯
输送
系统

电站瓦斯输送管线由抽排
泵站到发电机房做架空敷
设。低浓度瓦斯从抽排泵站
放散管预留口接入一根
DN900 母管输送到 3 根带
有自动喷粉抑爆装置的
DN500 管道输送到燃气发
电机组。全部过程由计算机
监控运行，并确保输送系统
压力正常，实现安全放散。

电站瓦斯输送管线由抽排泵
站到发电机房做架空敷设。
低浓度瓦斯从抽排泵站放散
管预留口接入一根 DN900
母管输送到 3 根带有自动喷
粉抑爆装置的 DN500 管道
输送到燃气发电机组。全部
过程由计算机监控运行，并
确保输送系统压力正常，实
现安全放散。

一致

发电
机组
冷却
系统

采用闭式冷却方式进行冷
却，用卧式风扇散热器对
发动机冷却液进行冷却，
机组冷却液为防冻液。

采用闭式冷却方式进行冷
却，用卧式风扇散热器对发
动机冷却液进行冷却，机组
冷却液为防冻液。

一致

余热
锅炉
系统

设 8 台 1.0t/h 余热锅炉（预
留建设 1×350kW ORC 发
电机组位置），余热锅炉主
蒸汽系统为单母管制，每
台炉产生的 1.0MPa 蒸汽
通过一根主蒸汽管道引到
主蒸汽母管上，主蒸汽母
管接到原锅炉房分气缸，

实际建设为：设 4 台 1.0t/h
余热锅炉（预留建设 1×
350kW ORC 发电机组位
8 台 1.0t/h 余热
置），余热锅炉主蒸汽系统 锅炉变更为 4
为单母管制，每台炉产生的 台 1.0t/h 余热
2.0MPa 蒸汽通过一根主蒸
锅炉
汽管道引到主蒸汽母管上，
主蒸汽母管接到原锅炉房

辅
助
工
程

供风井广场冬季暖。主给
水系统采用单母管系统。

低浓
度瓦
斯气
制冷
机组
冷却
水系
统

发电
机房

综合
楼

低浓度瓦斯气冷却水由冷
水机组提供，每 2 台燃气
发电机组共用 1 台冷水机
组，全站布置 4 台冷水机
组。

给水

低浓度瓦斯气冷却水由冷
水机组提供，每 2 台燃气发
电机组共用 1 台冷水机组，
全站布置 4 台冷水机组。

地上 1F，层高 6.0m，跨度
30m，长 40m，发电机房内
设 8 个发电机组基础，按
东、西两列布置，在集装
箱两列之间布置 8.6 米宽
钢平台，平台上布置有 8

地上 1F，层高 6.0m，跨度
30m，长 40m，发电机房内
设 8 个发电机组基础，按东、

台余热锅炉、烟气汇集管
路、汽水管道。

炉、烟气汇集管路、汽水管
道。

地上 4F，层高 12.6m。跨
度 6.0m，纵向长度 34.3m。
为四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一层布置有食堂、餐
厅、仓库，二~四层为职工
宿舍。

实际未建设

地上 3F，层高 12.3m。跨
度 6.3m，纵向长度 35.1m。
为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底层从南往北依次布
配电
置有楼梯间、10kV 配电
室（升
室、35kV 配电室、35kV
压站）
升压变压器室；二层依次
布置有楼梯间、仓库、控
制室、低压配电室；三层
布置办公室、值班室
公
用

分气缸，供陕西黄陵二号煤
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广场
冬季暖。主给水系统采用单
母管系统。

项目用水由风井广场现有
给水管网提供。

/

西两列布置，在集装箱两列 实际建设 4 台
之间布置 8.6 米宽钢平台，
余热锅炉
平台上布置有 4 台余热锅

实际未建设

地上 2F，底层从南往北依
次布置有楼梯间、10kV 配
电室、35kV 配电室、35kV 实际未建设三
升压变压器室；二层依次布
层
置有楼梯间、仓库、控制室、
低压配电室

项目用软水依托陕西黄陵
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

本项目使用软
水依托陕西黄

工
程

井软水系统制备的软水；生 陵二号煤矿有
活用水依托陕西黄陵二号 限公司二号风
煤矿有限公司现有用水管 井软水系统制
网
备

排水

环
保
工
程

项目员工日常办公产生的
生活污水依托区队楼现有
污水排放设施，经风井广
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回用于风井广场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
雨水管网排至厂外；实际未
建设食堂，不产生食堂废
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锅炉
排水和冷凝水集中收集后
转运至陕西黄陵二号煤矿
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工业污
水处理站（400m3/h）进行
处理，处理后的污水作为煤
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
生活污水依托陕西黄陵二
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
生活污水处理站（30m3/h）
处理后综合利用

供电

由电厂自己提供电源

风井广场与项目互为备用
电源

采暖

发电机房、综合泵房等不
考虑采暖；配电室、综合
楼通过本项目余热供暖系
统进行采暖。

发电机房、综合泵房等不考
虑采暖；配电室、综合楼通
过本项目余热供暖系统进
行采暖。

生活污水和锅
炉排水、冷凝
水均依托陕西
黄陵二号煤矿
有限公司二号
风井现有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
后回用

陕西黄陵
二号煤矿
有限公司
二号风井
与项目互
为备用电
源

一致

废
气

发电机组设置排气系
发电机组设置排气系统。燃
统。燃烧后的烟气经余
排气筒高度由
烧后的烟气经余热回收系
热回收系统回收热量
8m 实际增至
统回收热量后通过排气筒
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排
12m
排放，排放高度 12m。
放高度约 8m。

废
水

项目没有生产废水产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
生，生活污水依托区队 雨水管网排至厂外；实际未
楼现有污水污水处理
建设食堂，不产生食堂废
站处理后回用于风井 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锅炉

锅炉排水和冷
凝水依托陕西
黄陵二号煤矿
有限公司二号

广场

排水和冷凝水集中收集后
转运至陕西黄陵二号煤矿
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工业污
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污水作为煤矿井下生产
用水进行使用；生活污水收
集后依托陕西黄陵二号煤
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生活
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
后的废水作为煤矿井下生

风井工业污水
处理站处理后
回用；实际不
产生食堂废水

产用水进行使用

噪
声

固
废

发电机组配套提供弹
簧减振器，设置静音式
集装箱，送风口设进风
消声过滤组合装置、排
风口设有排风消声装
置。在烟道上设置消音
器；厂区四周空地种植
绿化带。

发电机组配套提供弹簧减
振器，设置静音式集装箱，
送风口设进风消声过滤组
合装置、排风口设有排风消
声装置。同时发电机组车间
采用双道防护门；在烟道上
设置消音器；厂区四周空地
种植绿化带。并定期采取维
护、保养措施，加强管理。

一致

危废主要为废机油、废
油桶、废树脂，集中收
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处
置；生活垃圾由当地环
卫部门集中清运；管
道、分离器、过滤器等
清理废渣建议依据
GB5085.1～7-2007 进
行鉴别，如果属于危
废，应专用容器收集，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
收处置，如果属于一般
固废，与生活垃圾一起
清运。

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软水
依托二矿现有软水制备系
统，本项目不产生废离子交
换树脂。输气管道不进行清
理，无清管废渣产生。废物
主要为废机油及油桶、废机
滤、废空滤及职工生活垃
圾。废机油及油桶、废机滤
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
委托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处理；废空滤为一般
固废，更换后交由厂家回收
处理；生活垃圾在厂内分类
收集后定期交环卫部门统
一处理

实际运行过程
中不产生废离
子交换树脂和
清管废渣；实
际产生废机
滤、废空滤，
废机滤属于含
油废物，暂存
于危废暂存间
后委托陕西环
能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处理。
废空滤为一般
固废，更换后
交由厂家回收
处理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本工程主要存在以下变动情况：
（1）项目实际未建设综合楼。
（2）配电室（升压站）实际未建设三层办公室、值班室。
（3）项目用软水依托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软水系统制备
的软水，不在厂内制备。
（4）发电机组设置排气系统。燃烧后的烟气经余热回收系统回
收热量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排放高度为 12m，高于环评时的 8m。
（5）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清净下水集中收集后转运至陕西黄陵二
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工业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水作
为煤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生活污水收集后依托陕西黄陵二号煤
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作为煤
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
（6）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软水依托二矿现有软水制备系统，本
项目不产生废离子交换树脂。实际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机滤、废空滤，
二者属于含油废物，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委托陕西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处理。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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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和现场调查结果，以上变动均不属于
重大变动，因此该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
三、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 废气
本项目发电机组燃烧后的烟气经余热回收系统回收热量后通过
12m高排气筒排放。
2. 废水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雨水管网排至厂外；实际未建设食堂，
不产生食堂废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清净下水集中收集后转运至陕西
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工业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的
污水作为煤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

的水作集后转西

验收监测期间，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黄陵二号
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瓦斯发电厂项目各余热锅炉有组织排气筒出
口烟尘排放率、一氧化碳排放率和 NOX 排放率监测结果符合《车用压
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 III、IV、V 阶段）》（GB17691-2005）中 V 阶段标准限值。排
放的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0.91mg/m3，满足《大气污染综合
排放标准》（GB16927-1996）中的无组织限值要求。
2、废气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雨水管网排至厂外；实际未建设食堂，
不产生食堂废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清净下水集中收集后转运至陕西
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工业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的
污水作为煤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生活污水收集后依托陕西黄陵
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
作为煤矿井下生产用水进行使用。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昼间、夜间厂
界环境噪声测定值范围分别为 50~53dB(A)、42~48dB(A)，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区排放限
值的要求。
4、固废
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软水依托二矿现有软水制备系统，本项目不
产生废离子交换树脂。输气管道不进行清理，无清管废渣产生。废物
主要为废机油及油桶、废机滤、废空滤及职工生活垃圾。废机油及油
桶、废机滤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委托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废空滤更换后交由厂家回收处理；生活垃圾在厂内分类收集后
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5、总量控制
本项目污水纳入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广场污水
排放系统，故建议不设废水污染物总量指标，将废气污染物 NOx 纳入
项目总量指标。根据验收期间检测结果核算，废气中 NOx 排放总量分
别为 21.12t/a。根据环评预测结果，项目 NOx 排放总量核算为 8.13t/a，
其源强计算方式为：“本项目所利用瓦斯中，甲烷含量仅有 9%左右，
远低于天然气中 95%的含量，所以本项目 NOX 排放取值以天然气的
30%计”，将实际产生的 NOX 排放量按 30%计，排污系数偏低。本项
目已纳入排污许可登记管理，暂不需购买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后期
若需购买总量，应以实际排放及环保部门核算的最终结果为准。
6、环境风险
项目采用带自动喷粉抑爆装置的输送系统，通过对燃烧或爆炸信
息的探测，自动喷出干粉灭火剂将燃烧或爆炸火焰扑灭，抑制燃烧、
爆炸火焰传播。在集装箱内部设置瓦斯浓度报警探测系统，当达到一
定瓦斯浓度时，系统报警并开启全部通风机进行通风；当瓦斯浓度较
高时时，除了报警、开启风机通风外同时关闭瓦斯支管上的快速切断
阀和主管路上的关断阀，快速切断气源；关停燃气内燃发电机组及瓦
斯输送系统，同时打开所有电动放散阀。在放散管处设置阻火器，防
止瓦斯气回燃；放散管应采取静电接地，并在避雷保护范围之内；放
散管应有防止雨水侵入和外来异物堵塞的措施。在装置区内配置了手
提式灭火器，类型有干粉、泡沫和二氧化碳。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经现场检查，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黄陵二号煤
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瓦斯发电厂项目已按环评要求建成。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要求，项
目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取得黄陵县经济发展局审核通过的《关于陕
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
井瓦斯发电厂项目备案的通知》(黄经备案[2018]56 号)，同意项目备
案。2019 年 1 月，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委托陕西惠泽环
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黄陵
二号煤矿有限公司二号风井瓦斯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延安
市生态环境局黄陵分局于 2019 年 2 月以“黄环批复［2019］03 号”文
件对项目进行了批复，项目批复后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黄陵分公司
建设了生产厂房和安装了生产设备，同时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安
装了相应的环保设施，目前该项目生产和环保设施均已安装到位，并
于 2020 年 7 月开始了试生产。试生产期间，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
黄陵分公司依照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规定及延安市生态环境局黄陵分
局规定填报了排污许可申报表，完成了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
91610632MA6YJCJR7P）。施工期：项目施工期中采取了大气污染控
制、水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及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措施，减轻
了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和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满足环评
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要求。
运营期：本工程废气、废水、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能规范化建设，
绿化到位，风险防范措施设置及风险管理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
建设基本符合项目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
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