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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1.1  企业简介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简称萍安钢铁）是江西萍钢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总资产 98.76 亿元，员工七

千余人，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钢铁板块（江西方大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萍安钢铁是集烧结、炼铁、炼

钢、轧钢为一体的长流程大型钢铁企业。萍安钢铁下设湘东生产

区和安源生产区，主要生产建筑用钢筋、高速线材、盘螺和拉丝

用钢材等多品种、多规格产品。 

湘东生产区位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峡山口，1954 年开始

建设，1957 年建成投产。主要生产设施为 1 台 108 平方米烧

结机，3 座高炉（1 座 420 立方米高炉、1 座 422 立方米高炉、

1 座 450 立方米高炉），3 座 35 吨炼钢转炉，1 条高速线材轧

制线和 1 条高架棒材轧制线，现具备年生产钢 170 万吨的能力。 

安源生产区位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萍乡经济技术

开发区，2002 年开始建设，2004 年建成投产。主要生产设施有

3 台烧结机（2 台 90 平方米烧结机，1 台 180 平方米烧结机），

4 座高炉（1 座 1080 立方米高炉，3 座 450 立方米高炉），2 座 

50 吨转炉，1 座 60 吨转炉，2 条高速线材轧制线和 1 条高架

棒材轧制线，现具备年生产钢 320 万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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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生产概况 

萍安钢铁公司专注于建筑用材的生产，致力于打造全国棒线精

品基地，企业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及 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三大体系认证并运行

健康。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HRB300 光圆钢筋、HRB400、HRB500、

HRB600 高强度钢筋、HRB400E 抗震钢筋、MG400 锚杆用钢筋及 

PSB830 精轧螺纹钢筋，具备全系列螺纹钢筋生产能力。“博升”

牌钢筋通过了“冶金产品认证”，先后获得“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中国螺纹钢筋生产企业十强”、“中国螺纹钢筋生产十大畅销品

牌”等多项荣誉称号，在国内享有较好声誉，市场占有率处于前列。 

近几年，萍安钢铁公司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和精细化管理，公司

生产经营状况得到持续改善，产量快速提升，利润率进入同行业前

五名。2017 年，萍安钢铁公司生产烧结矿 636.2 万吨、生铁 462.2 

万吨、连铸坯 546.5 万吨、钢材 551.3 万吨，其中螺纹钢筋 502.2 

万吨，光圆钢筋 49.1 万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91.4 亿元，上

交税金 10.93 亿元，利润 34.3 亿元。2018 年 1-7 月，萍安钢

铁公司生产水平继续实现较大提升，烧结矿 390.4 万吨、生铁 

281.8 万吨、连铸坯 332.5 万吨、钢材 336.0 万吨。 

萍安钢铁公司较为注重科技研发，拥有省级技术中心，研发人

员超过 300 余人。2017 年投入科研经费 2.2 亿元，实施科研项

目 28 项。公司多项产品荣获国家及省级荣誉，其中拉丝用高线母

材、HRB500 螺纹钢筋荣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称号，《高效蓄

热式技术燃烧纯高炉煤气在轧钢加热炉上开发应用》、《拉丝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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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母材钢生产技术开发》、《超细晶螺纹钢筋的开发》、《转炉溅

渣护炉条件下的顶底复吹工艺的研究与应用》、《∮10、∮12 螺

纹钢的三切分轧制工艺技术》等科研成果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萍安钢铁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和节能生产，2017 年-2018 年斥资 

10 亿余元进行环保建设，按照国际标准对废水、废气及扬尘进行

全面治理，致力于打造生态森林旅游式工厂。近年来，公司实施了

炼铁高炉、炼钢转炉除尘、烧结烟气脱硫、原料场棚化改造、废水

深度处理系统、安源一高线改造及厂区绿化改造等项目，节能环保

取得显著进步。2017 年，吨钢悬浮物、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量

分别同比下降 74%、25.4%、8.8%。吨钢综合能耗、电耗分别同比

减少 14.38 公斤/吨、14.96 度。绿化、亮化、美化、硬化工作全

面铺开，清洁工厂渐具雏形。 

1.3  生产工艺流程 

1.3.1  烧结工艺 

烧结是将粉状的矿粉，配入适量的燃料（焦粉、无烟煤）和熔

剂（石灰），加入适量的水，经混合和造球后在烧结设备上使物料

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将矿粉颗粒黏结成块的过程。烧结生产

的烧结矿是高炉的主要原料，占比 70～80%。 

1.3.2  高炉炼铁工艺 

将铁含量 50-60%的铁矿石由矿粉经成球工艺制成的球团矿或

把粉矿烧结成块即烧结成 适于高炉冶炼的所谓烧结矿以适当的

比例配合起来，再与焦炭一起分层装入高炉。焦炭既是热源又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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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剂，而且还起着保持通气性的支撑物作用。从高炉风口吹入的高

温热风，使炉内焦炭燃烧，在风口附近一定区间内发生氧化反应产

生一氧化碳。从高炉顶部分层交替装入的焦炭层和矿石层，被从高

炉底部上升的高温一氧化碳气体加热还原，从而一点点变软并逐渐

下降。当下降到圆锥形的软化熔融带时，矿石被还原。软化熔融带

在 1200℃左右开始熔化，铁和渣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熔化下滴。熔

化了的铁水和炉渣流过这个熔化滴下带而集中到高炉底部，由于比

重不同，炉渣在上，铁水在下，分层积存在炉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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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厂废水处理及排放 

萍安钢铁分为三个厂区，分别为安源生产区、湘东新生产区、

湘东老生产区。各生产区废水主要来源于各系统过滤反洗、各循

环水系统强制排污水、烧结工序冲洗水、场地冲洗水、雨水、生

活污水等，其中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均配套了废水处理设施

对工业废水进行处理，废水经沉淀、除油、降温后循环利用，多

余废水送厂区废水集中处理装置进一步处理，处理后的废水部分

回用、部分外排至周边的白源河（安源生产区）、日星小河（湘

东厂区）。 

安源生产区废水处理站于 2015 年建成运行，处理量为

500m3/h，正常生产情况下，处理后的水约 40%回用，60%通过 2 号

排口排入白源小河。2016 年 3 月，湘东生产区新建两套废水集中

处理设施，其中老区一套处理量为 320m3/h，新区一套处理量为 

360m3/h。老区处理后的水正常生产情况下不外排，如外排则排入

日星河；新区处理后的水约 39.6%回用，60.4%通过 2 号排口排入

日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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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铁企业的铊污染来源分析 
铊的来源主要为原料矿石伴生带来的，萍安钢铁炼铁工序耗

矿量约为 68 万吨/月，湘东生产区与安源生产区分别为 25 万吨

/月、43 万吨/月，其中烧结矿占比 68%、球团矿占比 14.5%、天

然块矿占比 17.5%。烧结矿由萍安钢铁烧结机将矿粉、熔剂、燃

料混合烧结而成，球团矿主要由联达球团厂、众邦球团厂两家委

托加工球团厂竖炉生产，天然块矿分为进口块矿 17%、国内块矿 

0.5%，其中进口块矿品种主要为澳块，以 PB 块、罗伊山块、PMI 

块矿、吉普森块为主，国内块矿为萍乡周边开采的低品位块矿。 

烧结工序消耗矿粉总量约为 40 万吨/月，湘东生产区与安源

生产区分别为 9 万吨/月、31 万吨/月。其中进口高富粉占比 3%、

进口中富粉占比 57%、进口低富粉占比 9%、进口机精粉占比 8%、

进口块矿粉占比 8%、国内机精粉占比 11%、国内富矿粉占比 1%、

硫酸渣占比 3%，烧结工序整体进口矿占比 85%，国内矿占比 15%。

进口高富粉主要品种为南非粉、巴西粉，现已停用；进口中富粉

主要以澳粉为主，品种为罗伊山粉、PB 粉、MAC 粉，少量巴西高

硅粉；进口低富粉以澳矿为主，品种有超特粉、西部粉、PMI 粉，

少量伊朗粉、印度粉；进口机精粉有南非精粉、伊朗精粉、巴西

精粉等；进口块矿粉主要是 PB 块、罗伊山块、PMI 块、吉普森

块等进厂块矿的筛下物；国内机精粉主要是梅山精粉（2 万吨/月）

和萍乡周边、攸县、茶陵、新余、广东等方向的机精粉（2.4 万

吨/月），周边机精粉资源品位在 55-63%不等，供应量 0.2-1.0 万

吨/月左右；国内富矿粉为萍乡周边本地的资源；硫酸渣为化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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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副产品。 

4.原料结构调整方案 

4. 1 调整采购计划 

在获取原料含铊量检测分析报告相关信息之后，萍安钢铁 

8 月 23 日正式下发通知停止采购现有资源渠道中的萍乡博生

55%、京九物流 58%、新余智臻 55%机精粉，新余智臻、江西金

晟硫酸渣，萍乡钢翔国内富粉，进口低富粉伊朗烧结粉。 

4.2 后续原料结构调整方案 

以2018年 7月份为基准，含铊较高的原料萍乡博生55%、

京九物流 58%、新余智臻 55%机精粉，新余智臻、江西金晟硫

酸渣，萍乡钢翔国内富粉，进口低富粉伊朗烧结粉合计进厂

58181 吨，带入总铊量为 123.16kg。后续停止引进上述资源，

用目前含铊量低于上述品种的资源（含铊 0.800mg/kg 以下）

替代，则原料带入总含铊量减少 123.16―58181×

0.800/1000=76.62kg，原料带入总铊量降低至 124kg 左右，降

幅达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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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危险废物管理 

5.1 管理组织机构  

（一）成立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领导小组 

组长：公司总经理 

组员：环保部部长、各单位（部门）第一责任人 

（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领导小组组长职责 

（1）负责批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职责和相关资源的

配置。 

（2）负责批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及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管理计划。 

5.2 危险废物贮存管理 

（一）危险废物置于贮存设施内，贮存时限一般不得超过

一年，并设专人管理。 

（二）危险废物贮存应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

措施，设置泄漏、溢满事故收集、处理防护设施。 

（三）禁止将不能相容的危险废物混合贮存，禁止将危险

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5.3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制度 

为加强公司危险废物的管理，减少危险废物的危害性、

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危险废物，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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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司清洁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

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制度。 

5.4 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根据《固废法》及环保部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

方案的要求，为规范和落实本公司危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工作，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 

5.5 危险废物分类管理制度 

（一）收集、贮存、转移危险废物时，严格按照危险废

物特性分类进行，防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转移性质不相

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二）贮存危险废物时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

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三）不同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必须设置明显的识别标志。 

5.6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本单位危险废物的管理，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5.7 应急预案备案制度 

   根据公司厂区范围内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利用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泄漏、扬散等意外事故，公司危废管理小组制定了

《公司危险废物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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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由各应急指挥和应急队员负责确认。每年或危险

废物种类、处理方式发生明显变化时，且原预案不能满足事故

应急处理要求时需要由指挥领导小组进行修订并更换旧版并

重新报备。 

依据《危险废物事故应急预案》规定，公司每年应举行不

少于一次危险废物事故应急演练。演练由各涉危单位主导，演

练前需要制定演练方案（计划），演练后编写演练报告，针对

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从人员、机械、物料、规章制度和环境等方

面进行整改，从而确保在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发生时，应急预案

的有效实施。 

5.8 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 

为应对突发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快

速响应，有序行动，控制事态，妥善处置，降低危害和损失，

保护公司职工及周围村民的人身和环境安全,特制定《危险废

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 

5.9 瓦斯灰、机头灰、脱硫渣泥管理制度 

为防止瓦斯灰、烧结机头除尘灰和脱硫渣泥污染环境，规

范其在贮存、装卸、运输和处置过程的环保行为，对该类废弃

物实行再资源化，无害化管理，以保障人体健康，确保水土不

污染，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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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全厂固废堆场规范整改项目 

5.10.1 建设内容 

（1）料场棚化总面积 173540m2。其中：主料场棚化总面

积 165210m2；13 道矿粉料场面积 8330m2。 

（2）焦炭料场棚化改造（A跨），占地面积约 450×115m2； 

（3）矿粉料场棚化改造（B跨），占地面积约 490×170m2； 

（4）混匀料场棚化改造（C跨），占地面积约 290×104m2； 

（5）13 道矿粉料场改造：占地面积约 119×70m2（跨度

×长度）。 

5.10.2 项目总投资 

含税价 17086.557 万元，包含基础、钢结构件、设备、安

装、排水、抑尘、照明和设计费等所有费用。 

5.10.3 项目计划安排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原料场棚化改造项目 A、B跨消防、

照明、抑尘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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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雨污分流工程及整改完成前雨水达标保障措施 

6.1 雨污分流项目的工程建设内容 

6.1.1 湘东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建设 

（1）老区球团堆场处新建雨水调蓄池，现有的雨水沟需

清掏、改造；老区铸铁机处新建雨水调蓄池，半边料仓处新建

雨水沟；煤炭堆场新建雨水调蓄池，煤炭堆场周围新建雨水沟；

焦炭堆场处新建 2座雨水调蓄池。 

（2）制氧区东侧新建雨水调蓄池；制氧区内现有的管沟

需清掏、改造。 

（3）阳干区轧钢机修间处新建雨水泵站，炼钢处的雨水

沟需清掏、改造；阳干区矿粉堆场新建雨水调蓄池，炼铁区的

雨水沟部分需新建、清掏及改造，炼钢水泵房附近的水池需要

改造，炼钢风机房内需要新建雨水泵站。 

（4）污水收集管网、配套设备及排水检查井。 

6.1.2 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建设 

（1）原料场新建遮挡大棚，大棚自带雨水收集系统；环

绕原料场新建雨水沟；原料场 1#排口附近新建一座 1#雨水调

蓄池；铁矿粉堆场西南侧新建 2#雨水调蓄池；焦炭堆场西南

侧新建 3#雨水调蓄池。焦炭堆场东北侧新建雨水一体化泵站

和污水一体化泵站各一座。1#总排原沟渠改造成管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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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炼铁厂现有雨水沟渠维修、清掏，90 烧结部分雨水

沟重修，90 烧结西北侧新建污水一体化泵站；高炉区域外围

雨水沟以及铁道雨水沟重新修建，炼铁 2#泵站新建污水一体

化泵站。 

（3）炼钢厂和轧钢厂内的雨水沟清涛；炼钢厂东南侧新

建污水一体化泵站。原 3#排水点新建 4#雨水调蓄池和污水一

体化泵站。污水收集管网、配套设备及排水检查井 

6.1.3 项目完成时间 

湘东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预计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预计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3 月，本项

目建成后，可大大降低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荷并减少厂区雨水

对周边水体的污染，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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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雨污分流前全厂雨水全处理保障措施 

（1）在晴好天气时将各生产区的废水处理装置的贮存水

池维持低液位（30%-40%）运行，可增加废水处理装置对雨水

的缓存空间为：安源生产区约 30000m3、湘东生产区%约 16200m3。 

（2）优化用水，在暴雨时维持高硬度运行状态，停止向

废水处理装置外排废水，湘东生产区可增加 675m3/h 的暴雨期

的雨水处理能力；安源生产区可增加 500m3/h 的暴雨期的雨水

处理能力，可满足暴雨时厂区雨水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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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7.1 湘东老生产区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 

（1）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工艺流程图 

 
图 7.1-1 湘东老生产区废水铊处理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本工艺利用现有污水设施进行改造，增设临时加药罐 6 

台。老区生产、生活废水经废水收集水沟，收集至废水处理站

初砂池，经初步沉淀后，废水进入调节池，在调节池内投加南

京格洛特环境工程股有限公司提供的除铊药剂，除铊后的废水

由提升泵送至混凝反应池，此处投加脱氮药剂、酸和 PAM 进

行处理后，自流进入斜板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自流进

入清水池外排或回用。斜板沉淀池处理时产生的污泥经压泥机

脱水压榨后，产生泥饼供炼铁使用。 

（3）装置运行情况及除铊效果评估 

除铊装置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安装完毕后即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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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污水站设置 6 台临时加药罐，除铊药剂按照 10％水溶配

比，根据污水站处理水量及污水中铊污染物含量定时定点有序

投加，逐步去除废水系统中的铊污染物，经治理后，清水池铊

浓度降低至 0.1µg/L。 

7.2 湘东新生产区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 

（1）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工艺及流程图 

图 7.2-1 湘东生产区新区废水铊处理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本工艺利用现有污水设施进行改造，增设临时加药罐 5 

台。阳干生产、生活废水经废水收集水沟，收集至废水处理站

初砂池，经初步沉淀后，废水进入调节池，在调节池内投加南

京格洛特环境工程股有限公司提供的除铊药剂，除铊后的废水

由提升泵送至混凝反应池，此处投加脱氮药剂、酸和 PAM 进

行处理后，自流进入斜板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自流进

入清水池外排或回用。斜板沉淀池处理时产生的污泥经压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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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压榨后，产生泥饼供炼铁使用。 

（3）装置运行情况及除铊效果评估 

除铊装置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安装完毕后即投入运行，

老区污水站设置 5 台临时加药罐，除铊药剂按照 10％水溶配

比，根据污水站处理水量及污水中铊污染物含量定时定点有序

投加，逐步去除废水系统中的铊污染物。 

7.3 安源生产区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 

（1）废水铊污染应急治理改造工艺流程图 

 

图 7.3-1  安源生产区废水铊处理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本工艺利用现有污水设施进行改造，增设临时加药罐 6

台。厂区的生产废水进行收集后，通过两道格栅机后进入调节

池，在调节池内投加南京格洛特环境工程股有限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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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HDCT 除铊药剂，除铊后的废水经提升泵送至高效处理器，

期间在管道混合器处投加脱氮药剂、PAM 和硫酸，处理后进入

清水池，部分经回用泵送入管网回用，部分溢流外排；高效处

理器内污水在压力和重力作用下进入污泥浓缩罐，后利用渣浆

泵输送到板框压滤机压榨，压榨后的泥饼掉落在泥斗中，用汽

车运输到炼铁进行综合利用，污水进行调节池再次进行处理。 

（3）装置运行情况及除铊效果评估 

除铊装置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安装完毕后即投入运行，厂

区污水站设置6台临时加药罐，除铊药剂按照10％水溶配比，

根据污水站处理水量及污水中铊污染物含量定时定点有序投

加，逐步去除废水系统中的铊污染物，经治理后，清水池铊浓

度降低至 0.1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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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湘东老生产区废水处理站深度除铊技术改造工程 

（1） 设计废水处理量 

湘东老生产区废水处理站处理水量为 320m3/h。 

（2） 设计水质指标 

总铊的排放指标参照执行江苏省《钢铁工业生产废水铊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2/3431-2018）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同时

装置具备应急状态下的深度除铊功能，详见表 7.4-1。 

表 7.4-1 设计进出水指标 

序号 污染物名称 进水水质 排水水质 单位 备注 

1 pH 5-9 6-9 无量纲  

2 氨氮 ≤50 ≤5 mg/L  

3 COD ≤200 ≤50 mg/L  

4 总铊 
≤50 ≤2 μg/L 正常生产状态

≤50 ≤0.2 μg/L 应急除铊状态

（3）主要建设内容 

对现有除铊药剂应急投加系统进行完善，并增加脱氮药剂

投加装置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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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湘东新生产区废水处理站深度除铊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1） 设计废水处理量 

湘东生产区新区废水处理站处理水量为 360m³/h。 

（2）设计水质指标 

总铊的排放指标参照执行江苏省《钢铁工业生产废水铊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2/3431-2018）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同时

装置具备应急状态下的深度除铊功能，详见表 7.5-1。 

表 7.5-1 设计进出水指标 

序号 污染物名称 进水水质 排水水质 单位 备注 

1 pH 5-9 6-9 无量纲  

2 氨氮 ≤50 ≤5 mg/L  

3 COD ≤200 ≤50 mg/L  

4 总铊 
≤50 ≤2 μg/L 正常生产状态

≤50 ≤0.2 μg/L 应急除铊状态

（3）主要建设内容 

对现有除铊药剂应急投加系统进行完善，并增加脱氮药剂

投加装置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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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安源生产区近零排放及浓水除铊工程项目 

（1）废水处理量 

1）新建 1 套处理量为 400m3/h 的废水预处理系统； 

2）新建 1 套反渗透进水为 300m3/h 的废水深度处理系

统。 

（2）设计进出水水质 

总铊的排放指标执行江苏省《钢铁工业生产废水铊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2/3431-2018）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详见表 

7.6-1。 

表 7.6-1 设计进出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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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脱硫废水除铊应急治理方案 

7.7.1 180 平方米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治理方案 

1）180 平方米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处理来自 1 台 180 平方

米烧结脱硫塔配套的板框机过滤液。 

废水产生量：200m3/d，装置设计处理量为 200 m3/d。 

设计处理后出水铊污染物≤2μg/L。 

2）工艺流程阐述 

180 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治理装置如图 7.7-1 所示。 

 

图 7.7-1 180 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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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90 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治理方案 

1）90 平方米烧结脱硫装置喷淋液水由 2 台 90 平方米烧

结脱硫塔产生，为板框机过滤液。 

废水产生量为 200 m3/d，设计应急废水处理量 240 m3/d。

设计处理后出水铊污染物≤2μg/L。 

2）工艺流程阐述 

90 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治理装置如图 7.7-2 所示。 

 
图 7.7-2 90 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处理工艺流程图 

3）工艺流程简述及建设内容 

板框机滤液自流进入综合楼地坑内，该综合楼地坑有搅拌

机，起到了絮凝反应池的作用，除铊药剂和含铊废水在本池内

进行絮凝反应。池体尺寸为 L*B*H=3.5m*3.5m*4m，容积 49m3，

平均水力停留时间约 4.9h，大于除铊药剂与含铊废水要求的 

20~30 分钟反应时间。 

废水絮凝反应后，泵入事故池内，事故池起到了澄清池的

作用，含铊沉淀物在该池内进行固液分离，上清液为除铊液体，

固相为含铊沉淀物。事故池尺寸为 L*B*H=19m*16m*5.5m，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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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672m3，平均水力停留时间为 167.2h，远远大于含铊沉淀

所要求的 12h。 

7.7.3 108 平方米烧结脱硫喷淋液废除铊应急治理方案 

1）108 平方米烧结脱硫装置喷淋液水由 1 台 108 平方米

烧结脱硫塔产生，为板框机过滤液。 

废水产生量为 60 m3/d，设计应急废水处理量 72 m3/d。

设计处理后出水铊污染物≤2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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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流程阐述 

108 平方米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治理装置如图 

7.7-3 所示处。 

 
图 7.7-3 108 平方米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应急处理工艺流程图 

 

3）工艺流程简述及建设内容 

来自板框机的滤液废水自流进入综合楼地坑内，该综合楼

地坑有搅拌机，起到了絮凝反应池的作用，除铊药剂和含铊废

水在本池 内进行絮凝反应。池体尺寸为 L*B*H=3.5m*3.5m*4m，

容积 49m3，平均水力停留时间约 11.7h，大于除铊药剂与含铊

废水要求的 20-30 分钟反应时间。 

废水絮凝反应后，泵入外循环池内，外循环池起到了澄清

池的作用，含铊沉淀物在该池内进行固液分离，上清液为除铊

液体，固相为含铊沉淀物。外循环池尺寸 Ø*H=8m*5.5m，容积

276m3，平均水力停留时间为 66h，大于含铊沉淀所要求的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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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脱硫喷淋液废水回用深度除铊工程项目 

（一）设计废水处理量 

萍安钢铁共有三个脱硫项目正在运行，三套装置均已在此

次应急治理过程中增加了三套除铊应急治理装置，铊污染浓度

已达江苏省发布的《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由于部分

喷硫喷淋液废水需返回烧结厂回用，为确保回用喷淋液废水的

铊污染物达标并进一步去除喷淋液废水中的氨氮和 COD，再建

设三套脱硫喷淋液废水回用保障深度除铊装置。 

脱硫喷淋液废水的应急装置处理量、烧结回用保障深度除

铊装置的设计处理量如表 7.7-4 所示。 

表 7.7-4 烧结回用保障深度除铊装置 

序号 脱硫装置 
应急装置 

处理量 m3/d 

现有装置消耗量 m3/d 烧结回用保障装置

设计处理量 m3/d 装置名称 消耗量 回用量 

1 180 脱硫塔 200 蒸发结晶 100 100 120 

2 90 脱硫塔 240 冷冻结晶 40 200 240 

3 108 脱硫塔 60 无 0 60 120 

  合计 500   140 360 480 

从上表可以看出，分别由 1 台 180 烧结机脱硫、2 台 90

烧结机脱硫、1台 108 烧结机脱硫三处脱硫塔产生。这三处脱

硫塔中，1 台 180 烧结机脱硫和 2 台 90 烧结机脱硫在同一个

厂区，1台 108 烧结机脱硫在另外一个相距 30km 的厂区，废

水单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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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脱硫喷淋液废水深度除铊装置的设计废水处理量如

下： 

（1）180m2 脱硫喷淋液废水处理量按 120 m3/d、5m3/h 计； 

（2）90m2 脱硫喷淋液废水处理量按 240 m3/d、10m3/h 计； 

（3）湘东厂区脱硫喷淋液废水处理量按 120 m3/d、5m3/h

计。 

（二）设计水质指标 

总铊的排放指标参照执行江苏省《钢铁工业生产废水铊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2/3431-2018）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其它

重金属元素执行《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2 规定

的排放限值，详见表 7.7-5。 

表 7.7-5 设计出水指标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排水水质 单位 备注 

1 PH 6-9 无量纲  

2 氨氮 ≤5 Mg/L  

3 总铊 
≤2 μg/L 正常生产状态

≤0.4 μg/L 应急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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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艺流程简图 

 
图 7.7-4 脱硫喷淋液废水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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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烟气湿法脱硫废水液经收集送至酸化调节池，调节池经

提升泵送至催化还原反应器，同时补充还原剂，充分反应后

自流至一体化除铊化学沉淀反应器进行除铊处理，反应区投

加除铊药剂及絮凝混凝等药剂后进入除铊沉淀，沉淀出水经

泵提升至高效、精密过滤器进行有效过滤，过滤后的出水进

入流动床催化氧化反应器进行对有机物的氧化去除 COD。氧

化后的废水自流入脱氮絮凝一体化沉淀反应器，去除氨氮及

废水反应中所产生的污泥。出水经泵提升至二级除铊反应器

进行深度除铊，除铊后经泵提升至纳米过滤器进行对铊深度

过滤处理，处理后的污水入澄清监测罐进行澄清和日常的监

测，监测达标后回烧结厂回用（或达标排放）。 

一体化除铊化学沉淀反应器底部污泥送至污泥浓缩罐 

1，经浓缩后底部沉淀物送板框压滤装置，压滤后泥建库暂

存或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安全处置；脱氮絮凝一体化沉淀反应

器底部污泥送至污泥浓缩罐 2，经浓缩后底部沉淀物送板框

压滤装置，压滤后泥饼外运处理，纳米过滤器的极少部分浓

水回至一体化除铊化学沉淀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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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长效管理机制 

8.1  加强制度建设 

（一）完善专项管理制度，对危废分类、收集、贮存、

装卸、运输和处置等有严格规定，在重点区域安装摄像头，

进行监督；在运输危废车辆出厂过磅时，由专人对运输车辆

进行检查，如果不符合危废运输管理规定，则不允许出厂；

加强日常巡检，确保危废合规处置。 

（二）建立铊含量检测标准和要求，在公司重点区域和

环境敏感点设置水质监测点，定期监测铊含量浓度，及时报

警和处置；储备除铊药品，一旦出现铊异常情况，立即处置

净化。 

（三）制定和完善环保设施操作、维护和检修规程，控

制各项工艺关键参数，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 

8.2  培训和应急演练 

（一）2018 年 8 月 30 日完成涉铊岗位员工专业知识培

训，提高了员工对铊污染危害的认识，提升了员工防范意识

和防治水平。后期将不定期展开培训，并且范围扩大至相关

岗位，确保人人过关，全面提高公司除铊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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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取此次铊污染教训，开展应急演练，防范环境

污染事故。不定期开展环保设施、危险废物和突发性环境污

染事故等应急演练，强化应对突发环境污染的能力。 

8.3  加强日常监督和检查考核 

（一）加强对包括铊检测设备在内的各类环保设施的管

理，确保正常运行。 

（二）建立公司、厂部、车间和班组四级日常监控体系，

开展环保设施和危废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及法

律法规合规性情况，对违规行为严格考核。 

（三）加强对雨污分流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日常巡检、

维护工作，确保系统长期有效运行。 

（四）完善监测网点，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和预警处置能

力。在公司将购置 ICP—MS 大型水质监测仪表，主要用于排

铊污染源和环境敏感点的水质监测，定期监测铊排放浓度，

及时预警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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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铊污染综合整改及项目投资 

9.1 应急治理整改项目 

自铊污染事件发生以来，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高

度重视。按照生态环境部对涉铊污染企业的五点整改意见，

从原料控制、严格管理瓦斯灰、机头灰、脱硫渣泥、建设雨

污分流系统、提升污水处理站能力、加强日常管理等方面制

定了对铊污染全过程的整改方案。同时，按照“标本兼治、

短期与长效相结合”的原则，开始停产整改。在应急治理阶

段分别开展了三套脱硫装置喷淋液废水新增三套喷淋液废

水应急治理项目、三个厂区集中废水处理装置新增三套应急

治理装置项目、日星河河道应急治理项目、白源河和日星小

河部分河道清淤等应急治理措施治理等 11 个工程及管理项

目，累计投资 3187 万元 。 

9.2 复产铊污染保障措施项目 

对照复产条件，确保复产后企业所有的外排废水中的铊

污染物浓度达标、萍水河省界金鱼石断面铊浓度≤0.18µg/L。

公司先后实施了大宗原燃料优化项目，严格瓦斯灰、机头灰

和脱硫渣规范项目，生产区三套废水处理站新增的除铊应急

设施，雨污分流实施前全雨水除铊处理保障措施项目等 6 个

项目、项目投资 1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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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近期实施的整改项目 

为全面提升全厂的铊污染治理能力，公司遵循了“源头

控制、总量减排”的原则，根据钢铁行业铊污染特点，结合

企业现有生产工艺，下一步将实施安源生产区原料堆场规范

整改项目，湘东生产区原料堆场规范整改项目，安源生产区

原水除硬度处理装置建设项目，雨污分流工程项目，安源生

产区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及浓水除铊项目、安源生产区和湘东

生产区新增烟气脱硫喷淋液废水回用保障深度除铊装置三

套，三个厂区废水处理站除铊应急设施等 12 个整改项目，

项目投资约 52045 万元。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铊污染事件发生以来，累计

完成或将要完成环保综合整改项目 28 项、累计完成或将要

完成环保综合整改投资约 56788 万元，详见表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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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1 铊污染综合整改项目及投资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改造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一 停产整改应急除铊项目           

1 废水处理装置应急除铊改造项目 

利用现有生产区的三套废水处理装置建设三套应急除铊

装置，主要包括溶药装置、投加装置、反应搅拌装置，在

停产期持续投加除铊药剂 212 吨，将废水管网及水池铊污

染物下降至 0.2µg/L。 

850 钟坚 2018/8/15   

2 湘东生产区老 1 号废水总排口封堵项目 

对湘东生产区老 1 号废水总排口进行封堵，新建管道将废

水引入厂区废水管网，送废水处理装置集中处理设施进行

处置 

85 赖琦 2018/8/5   

3 光明小区生活污水管道超越改造项目 

从安源生产区沿厂界围墙至白源河铁路桥架设一路生活

污水专用排污管道，将光明小区废水通过该管道直接排入

白源河 

650 徐佩笔 2018/8/20   

4 
封堵原料场内已停用的至白源河的外排

沟渠 

对安源生产区原 1#废水总排沟铁路桥段涵洞用水泥进行

封堵 
10 徐佩笔 2018/8/5   

5 烧结及高炉原料优化配比项目 
对原料、固废和废水中铊的采样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停

用铊含量较高的矿粉，选用含铊量较低原料 
800 李勇山 2018/8/25 

停产期原料变化

的采购成本增加 

6 
日星小河应急除铊及河道底泥整治工程

项目 

①在日星河筑拦河坝，坝前投加活性炭或木炭，对废水进

行沉淀和过滤；②在坝前投加专用除铊药剂；③兰亭桥至

入萍水河口段的河床底泥清淤； 

450 赖琦 2018/8/6   

7 
白源河应急除铊及河道底泥整治工程项

目 

①在白源河筑拦河坝，坝前投加活性炭或木炭，对废水进

行沉淀和过滤；②白源河下游杨家桥、金宜混凝土桥和鱼

陂下干涸河段进行清淤。 

187 徐佩笔 2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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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改造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8 180 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 

利用脱硫综合楼地坑和加料罐进行加药除铊改造，具备

200m3/h 的废水除铊能力，增设脱硫至烧结配料的专用管

线，实现废水零排放。 

10 
余意 

董晓萍
2018/9/1   

9 90 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 

利用脱硫综合楼地坑和加料罐进行加药除铊改造，具备

240m3/h 的废水除铊能力，增设脱硫液至烧结配料的专用

管线，实现废水零排放。 

15 
余意 

董晓萍
2018/9/1   

10 108 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 

利用脱硫综合楼地坑和加料罐进行加药除铊改造，具备

60m3/h 的废水除铊能力，增设脱硫液至烧结配料的专用

管线，实现废水零排放。 

10 
余意 

董晓萍
2018/9/1   

11 应急除铊治理技术咨询 
外聘专家、科研团队及专业治理公司对全厂应急除铊提供

技术咨询 
120 李颖 2018/8/1 管理措施 

  小   计   3187       

二 装置复产除铊保障措施项目           

12 大宗原燃料优化项目 

对原料、固废和废水中铊的采样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停

用铊含量较高的矿粉，选用含铊量较低原料，原料铊总量

降低 30%。 

1000 李勇山 长期 
每月增加的成本

支出 

13 
瓦斯灰、机头灰和脱硫渣等固废堆场规范

项目 

瓦斯灰、机头灰和脱硫渣泥各卸料点四周设立水泥围堰，

并做好防雨措施 
100 

李名华

谢雪仲
2018/9/30   

14 
湘东老生产区废水处理装置除铊措施项

目 

在复合沉淀池出水端新建中间罐、高效过滤器、催化氧化

装置，并规范固化除铊药剂配制及投加装置等。 
133 钟坚 201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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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改造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15 
湘东新生产区废水处理装置除铊措施项

目 

在复合沉淀池出水端新建中间罐、高效过滤器、催化氧化

装置，并规范固化除铊药剂配制及投加装置等。 
133 钟坚 2018/9/15   

16 安源生产区废水处理装置除铊措施项目 
在高效水处理器出水端新增脱氮药剂投加装置，清水池搅

拌反应功能改造。 
20 钟坚 2018/9/5   

17 
雨污分流实施前全雨水除铊处理保障措

施 

①在晴好天气时将各生产区的废水处理装置的贮存水池

维持低液位（30%-40%）运行，可增加废水处理装置对雨

水的缓存空间为：安源生产区约 30000m3、湘东生产区约

16200m3；②优化用水，在暴雨时维持高硬度运行状态，

停止向废水处理装置外排废水，湘东生产区可增加

675m3/h 的暴雨期的雨水处理能力；安源生产区可增加

500m3/h 的暴雨期的雨水处理能力，可满足暴雨时厂区雨

水全处理。 

170 钟坚 应急启动 
每月增加的成本

支出  

  小计   1556       

三 近期整改项目           

18 安源生产区原料堆场规范整改项目 
对原料场进行棚化，料场棚化总面积 173540m2。其中：

主料场棚化总面积165210m2；13道矿粉料场面积8330m2。
17087 廉树杰 2018/12/30   

19 湘东生产区原料堆场规范整改项目 
对原料场进行棚化，包含基础、钢结构件、设备、安装、

排水、抑尘、照明等。 
12000 谢雪仲 2019/12/31   

20 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 

对生产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通过现有及新建雨水沟实

现对厂区雨水的收集，汇集之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生

产区内的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通过新建污水管道收集，

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回用。初期雨水后的雨水直接外排

3200 

钟坚尹

许立陈

文桂熊

金龙 

201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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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改造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至自然水体。 

21 湘东生产区雨污分流项目 

对生产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通过现有及新建雨水沟实

现对厂区雨水的收集，汇集之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生

产区内的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通过新建污水管道收集，

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回用。初期雨水后的雨水直接外排

至自然水体。 

4700 

钟坚董

晓萍向

玉峰曹

国保 

2019/6/30   

22 
安源生产区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及浓水除

铊项目 

新建 1 套处理量为 400m3/h 的废水预处理系统，同时新

建 1 套反渗透进水为 300m3/h 的废水深度处理系统。 
2660 钟坚 2018/10/30   

23 
安源生产区原水除硬度处理装置建设项

目 

新建一套处理能力为 800m3/h 的原水预处理装置，降低原

水硬度，减少外排废水量。 
2040 钟坚 2018/12/30   

24 
湘东生产区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及浓水除

铊项目 

新建 1 套处理量为 200m3/h 的反渗透深度处理系统及

配套的浓水除铊项目。 
3000 钟坚 2019/6/30   

25 
安源生产区废钢堆放及加工厂房建设项

目 
对废钢堆场进行棚化避免产生扬尘，为雨污分流做准备 3508 黄春 2018/10/10   

26 180 脱硫喷淋液废水回用保障处理项目 

新建 120m3/d 的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脱氮装置，含除铊催

化塔、除铊反应器、一级除铊池、高效过滤器、脱氮及催

化氧化流动床、二级除铊反应池、二级除铊沉淀池、出水

澄清罐等。 

925 李名华 20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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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改造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27 90 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 

新建 240m3/d 的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脱氮装置，含除铊催

化塔、除铊反应器、一级除铊池、高效过滤器、脱氮及催

化氧化流动床、二级除铊反应池、二级除铊沉淀池、出水

澄清罐等。 

1750 李名华 2019/2/15   

28 108 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 

新建 120m3/d 的脱硫喷淋液废水除铊脱氮装置，含除铊催

化塔、除铊反应器、一级除铊池、高效过滤器、脱氮及催

化氧化流动床、二级除铊反应池、二级除铊沉淀池、出水

澄清罐等。 

925 谢雪仲 2019/2/15   

29 监测能力提升项目 

公司购置专用于水中铊等重金属离子的监测的 ICP—MS

水质监测仪表，用于外排水中铊及环境水体中铊污染浓度

的监测，已签署合同，前期人员培训。 

250 温菲 2018/12/30   

  小计   52045       

  合计   56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