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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地点及相关背景

1.1.1 建设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软件谷凤锦路以南，凤仪路以北，龙腾南路以西。本次

扩建拟选址在南京市城南污水处理厂厂区西侧。

1.1.2 建设背景

南京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位于软件谷凤锦路以南，凤仪路以北，龙腾南

路以西。现有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6 年 1月取得南京市环

保局批复（宁环建[2006]4 号），2008 年 12 月 30 日建成，设计规模 2.5 万

m
3
/d，设计出水水质一级 B 标准，已于 2016 年 9月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二期工程于 2014 年 3月取得南京市环保局批复（宁环建[2014]38 号），于

2015 年建成，设计规模 2.5 万 m
3
/d，二期工程环评要求同时对一期工程（2.5

万吨/天）进行提标升级改造，尾水执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

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表 2 标准（未列入

该标准的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 A 标准），二期工程已于 2018 年 4 月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城南污水

处理厂现有规模达到 5 万 m
3
/d，设计出水水质一级 A 标准，目前城南污水

处理厂正常运行。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出水泵房，由滨江大道敷设的 DN800

管道至梅山高位排放井，排放至长江。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满足服务范围内

雨花经济开发区、岱山片区、板桥组团内不断发展的污水处理的需求，落

实《南京市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规划（2012~2030）》中提出的江心洲污水处

理系统和城南污水处理系统的互联互通规划，解决江心洲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能力与不断增长的片区污水量之间的矛盾，因此实施城南污水处理厂扩

建工程。城南污水处理厂本次扩建规模15万m3/d，扩建后总规模20万m3/d。

同时，不再利用梅山高位排放井排放尾水，新建 1 个城南污水处理厂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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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口，用于扩建后全厂尾水的排放。

1.2 项目建设内容

1.2.1 项目组成与工程内容

城南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公辅工程见表

1.2-1。

表 1.2-1 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具体工程内容

总体工程

本次扩建工程规模：15万 m3/d。

现有工程规模：5万 m3/d。建成后全厂规模为 20万 m3/d，尾水排放标准执

行一级 A。本次扩建工程在五号街沟新设 1个尾水排口，用于扩建后全厂

尾水的排放。

本次扩建工程中水回用规模为 4.5 万 m3/d，扩建后全厂中水回用规模为 6

万 m3/d。

主体工程

粗格栅及进水泵房，1座；

细格栅和曝气沉砂池合建，1座；

改良 A/A/O 生物反应池，1座；

二沉池，6座；

二沉池配水井，2座；

中间提升泵房，1座；

高效沉淀池，1座；

反硝化深床滤池，1座；

鼓风机房，1座；

混凝沉淀加药间，1座；

加氯接触池，1座；

出水泵房，1座；

污泥浓缩脱水机房，1座。

（详见 4.4.10节）

中水回用工程

扩建项目建成后，扩建工程和现有工程出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一级 A 标准并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

观环境用水水质》中水标准，6万 m3/d的中水回用。

公用、辅助工

程

给水 本项目自市政给水管网引入给水管，新鲜水主要供厂内生活用水等。

排水
厂内生活污水收集后排至进水泵房集水井，与所接管废水一同经过处理后

排至五号街沟，厂区雨水就近排入厂外河道。

供电 污水厂电源来自城市供电网，。

消防 厂内根据消防要求布置通畅的消防通道，设置必要的室内消火栓；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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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布置和操作间距按消防规范设计，并在配电间、值班室配备灭火器等。

1.2.2 建设规模

南京市城南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规模为 15万 m
3
/d，扩建后全厂总处理

规模为 20万 m
3
/d。

1.2.3 工艺

本次扩建工程的出水标准执行一级 A 标准。要达到本工程要求的出水

水质，本工程处理工艺必须采用污水脱氮除磷及深度处理工艺。

预处理作为污水处理厂的第一个处理单元，一般包括格栅、沉砂池及

初沉池三部分，对于保证后续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在城市

污水处理厂进水中，固体通常由可沉固体、漂浮固体和一部分胶态的不可

沉固体组成，城市污水中的无机物、漂浮物绝大部分是经格栅、沉砂池这

些一级处理构筑物去除的。本工程中进水 SS并不高，若设初沉池，去除有

机物后，会造成后续二级生物处理的碳源不足，故本工程不设初沉池。

本工程采用“改良 A/A/O 工艺”作为本工程的生物脱氮除磷处理工艺。

改良 AAO 工艺（五段）是在常规 AAO 工艺系统硝化之后增加独立的缺氧

段，这种做法最好的实例就是 Bardenpho 过程。在硝化之后，COD 大部分

已被耗尽。因此造成硝酸盐还原需要的电子供体主要是由于活性污泥的内

源呼吸。此过程强化了系统整体的脱氮效果的同时，对系统内部碳源进行

了有效利用，在 C/N 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减少或不进行外部碳源的投加，节

省了运行成本。此工艺已经成功应用于准 IV 类水出水标准的处理工艺中。

常规的处理工艺包括混凝沉淀、过滤、活性炭吸附、臭氧氧化、以及

膜技术等视处理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可以为以上工艺的组合。本次扩建工

程深度处理采用的是“混凝沉淀＋过滤+化学脱氮除磷+消毒”。

1.2.4 工程建设期

工程建设期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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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建设项目人员

本项目新增定员 15人，扩建后总定员 45人

1.2.6 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66408.21 万元人民币。

1.3 与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符合《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南京市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规划（2012～2030 年）》、《南

京市水环境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的具体要求，项目建设从环

境角度分析可行。因此，在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在生产中严

格管理，严加防范风险事故的发生，杜绝事故排放和非正常排放的前提下，

本项目的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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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①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表明：评价区各监测点位各监测因子监测

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以及其他相

应规范标准要求。

②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 2017 年南京市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工农河上的二十五路桥、孙虞

村桥等断面，板桥河上的板桥、新肖家路桥、雨花堤防管理处等断面水质

总体良好，基本满足功能区要求。

③声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建设项目厂界各厂界昼、夜声级值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④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地下水监测因子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的相

关标准。

⑤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监测点位各项监测因子，均可满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GB36600-2018）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大气环境：以项目拟建地为中心，直径为 5km 的圆形。

（2）水环境：项目附近长江段及板桥河、工农河等周边水体。

（3）地下水环境：项目占地及周边 6km
2
区域。

（4）声环境：以项目区边界外扩 200m 范围。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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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废水

本项目废水污染物主要为处理工艺后排放的尾水。

3.1.2 废气

项目建成运行后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恶臭物质，主要成份为硫化氢和氨。

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污水系统中进水泵房、格栅及沉砂池、污泥浓缩池、污

泥脱水机房等。本次工程建设单位拟将采用土壤生物除臭工艺。

3.1.3 噪声产生及排放状况

本主要噪声源为格栅装置、曝气设备、提升泵房等，采取降噪隔声措

施

3.1.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栅渣、沉砂池沉砂、脱水污泥、生活垃

圾，均得到妥善处置。

3.2 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 3.2-1。

表 3.2-1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区域 敏感点 方位/距离(m) 规模户数/人口 功能 功能区

大气

环境

锦华新城幼儿园 SE/1050 60 学校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锦华新城 SE/1080 2200/6800 居住

梦幻家 SE/1440 1500/4500 居住

人才公寓 NE/680 150/420 居住

3.3 环境影响及预测结果分析

3.3.1 施工期

（1）废气

施工过程中废气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驱动设备（如柴油机等）、运输和

施工车辆所排放的废气，以及施工队伍因生活需要使用燃料而排放的废气

等。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及扬尘将会造成周围大气环境污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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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以粉尘的危害较为严重。应采取减轻粉尘、扬尘污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的相应措施。

（2）废水

施工期废水来源主要为工程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扩建项

目施工现场产生的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收集沉淀后至现有项

目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因厂内有厕所与洗漱场所，因此不再另设。

（3）噪声

施工期间，运输车辆和各种施工机械如打桩机、挖掘机、推土机、搅

拌机都是主要的噪声源。建议在施工期间采取相应措施，以控制施工作业

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次扩建工程施工垃圾主要来自施工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施工期间将有一定数量的废弃建筑材料如砂石、石灰、混凝土、废砖、

土石方等。

在工程建设期间，前后必然要有大量的施工人员工作和生活在施工现

场，其日常生活将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

对施工现场要及时进行清理，建筑垃圾要及时清运、并加以利用，防

止其因长期堆放而产生扬尘。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不及时进行清

运处理，则会腐烂变质，滋生蚊虫苍蝇，产生恶臭，传染疾病，从而对周

围环境和作业人员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工程建设期间对生活垃圾要

进行专门收集，并定期将之送往较近的垃圾场进行合理处置，严禁乱堆乱

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3.3.2 运营期

⑴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采用估算模式计算，无组织排放 NH3和 H2S 的最大占标

率 Pmax 小于 10%，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⑵水环境现状及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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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对范围内长江水体水质产生较大影响，本项目的影

响可接受。污水处理厂发生事故排放时，对受纳水体长江的水环境影响很

大，应注意防患。

⑶声环境现状及影响评价

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建成后，厂界噪声均能达标，与本底值叠加后，

区域声环境功能不下降。

⑷固体废物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的固体废物有栅渣、沉砂池沉砂、脱水

污泥、生活垃圾等。其中栅渣、沉砂池沉砂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处理，脱水污泥送南京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掺烧处理。在采取上述措施前

提下，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⑸地下水环境现状及影响评价

虽然本项目污水管网发生渗漏的可能性较小，本项目运营过程中建设

单位应加强污水管网和各废水处理单元的管理，避免发生渗漏事故，同时

作好厂区防渗，防止废水的非正常排放，影响地下水。

3.4 污染防治措施

3.4.1 废水

源头控制：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水质、水量带有不确定性。为了保

证污水处理工程的正常运行，一定要做好水污染源的源头控制和管理：服

务范围内的饮食、娱乐业等污水，须经隔油除渣等预处理后方可排入污水

收集管网。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进入污水处理厂的社会服务业如汽修等行业

排水管理，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各类废水应达到接管标准，确保污水处理厂

的正常运行。

管网维护措施和对策：为了保证污水处理工程的稳定运行，应加强管

网的维护和管理，防止泥砂沉积堵塞影响管道过水能力。污水处理工程应

同截流管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运行。截流管网衔接应防止泄露，

避免带来污染地下水和淘空地基等环境问题。及时制定接管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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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厂内运行管理及对策：污水处理厂的操作人员专业化，对岗位操作人

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培训要；加强常规化验分析；建立较先进的自动

控制系统；建立完善的管理措施及权责明确的管理体系。

3.4.2 废气

项目建成运行后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恶臭物质，主要成份为硫化氢和氨。

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污水系统中进水泵房、格栅及沉砂池、污泥浓缩池、污

泥脱水机房等。本次工程建设单位拟将采用土壤生物除臭工艺，通过恶臭

控制措施可以减轻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4.3 噪声控制措施

主要噪声源为格栅装置、曝气设备、提升泵房等。经类比调查，各噪

声源的源强约为 70-95dB(A)。主要采取下述措施进行噪声控制。

(1)对于回流泵、各类污泥泵等：对噪声的控制主要从声源上着手，在

设备安装时，安装于房间内，采用隔音降噪门、窗等，可消声约 10-15dB(A)；

(2)在总平面布置上充分考虑地形、声源方向性和车间噪声强弱等因素，

对高噪声设备进行合理布局，如将高噪声的设备远离厂界及办公区域，利

用厂内部建筑物的阻隔作用及声波本身的衰减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各种电机设备高速旋转，噪声较大，通过采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

将设备置于室内等措施，经过隔声以后，传播到外环境时已衰减很多。

(4)加强绿化，在厂房和厂界之间空地建立以乔灌为主的绿化带，不仅

美化厂区周围环境，同时树木、草坪还可吸收、降低噪声 3~5 dB(A)，降

低厂房内噪声对厂界外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采取以上减噪防噪措施治理后，再经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主要

噪声源噪声级可降低 20-30 dB(A)左右，厂界噪声可达标。

3.4.4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的固体废物有栅渣、沉砂池沉砂、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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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生活垃圾等。其中栅渣、沉砂池沉砂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处理，脱水污泥送南京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掺烧处理。固体废物零排放。

3.5 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污水处理设施改造与建设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以服务社会为主要目

的，它既是生产部门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又是改善环境的必要条件，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外部效果，所产生的效益除部分经济效益可以

定量计算外，大部分则表现为难以用货币量化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城

市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效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间接性，投资所带来的效

益往往是促使其它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损失的减少，所以投资的直接收

益率低；隐蔽性，投资的主要效果是保证生产、方便生活和防治水污染，

减少或消除水污染损失，因此，其所得到的是人们不容易觉察到的“无形”

补偿；分散性，水污染的危害涉及社会各方面，包括生产、生活、景观、

人体健康等，因此，排水设施投资效益基本上是间接的经济效果。

3.6 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⑴施工期引进环境监理制度，加强对施工、设计阶段的环保措施落实

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⑵制订监测计划，加强各因子对环境的影响分析。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大气环境监测：NH3、H2S、臭气浓度。

水环境监测：对进水口和尾水排口进行定期监测，监测项目：COD、

BOD5、SS、氨氮、总氮、总磷、大肠杆菌等；并对污水排口下游附近进行

监测。

噪声监测：厂界噪声监测。

污泥监测：对含水率、有机质、重金属进行监测。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南京市城南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是南京市重要的市政公用设施工

程，项目建成后可以满足服务范围内雨花经济开发区、岱山片区、板桥组

团内不断发展的污水处理的需求，落实江心洲污水处理系统和城南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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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互联互通规划，解决江心洲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与不断增长的

片区污水量之间的矛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清洁

的生产工艺，所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污染物的排放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预测表明该工程正常排

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在

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从环保

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地点及相关背景
	1.1.1 建设地点
	1.1.2 建设背景

	1.2 项目建设内容
	1.2.1 项目组成与工程内容
	1.2.2 建设规模
	1.2.3 工艺
	1.2.4 工程建设期
	1.2.5 建设项目人员
	1.2.6 投资情况

	1.3与规划相符性分析

	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
	3.1.1废水
	3.1.2废气
	3.1.3噪声产生及排放状况
	3.1.4 固体废物

	3.2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3.3 环境影响及预测结果分析
	3.3.1 施工期
	3.3.2 运营期

	3.4 污染防治措施
	3.4.1 废水
	3.4.2 废气
	3.4.3 噪声控制措施
	3.4.4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

	3.5 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3.6 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