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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科）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

镇、夏溪前潘塘村 36号。安达科始建于 1994年，前身为“常州东澳锆制品有限公司”、“庄信

万丰（江苏）陶瓷有限公司”，采用进口的精选优质锆英砂为原料，经物理碾磨、搅拌、喷雾

干燥等工艺加工生产锆制品，产品主要应用于高级表面、耐火、精密铸造、摩擦和高级陶瓷材

料等。 

2002年，安达科完成了 6000t锆英砂超细研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2003年 1月通

过了江苏省环保厅的批复。2003 年 5 月，公司完成扩产 4000t 锆英砂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并于 2003 年 7 月取得江苏省环保厅的批复。2005 年 12 月，受江苏省环保厅委托，常州市环

境保护局对公司年产 10000t硅酸锆产品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为了公司长足发展的需要，安达科本着落实武进区政府倡导加快推进“智慧武进、低碳武

进、幸福武进”建设进程的号召；在保持生产原料、产品与工艺不变，对现有的基础设施、生

产设备和工艺、原辅材料选用、能源消耗等方面进行综合技改和扩建工程（但无需新增土地与

厂房）：采用进口辅料-优质铝介球（Al2O3）替代原先的硅卵石（SiO2）；现有的干燥设备系统

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增加一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和一台球磨机，生

产能力由现有的 10000t/a扩建至 20000t/a，公司自筹投入技改建设资金 2100万元。 

安达科委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环评甲字第 1904 号）

完成了“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本项目于 2015年 7月 31日获得了江苏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苏环评估（2015）208号“安

达科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批文。 

本项目于 2016年 5月 18日获得了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对项目的（常环核[2016]7号）批复。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

安达科委托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非辐射）

分别于 2017年 9月完成了对该项目环境现状和环保治理设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现场监测和检

查；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环境管理检查情况，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17）

苏核辐科（验）字第（234）号】，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的验收及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该项目的生态保护设施和措施、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均按环评要求建成，并投入使

用；现已具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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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扩建项目工程概况 

2.1、项目背景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前身为“常州东澳锆制品有限公司”、“庄

信万丰（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公司利用进口优质精选锆英砂为原料、经筛选、碾磨、搅拌、

干燥等工艺加工成锆英砂、锆英粉、硅酸锆等锆制品。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在新材料研发的投入，开发了多种适用于不同行业领域的新型材料

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级表面、耐火、精密铸造、摩擦和高级陶瓷材料等行业。为了落

实武进区政府提出的加快推进“智慧武进”、“低碳武进”、“幸福武进”建设进程的号召，以及

突破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市场竞争和环境保护等要素的制约，公司基于现有锆英粉超细碾磨

10000t 产品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在保持生产原料、产品与工艺不变，对现有的基础设施、生

产设备和工艺、原辅材料选用、能源消耗等方面进行技改和扩建：采用进口辅料-优质铝介球

(Al2O3)替代原先硅卵石（SiO2）；现有的干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

增加一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和一台球磨机。 

锆制品生产工艺过程为物理碾磨过程，不涉及任何化学反应，总体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如下； 

 

 

 

 

改扩建后生产能力从现有的年产 10000t锆英粉提高到年产 20000t，可满足客户定制各种

超细粉体材料生产与服务的需求。 

2.2、改扩建前工程概况 

2.2.1、项目名称：年产 10000t锆英粉项目。 

2.2.2、建设单位：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 

2.2.3、投资总额：约 33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为 110万元人民币，约占总投资金额的

3.33%。 

2.2.4、职工人数：全公司有职工 28人，其中 13人为管理人员，2人为后勤人员，13人为车间

操作人员。 

2.2.5、工作制度：管理人员实行 5天工作制。车间操作人员实行四班三倒制，每班工作八小时，

年工作时间 365天。公司设有食堂和淋浴，未设宿舍。 

干燥工序 原料锆英砂 产品成品 碾磨工序 包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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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产品方案：安达科所用的锆英砂原料是一种天然矿物，主要成分为硅酸锆（ZrSiO4），

含有天然的钍、铀、镭及钾等放射性元素。经过对锆英砂原料进行物理碾磨并喷干为锆英粉产

品，俗称硅酸锆（粒径 D50(μm)≤1.35~2.2），这些产品也具有与原料基本相同的辐射水平。 

安达科生产的产品统称为锆英粉（硅酸锆），目前年生产锆英粉约 10000t，全部内销 

2.2.7、生产工艺过程：工艺流程改扩建前的工艺技术方案与改扩建后相同。 

2.2.8、主要设备及设施表： 

2.3、改扩建项目工程概况 

2.3.1、项目名称：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无新增土地与厂房）。 

2.3.2、建设单位：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 

2.3.3、投资总额：自筹 2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为 210.559 万元人民币，约占总投资

金额的 10%；根据 20170814 对项目环保投资核实清单的初估实际运行的环保投资不小于 310

万元。 

2.3.4、职工人数：全公司有职工 32人，其中 14人为管理人员，2人为后勤人员，16人为车间

操作人员。 

2.3.5、工作制度：管理人员实行 5天工作制。车间操作人员实行四班三倒制，每班工作八小时，

年工作时间 365天。公司设有食堂和淋浴，未设宿舍。 

2.3.6、产品方案：本项目运行后，安达科所使用的原料和生产的产品与改扩建前的使用的原料

和生产的产品一致。生产的产品主要成分为硅酸锆，统称为锆英粉，改扩建后年生产锆英粉

20000t，全部内销。根据粒径（范围从 1μm~15.5μm 不等）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产品系列，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球磨机 14台 型号 LSING32500，意大利 ICF公司进口 

喷干炉 1台 型号 1C-SC-750/UP，意大利 ICF公司进口 

包装称重机 2台 型号 FLU183，意大利 ICF公司进口 

袋式脉冲除尘器 4台 型号MC256/MC66，1台进口，3台国产 

旋风收尘器 1台 / 

生产循环用水集水池 2个 / 

地下集水池 1个 / 

空压机 2个 
英格蓝变频压缩机，型号为：108219-EW5-37-8，

安装在空压机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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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质锆英砂（粒径为 80~320 目）、锆英粉（粒径 D50(μm)≤28）、硅酸锆（粒径 D50(μm)

≤1.35~2.2）。 

2.3.7、生产工艺过程：工艺流程改扩建前的工艺技术方案与改扩建后相同。 

2.3.8、改扩建项目增加的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干燥系统 干燥塔 YPG-1600 1台 包括相关的支架 

2 供料系统 油压陶瓷柱塞泵 YB140-10 1套 
包括相关的喷枪及其管道与阀

组 

3 热风系统 

NG工业分体燃

烧器 
德国进口 1台 

包括相关的管道与阀组 

热风炉 非标设备 1台 

4 
收料除尘 

系统 

旋风分离器、 GXF-135型 1台 
包括辅助装置 

布袋收尘器 MC-200-300 1台 

5 
物料负压气流

输送系统 
离心通风机 9-19 1台 

包括马达型号：TYYE-250M-2 

6 尾气系统 离心通风机 9-18 1台 
包 括 调 速 马 达 型 号 ：

TYYE-250M-4、相关的连接管
道、带有消声器的尾气烟囱 

7 控制系统 主控制柜 
YPG-1600压

力喷雾控制柜 
1个 

包括送料引风机控制柜、工业分

体燃烧器控制柜和除尘器控制

柜 

8 研磨系统 球磨机 LHM-150型 1个 非标设备 

2.4、主要公辅设施 

基本情况 

单位概况 建筑概况 使用功能概况 建筑消防（公共安全）设施概况 室外水源概况 

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安达科（江苏）陶瓷

有限公司 地址 武进区嘉泽镇夏溪 电话 83581166 

单位负责人 
YING. KAM SANG 

LINCON 职务 企业法人 电话 83581166 

安全消防管理员 高耀忠 职务 QEO经理/安全负责人 电话 83581166 

建筑情况（单位：m2） 

占地面积 14,100 建筑面积 4980 建筑高度 4.5～9.1m 

建筑结构 混合、钢结构 消防等级 丁级 使用性质 工业厂房 

主体层数 单层 主体地上 / 主体地下 / 

裙房层数 / 裙房地上 / 裙房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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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概况 

序号 构筑物 层数 面积 m
2
 主要使用功能 备注 

1 门卫 1 32 行政 / 

2 车库 1 80 同上 / 

3 办公楼 1 550 同上 / 

4 油料库 1 76 生产 / 

5 宿舍、更衣室 2 170 同上 配套生活污水处

理站 

6 釉料科 1 410 同上 各配套冷却水循

环池 100 m3/只，

初期雨水收集池 

7 车间 I 1 2220 同上 

8 车间 II  1 1190 同上 

9 空压机房 1 27 同上 / 

10 配电房 1 210 同上 / 

11 水泵房、固废库 1 30 同上 / 

12 防噪隔声棚 1 2000 同上 / 

13 应急蓄水池 1 120 m
3
 同上 / 

建筑消防设施概况 

1、本工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储存物品属丁类。 

2、常武公消（简验）字（2005）0111号/工程消防简易验收的意见。 

3、常武公消（验）字（2009）0309号/室外消防及报警系统改造工程消防验收的意见。 

4、20081023-室外消防总平图，20090428-室外报警、油料库、变电所火灾报警图。 

5、20050205-常武公消（简验）字（２００５）０１１号)。 

6、建有 120 m
3
应急蓄水池 1只。 

公共安全设施概况 

1、室外消防栓系统(见室外消防栓总平图) 

2、现场报警系统(见室外、室内报警总平图) 

3、厂区 CCTV 监控系统（见 2014CCTV监控系统布置图） 

4、与公安 110派出所治安报警联动系统 

室外水源（天然气）管网概况 

1、市政自来水管网系统(见 20150423安达科市政供水系统改线接水方案图) 

2、厂区生产废水零排放（见 20070907武进区环保局排放口规范化整治验收表） 

3、厂区建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废水浇灌花圃（见安达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图） 

4、厂区建有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的雨水生产循环利用（见安达科雨水管网收集总平图） 

5、厂区天然气管网系统（见安达科燃气工程竣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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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报告  

安达科于 2002年完成了 6000t锆英砂超细研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2003年 1月取

得了江苏省环保厅的苏环管（2003）12号批复。2003年 5月完成了扩产 4000t锆英砂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2003年 7月取得了江苏省环保厅的批复（见附件 1）。2005年 12月 15日受

江苏省环保厅委托，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年产 10000t 硅酸锆产品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获得通过的验收意见（见附件 1），并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安达科在武进环保

局完成了排污口规范化整治验收表的备案（见附件 2）。 

    从 2010 年下半年度起，公司不断加大在新材料研发的投入，开发多种适用于不同行业领

域的新型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级表面、耐火、精密铸造、摩擦和高级陶瓷材料等行业。与

此同时，公司为了落实武进区政府于 2011年 7月 19日在【坚持创新驱动、实现科技引领，为

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推进“智慧武进、低碳武进、幸福武进”

建设进程的号召，以及突破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市场竞争和环境等要素的制约，启动了基于

原有 10000 吨/年锆英粉超细碾磨产品项目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和工艺、

原辅材料的选用，清洁能源消耗等方面进行重点技改扩产项目工作。 

本改扩建项目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保持生产产品与工艺不变，对现有原辅材料的选用，生

产设备（尤其是将干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的能源消耗等方面进

行技改扩产（无需新增土地与新厂房）工作。其次，不断加大了在新产品研发的投入，公司计

划自筹投入技改建设资金 2100 万元。通过本次的技改扩建项目可使安达科年产达到 20,000t

的绿色、环保锆制品。这些产品主要销售给中国市场，被广泛应用于高级表面、耐火、精密铸

造、磨擦和高级陶瓷材料等行业，产品当前占应用的行业内全部产品的比例分别为：陶瓷 60%，

铸造 20%，摩擦材料 10%，其他 10%。 

安达科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的申办要求，在

2010年 6月 3日通过了嘉泽镇政府立项备案手续的审批，及其于 2010年 6月 8日通过了武进

区环保局审批立项备案手续的审批（见附件 3）。在 2010 年 6～8 月间，安达科分别委托有合

格资质“苏州热工研究院”为技改项目的环评单位、常州市武进区环境检测站为大气环境检测

评价单位、江苏省辐射环境检测管理站为“项目辐射环境的检测评价单位”、苏州大学卫生与

环境技术研究所为水环境与淤泥与土壤环境、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的检测评价单位，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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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检测报告编制单位。现对在改扩建项目的申报、环境影响的评价、建设施工和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工程中，项目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3.1、 国家法规及政策的合规识别 

对涉及改扩建项目 30 个相关的国家法规及政策文件进行识别，确保建设项目的“立项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3 号令)的合规性

尤为重要”。 

3.2、 地方法规及政策的合规识别 

对涉及改扩建项目 29 个相关的地方法规及政策文件进行识别，确保建设项目的“产业政

策与建设的符合地方的产业政策、与合规性”。 

3.3、 相关的标准和技术导则 

有项目的环评单位对涉及改扩建项目 26 个相关的标准和技术导则进行识别，确保改扩建

项目有关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包括为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所建成或配备的工程、设备、装置

和监测手段，各项生态保护设施、措施得到有效的落实与实施。 

3.4、 本项目应遵循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导则的具体规定和要求详见“安达 

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见附件 4/另外装 

施落实情况报告订成册）”。 

4、项目对“废水、初期雨水集池与其排放口、废气、固废和噪声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根据安达科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对项目污染物源强分、以及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如下； 

4.1、 废水 

在安达科的生产服务中间环节产生的废水进行了循环利用，实现了生产污水的“零”排放。 

公司的实验室要进行产品的分析，会排放清洗废水，该废水将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由 

于该厂地处城乡结合部，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污水管网，因此该厂的生活污水经厂内的污水处理

装置处理后用于绿化，因此，也没有生活污水的排放。 

（1）、球磨机冷却水（W1）                                                            

设备冷却水量预计全厂将有 11800t/a，冷却水中除了蒸发耗损的外，回收到循环用水集水池

后重新利用。 

（2）、设备清洗废水（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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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干燥塔、活塞泵冷却和清洗废水，预计全厂将有 240t/a。清洗废水排入地下集水池后

定期泵入球磨机中作为生产用水重新使用。 

（3）、实验室清洗废水（W3）                                                            

公司实验室进行产品化学分析过程中有清洗废水的排放，年排放量约 10t。该废水主要含有草

酸，有废水处理资质的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回收处置，协议见附件。 

（4）、生活污水（W4）                                                                  

全公司年排放生活污水 1920t/a，全部用作绿化用水。现有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可以满

足扩建后全厂废水处理，不需扩建。 

（5）、初期雨水（W5）                                                                    

安达科的生产服务现场建立有完善、配套生产服务区屋面雨水的天沟有组织落水系统，结

合在厂区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方案，开展对现有已覆盖全厂区雨水排水管网基础设施进行

综合设计与改造、完善与符合配套的改扩建工作，使地面雨水汇集到雨水管网（见附件 5：安

达科生产区雨水管网收集布置平面示意图/2015-0833）。 

遵照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 锆英粉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常环核[2016]7号）(见附件 6，包括涉及本项目的常环行罚【2016】

12号)与建设单位的“申辩书）要求； 其次，鉴于安达科车间区域的初期雨水通常带有粉尘，

而粉尘具有天然放射性，故采用最大暴雨的前 15 分钟雨量为初期雨水量。根据《武进区年鉴

2011 年》，2010 年武进区全区日降水量极大值为 68.8mm，生产区及其临近道路占地面积共计

约 5000m2，年小时最大暴雨量取最大日降水量 68.8mm 的 10%，从而得出厂区初期雨水量为

8.6m3/次，按年暴雨次数 30次计，则公司车间区域初期雨水约 258t/a。厂区初期雨水收集池

体积为 20立方米，防渗流钢筋砼结构（见附件 5）；雨水汇集到地面雨水管网流入初期雨水收

集池循环利用方式如下； 

（5-1）、初期收集的雨水在水池内静止、沉淀与澄清后处理利用； 

（5-2）、澄清的雨水被泵送至生产工艺冷却池作为补水进行循环利用，或； 

（5-3）、用于浇灌厂区的绿化草地与花木； 

（5-4）、定期对水池内里的沉淀物进行清理，“淤泥”经生产的循环加工成“产品”回收利用； 

（5-5）、后期雨水经过项目区的雨水管道排入“马腰沟河。 

本改扩建项目完成后全厂废水产生及排放符合《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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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 8 9 7 8 - 1 9 9 6 ) 情况详见表如下； 

废水类型 水量 
m3/a 

污染物 
名称 

处理 
措施 

排放量 排放 
去向 mg/L t/a 

W1球磨机冷

却水 
53700 

SS、总 α 
总 ß 

沉淀 / 0 
作为球磨机 
冷却水循环利用 

W2清洗废水 240 
SS、总 α 
总 ß 

沉淀 / 0 作为设备清洗废水

循环利用 

W3实验室清

洗废水 
10 pH 

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 0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 

W4生活污水 1920 

pH 
BOD5 
DO 

NH3-N 
总大肠杆菌 

SBR 
生化处理池 / 0 绿化 

W5初期雨水 258 
SS、总 α 
总 ß 

沉淀 / 0 绿化或作为工艺冷

却水回用 

其次，鉴于 2017年 6月 9~10日，常州市下了从 1952年建立气象资料以来的特大暴雨、

生产现场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瞬间的大量雨水可能导致“生产区发生突发环境风险事件”的

威胁；经咨询“常州市环保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管理处、环境监理处”之后许可”：安达科可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雨水收集池的设计工艺有所调整：初期雨水在雨水收集池内静止、沉淀

与澄清后，除用于浇灌厂区的绿化草地与花木外，多余的雨水将通过雨水排放口排入“马腰沟

河”。目前，安达科应履行了有环评单位在原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础上，增加一个

“雨水收集池设置雨水排放口的变更说明”（见附件 7，包括涉及项目的武环行罚【2017】210

号)与建设单位的“申辩书）、对初期雨水的主要污染因子的进行放射性与非放性的监测、相关

资料到编入了“改扩建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的中，完成了“生产区雨水管系统与初期雨水收集

池连网及其雨水排放口设置的技改项目的施工与竣工图的编制（见附件 7及设置的初期雨水收

集池与雨水排放口）”。 

（6）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生产工艺冷却水进行了循环利用；公司的实验室进行产品分析会排放清洗废水，该

废水将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生活污水经厂内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绿化。由此可见，

本项目没有废水排放。 

4.2、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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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情况                                                                               

（1-1）车间 NG喷干系统排放源强 

在安达科的生产工艺中，NG 燃炉产生的烟气进入喷干炉直接与产品浆料接触，使其被脱

水干燥。燃烧后的废气主要含有烟气（烟尘、SO2和 NOx）和锆英粉尘，喷雾干燥工序中产生的

烟气与粉尘经旋风收尘器、布袋收尘器两级除尘后由 20米高，直径 500mm的烟囱外排。 

根据本项目产品的特性，厂方选用了旋风收尘器和高效率的布袋收尘器，总的除尘效率达

到 99.9% 以上。                                                                            

生产现场有两套喷干系统一用一备，按每喷干炉的年工作时间 4380小时，年消耗天然气

850,000 m3/Nm3；根据《环境保护实用数据手册》，天然气燃烧烟尘排放量最大为 0.24g/Nm3，

由此可得烟尘年产生量为 0.204t，考虑 99.77%的除尘效率，则年因燃烧天然气排放的烟尘量

为 0.47kg。                                                                    

（1-2）车间成品罐收集及包装工序中污染物排放源强 

在成品罐收集及包装工序中存在无组织排放，为了防止成品收集过程中的粉尘扩散，成品

收集罐内置一台布袋收尘器；为防止包装工序粉尘的扩散，包装机口安装集尘罩、采用负压包

装，并配备一台布袋收尘器，该过程产生的粉尘经布袋收尘器收尘后与成品罐收集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一起由一根高 16m的排气筒外排，从而保证车间工作环境中粉尘浓度和排入大气中的

粉尘浓度控制在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排气量为 7100m3/h，布袋收尘器，效率达到 99.5% 

以上；初步估算该排气筒无组织排放的粉尘约 0.186t/a。                                     

（1-3）车间初磨放料区或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强                                                    

为了防止锆英粉粉尘扩散，储料塔后一台布袋除尘器，使放料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 

布袋收尘器收尘后，有一根排气筒排放。根据排气筒直径 350mm、高度 15.5m、物料落差 1.5m、

排气量 4700m3/h、装卸时间 500小时/年、装卸量 4000吨/年，排放颗粒物浓度 23.80mg/ m3，

排放速率为 0.11kg/h，年排放量 0.056t/a。                                                             

（1-4）室内空气粉尘年度                                                                  

根据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2016年 12月对车间空气的监测结果，车间空气的粉

尘浓度最高为〈0.23mg/m
3
，低于（GBZ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锆及其化合物中的时间加权允许浓度 2mg/m
3
；低于参考的标准《稀土生产场

所中放射性卫生防护》（GBZ139-2002）中车间中的粉尘年度的要求(2mg/m
3
)。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第 14 页 共 45 
 
 

（1-5）无组织排放                                                                

本项目的无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是包装工序排放空气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安达

科加强了无组织排放源的管理，对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每年进行检测。为了防止包装工序粉

尘的扩散，包装机口安装集尘罩、采用负压包装，并配备布袋收尘器，该过程产生的粉尘经布

袋收尘器收尘后均配置专用排气筒外排，将其转换为有组织排放进行治理。经过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排气筒排入大气中。颗粒物的排放也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

的要求，低于参考的标准《稀土生产场所中放射性卫生防护标准》（GBZ139-2002））中车间空

气中的粉尘浓度的要求（2mg/m3）。因此，安达科不存在无组织排放。 

附：武进区环保局于 2015年 12月 24日对安达科“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指标申请表”的

批复（见附件 8）。  

（2）非正常工况  

公司的两套喷干系统，其产生的废气经旋风分离器和布袋收尘器处理后，通过 20m、或

16m烟囱排放，非正常工况主要考虑喷干系统配套的收尘器可能出现达不到正常处理效率时的

废气排放情况。 

项目的喷干系统配置有 99.9% 高效的布袋收尘器，即使在布袋有损坏的情况下，也可以

将粉尘的排放浓度控制为小于 100mg/m3，考虑非正常排放持续时间 1小时，此时， SO2、NOX

的排放量不变。 

公司对收尘器等设备进行运行检查，每月检查 3次，同时，车间工作人员两小时巡检一次。

当布袋收尘器布袋损坏时，相应的控制柜上会显示布袋收尘器的压力下降，并发出报警，巡检

人员即可及时发现布袋收尘器的故障。出现故障时，及时停机，检修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维修。

本项目的两套喷干系统一用一备，随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检修维护。 

公司建立并按照 ISO9001:2008、ISO14001:2004、OHSAS18001:2007 标准（见附件 9）的

三合一管理体系中的 ISO14001:2004标准要求进行运行，基本上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同时，安达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消防

法》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安达科基于本公司 2017年 5月版本的“突发环境事件评估报

告”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在“现场的生产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突发的环境事件、

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事件应急机制，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危

害，提高安达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组织、管理应急反映能力；并确保迅速有效处置突发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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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是指导和规范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以最快的速度发挥最大的效能，将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最

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了应急预案版本号:（2017）第三版《安

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见附件 10/另外装订成册），并于 2017

年 9月 8日在武进区环保局审核通过完成注册。 

（3）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本项目产品的特性，安达科选用了旋风收尘器和布袋收尘器，总的除尘效率达到 99.9%

以上，因此废气有组织排放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可靠性；现有二十多年的设备运行经验表明，

本项目喷干系统通过天然气产生热量来为硅酸锆混合浆液脱水干燥的，天然气燃烧后废气含有

粉尘、微量的 SO2和 NOx，经旋风除尘器和布袋除尘器除尘后由烟囱排放。各大气污染物排放

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二级标准。根据预测，本项

目排放的粉尘、微量的 SO2、NOX的最大浓度贡献值均低于评价标准限值，叠加本底浓度后仍

然达到环境空气质量的要求。保护目标的粉尘、微量的 SO2、NOX的浓度最大贡献值低于评价

标准限值，与环境本底浓度叠加后的浓度值满足达标要求。非正常排放时评价区域主要污染物

最大落地浓度、保护目标最大落地浓度及叠加本底浓度均未超过相应标准限值。 

4.3、固体废物 

（1）改扩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是定期更换下来的硅衬里、成品罐收集及包

装等工序散落在地上的少量粉尘以及地下集水池的底泥。 

（2）球磨机的硅衬里为非放废物，全厂年约产生 30t硅衬里，委托地方环卫部门处理。 

（3）车间生产过程中设备清洗水中会含有少量的锆英粉粉尘，在地下集水池中沉淀到底泥中，

该底泥中含有锆英粉，具有天然放射性，对其回收后作为原料利用。 

（4）公司职工总数为 30人。按每天每人产生 0.5kg生活垃圾计，改扩建项目年新增生活垃圾

约 0.3t，全厂产生生活垃圾 4.5t/a，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生活垃圾和硅衬里等固废进行分类收集后本地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固废物将不会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公司已建有放射性废物存放专用固废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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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噪声 

（1）、项目背景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锆英砂及其制品， 

主要销售给中国市场中的陶瓷制品商。从 2010年起，安达科基于原锆英砂超细碾磨 10000 

吨产品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和工艺、原辅材料的选用，能源消 

耗等方面进行技改扩产工作：主要采用更为清洁环保原辅材料、添置节能高效生产设备，尤 

其是将现有的干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从而大大地提升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达到“低碳”排放改善大气环境，满足客户定制各种超细粉体 

材料生产与服务的需求。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 

评报告书于 2016年 5月 18日通过常州市环保局审批，审批文号：常环核【2016】7号。 

通过技改扩产将达到更为绿色、环保的 20000t/a锆英粉及相关的锆制品，目前该技改扩产 

正在步入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流程阶段。 

（2）、制定项目噪专项治理方案的目的 

（2-1）环保要求的缘由 按照常环核【2016】7号建设项目环保批文要求，本项目区域厂界噪

声执行 GB12348-2008《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或 GB3096-2008《声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具体的厂界噪声现状评价对准表如下； 〖等效声级：dB（A）〗 表-1 

依据 类别 昼  间 夜  间 项目区域厂界 

执行标准限值 

II 60 50 西侧、北侧 

Ⅲ 65 55 东厂界与其他企业相邻 

Ⅳ 70 55 南厂界与省道相邻 

（2-2）工作场所卫生管理要求的缘由 

     按照 2011年 12月 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GBZ/T 189.8-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部分：噪声》要求，工作场所噪声的日常职业卫生执行针对噪

声强调超标岗位以 8小时等效声级大于 80分贝的岗位、或稳态噪声限值为 85dB(A)，非稳态

噪声等效声级的限值为 85dB(A)的岗位噪声源，除切实作好职业健康岗位的防护管理工作外，

还应尽量进行治理的原则。 

（3）、制定项目噪专项治理方案的依据 

     安达科已认真按照 2016年四月版本的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评报告书中

（P117）中表 11.6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的要求分别编制了并执行“改扩建项目厂界噪声现状

评价与噪声污染防治的实施措施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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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附件 11：201408厂界噪声现状评价与噪声污染防治的实施措施简报记录。 

（3-2）见附件 12：20150821安达科防噪隔声棚布置平面示意图，厂界噪声治理综合方案。 

（3-3）见附件 13：201606车间 II新增球磨机排气管消声器图，综合仓库南侧增加彩钢瓦降

噪棚。  

（4）、生产现场噪声源分析、厂界噪声现状 

（4-1）工厂噪声主要来源于球磨机和风机等主要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性、电磁性噪

声，但由噪声频谱分析仪数据可知：厂界、球磨机、旋流除尘塔风机噪声在 2kHz～4kHz 有最

大值；虽然球磨机产生噪声在数值上稍大，但距离厂界测量点较远，并且有厂房隔音，并且频

谱分析不完全吻合。可以判断，厂界噪声主要是由于旋流除尘器风机引起的。 

（4-2） 在上述三个阶段完成了“改扩建项目厂界噪声污染防治的方案”实施后,经苏州大学

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于 2016年 11月 24日对厂区边界、车间噪声频谱来源分析报告有：见

附件 14：厂界噪声检测报告 SDWH-E201603823，附件 1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锆及其化合物、

其它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噪声）检测报告 SDWH-S201601613。 

(4-3) 综合执行标准符评价合性对照表如下；〖等效声级：dB（A）〗表-2 

项目区域厂界 类别 
符合性评价 

（√/×） 
超标范围概要 

西侧 

II昼间=60 √  

II夜间=50 × 4.1～9.2(因受 1#喷干塔排气口的噪声影响) 

北侧 

II昼间=60 √  

II夜间=50 × 4.4～8.2(因受连续磨排气口的噪声影响) 

东厂界与其他企业相邻 

Ⅲ昼间=65 √  

Ⅲ夜间=55 √  

南厂界与省道相邻 

Ⅳ昼间=70 √ 与 S239有密切关系 

Ⅳ夜间=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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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投资：2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0.559万元核实清单，项目环保的实际投资核实

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类别 环保项目治理措施 施工单位 完工时间 金额/万元 

1 

废水 环评总平面雨水管网改造 常州市远瀚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2013-08 4.90 

废水 车间 I新增一个专用的地下 RC

集水池。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3-12 3.8 

废水 工厂初期雨水收集池及其屋

面雨水天沟有组织落水系统

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5-11 51.9 

废水 按照扩产环要求，对车间 I~II

之间走廊雨棚翻建施工项目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2017-07 7.5 

废水 生产区局部雨水（收集）管网

系统改进施工项目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2017-07 17.7 

2 

噪声 厂区北侧围墙增高与加固、拆

除与砌筑项目。 
常州市华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14-04 16.0 

噪声 二车间 II 北至北围墙间安装

矿棉夹心彩钢板隔声棚项目。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4-12 39.9525 

噪声 车间噪声源:影响厂界噪声 

控制标准超标治理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5-01 37.95 

噪声 安达科厂界噪声治理综合方

案 
常州大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15-02 4.2 

噪声 车间噪声源:影响厂界噪声控

制标准超标治理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5-04 8.81 

噪声 第二阶段厂界噪声 

治理(EHS)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

司 
2015-05 14.66 

噪声 金属隔声棚等零星项目 常州市茂润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2018-08 4.55 

 ∑1~2 = 85.8+126.17=212万元 ,其它项目暂不计，初估实际运行的环保投资不小于 310万元。 
（6）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改扩建项目运行是根据公司的销售合同安安排，故噪声源的强弱随着运行的生产设备有着

间隙的变化。对南侧界噪声无明显的贡献，对东北侧、和西侧厂界的贡献较为明显。在叠加噪

声本底后，东北侧、和西侧厂界的夜间噪声将超过本项目执行的 2类噪声标准；因此，对西侧

厂界的居民有时存在噪声扰民现象，主要原有是先有厂后有商业居民区。但距离北侧厂界较远

的居民点，存在噪声扰民现象较小。而项目的南侧紧邻近 S239 省道；东侧的“华欣厂主要生

产空调通风管道等产品，该企业从 2000年已经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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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放射性                                                                                      

（1）、锆英砂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232
Th和

238
U的比活度                                                                 

安达科所采用的原料锆英砂是严格根据“苏环管［2003］12号”文件--“关于对庄信万

丰（江苏）陶瓷有限公司锆英砂超细研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中二、1、的规定：安达

科（江苏）陶瓷“在每批原料采购时，都必须要求供货方提供原料天然放射性水平检测报告，

严格控制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水平在 5Bq/g以下，确保辐射环境的安全”。 

因原料锆英砂存在天然放射性物质，主要为 U（铀）和 Th（钍）元素。生产工艺流程为物

理过程，不涉及任何化学反应；因此，锆制品中也含有与原料相同水平的天然放射性物质。                                                                           

目前，对锆英砂的放射性限制有两种手段：一是原料锆英砂中的铀和钍元素含量小于

500ppm（parts per million），二是原料锆英砂中的放射性水平小于 5Bq/g。 

（2）、天然放射性排放总量 

（1-1）有组织排放的放射性总量 

生产中的 2套喷干系统各配备有 1根烟囱排放粉尘及天然气废气，年共排放粉尘约 0.62t/a。

根据锆英粉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可以计算出 238U和 232Th的排放量分别为2.3 MBq·a-1

和 0.42 MBq·a-1。 

（2-2）车间空气中粉尘的放射性核素浓度（职业健康治理措施） 

根据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2016年 12月对车间空气的监测结果，车间空气的粉

尘浓度最高为〈0.23mg/m
3
。目前，公司对对车间空气中含有的粉尘浓度控制值为 2mg/m3。 

同时，对从事辐射工作的 18位员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每年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包括个

人辐射剂量仪的佩戴与检测）工作。要求车间工作人员在下班离开厂区前必须在厂区淋浴冲洗；

同时，其工作服也必须在厂区清洗。 

安达科项目属于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项目，由省环保厅实行常规执法监督管理。根据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从 2006年 9月至 2017年 12月出具的“辐射环境现状年度监测报

告”结果显示，符合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对工作人员年平

均剂量及对公众的限值要求。根据省环保厅(市、区环保局)从 2006 年~2017 年（其中，2015

年没有执法检查）历年的辐射现场执法检查笔录（见附件 16），安达科没有任何辐射环境违法

行为。 

（3）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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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科严格控制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水平在〈5Bq/g以下，所以原料和产品的放射性活度浓度比

较低，符合《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对工作人员年平均剂量及

对公众的限值要求，完全达到确保辐射环境的安全的豁免水平。即使在发生最严重事故情况下，

整车原料或产品撒落，其放射性总量仍然较小，并可以得到迅速的收集清理，不会对环境和沿

途居民造成大的影响。  

5、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5.1、为了防止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比活度过高，公司在采购时，控制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水平。 

5.2、工人在车间工作时佩带γ剂量率仪，以监测其受到的辐射剂量。配备有巡检仪，对放射

性水平进行日常监测。此外，还配备有防尘口罩、手套、护目镜等，以降低工作人员所受的辐

射剂量。 

5.3、实施现场巡回检查制度，定期进行设备的检修维护，及时更换零部件以及老化的仪器和

设备，排除事故隐患，防止跑冒滴漏。 

5.4、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车间和仓库出入口、堆放原料和产品的区域设置辐射警告标

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5.5、车间工作人员在下班离开厂区前必须在厂区淋浴冲洗，同时，其工作服也必须在厂区清

洗。发出产品之前，仔细检查，严禁将破袋产品发出。 

5.6、生产车间、仓库、油料库、配电室等室内配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和烟感报警器，其附

近配置有一定数量的灭火栓等消防设施，消防器材和设施由专人管理，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并保证其完好随时可用。加强对员工消防灭火知识的教育，确保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5.7、对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采用封闭运输，防止包装破损。发生泄漏事故时，及时清扫、收集

撒落物并妥善处置；包括对放射性废物库中储存的固体废物含有天然放射性，须落实最终的处

置方案。 

5.8、做好与安达科相关方厂界“噪声”扰民问题的和谐关系的建设 

数年来，考虑到目前因“厂界噪声”局部区域“不达标”可能导致“验收通过的风险”的

补救措施，需要公司已在数年一贯极为注重与厂界相关方邻居和谐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具体实

施的行动如下； 

（1）安达科始终关注改扩建项目车间噪声源东北侧、和西侧厂界噪声执行的 2类噪声标准的

超标的贡献，即对相关方厂界的居民在夜有的点噪声扰民的问题。安达科一方面积极不断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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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金投入，改善、提升生产设备满足现在环保的要求。 

（2）委托合格第三方进行定期检测，对影响进行评价，并不断采取改进生产设施达标排放，

满足现代环保管理要求的建设。 

（3）定期委派相关人员与噪声敏感区、点进行回访、沟通，了解情况及时反馈生产部门做好

调整，规避企业风险工作。 

（4）从 2014开始，相关人员每年、定期负责与北厂界的“前潘村居民之间和谐关系”的对接

活动，努力规避厂界相关方无“噪声”扰民问题无官方投诉。 

5.9、按照公司版本的应急预案版本号:（2017）第三版《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注：该预案于 2017年 9月 25日在武进区环保局西太湖环境保护所注册备案）》，

每年定期搞好应急演习。 

6、试生产期间检测情况和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情况 

6.1、监测时间：2017年 4月 25~30日，2017年 7月 11~27日（涉及雨水收集池设置雨水排

放口的变更说明）。 

6.2、达标情况：调试生产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6.3、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有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

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年 9月 7日合编完成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

报告/（2017）苏核辐科（验）字第（234）号”（见附件 17（另外装订成册）。 

7、今后的环保计划、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7.1、计划： 

（1）加强生产设施的日常维护，确保各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废气与噪声的达标排放。 

（2）加强对员工环保意识宣传和贯彻。 

（3）按照公司“ISOMS”三合一管理体系规定要求，不断完善、改进环保管理工作。 

（4）按照公司“ISOMS”三合一管理体系规定要求，加强对环境与噪声检测，制度、实验室清

洗废水与绿化管理等。 

7.2、存在问题 

针对安达科的特生产服务活动点，针对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评单位提出的要求、

罗列历年来由省环保厅、常州市环保局和武进区环保局联合实行现场执法检查情况，以及江苏

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从 2006年 9月至 2016年 12月出具的“辐射环境现状年度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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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安达科应着重做好的工作如下； 

（1） 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文件的精神，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 

（2） 放射性废物库中储存的固体废物含有天然放射性，须落实最终的处置方案。 

7.3、改进措施 

针对安达科现场内需要整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项目，分别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

措施的实施计划如下；                                                                    

（1）长期 

A.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安达

科生产服务安全文化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执法监督检查； 

B.加强固废、原料的存放安全工作，做好废物库设立醒目标识，严禁私自处置废渣； 

C.加强各类生产服务环保设施日常管理，保障废水、废气和噪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D. 按照《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习； 

E.做好定期厂界环境监测数据向环保主管部门上报。                                         

（2）中期 

按照常环核（2016）7号关于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万吨锆英粉改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完成“技改扩产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3）短期 

按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伴生放射性矿利用企业辐射环境保安全检查方案要求，做好

公司生产与服务活动的辐射安全管理如下； 

（3.1）、公司在产品的生产与服务过程中严格按照 “苏环管〖2003〗12号对锆英砂超细研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执行，控制进口原料中的天然放射性〈5 Bq/g。 

（3.2）、。 确保辐射环境的安全。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材行业标准“陶瓷用硅高酸 

锆/JC/T1094-2009”，同时也符号国际原子能机构“TOITS-1-R/No.115-1996”中相关含有放射

物质运输、通关和堆放的要求。在生产中管理到位，对锆英砂及产品实行隔离堆放、有害固废

入专用固废库管理，工人和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 

（3.3）、按照苏环辐【2007】9号文件规定于 2007年 4月 17日在省辐射环境检测管理站完成

备案报告，并配置了辐射监测仪器，由此公司的生产与服务活动严格遵照“江苏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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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放射性矿利用企业辐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3.4）、根据江苏省辐射环境安全局要求，做好“辐射环境现状年度监测报告工作（包括每年

对个人在辐射工作场累积剂量的监测与评价），保证锆英砂的放射性核素的活动浓度符合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3.5）、做好公司每年对从事生产服务活动中所接触到原料中天然放射性〈5 Bq/g 的辐射、

车间的粉尘和噪声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职业健康（包括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循环利用的

工艺冷却水军团菌检测）体检与评价”工作。  

（3.6）、落实“辐射性污染防治措施”：做好对“车间、原料与产品”作为辐射工作场所的控

制区，以及对“更衣室、实验室”作为监督监督区的管理工作。 

（3.7）、向常州市武进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科做好《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申报表》备案。   

（3.8）、按照公司 ISO14001:2004管理体系明确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机构，落实到人，

开展定期巡检和维护工作。 

（3.9）、结合公司（2017）第三版《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每

年定期搞好应急演习，并做好相应的活动总结评估通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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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单位承诺书 

兹有建设单位“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科）承诺： 

（1） 认真执行《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环办评 

函（2017）1235 号、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要求，组织成立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工作

组；并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审批决定等要求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依法

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2） 为自主开展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提供的基础材料均真实、可靠。如安达科提供的基础材料（包括：原辅材料、主要设备、

工艺流程、污染处理措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附件、附图）失实造成环境影响评价与竣

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出现失误，安达科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3）已对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

（2017）苏核辐科（验）字第（234）号全文进行复核，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检测报告”均

按照我方提供的基础材料如实编写，安达科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检测报告”文字表述、数据、

结论均予以认可。 

（4）将严格按照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与环保验收检测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

态保护措施和环保管理部门提供的其他规定、进一步落实、强化了安达科的环境保护“三同时”

主体责任。 

（5）将认真组织、落实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直至改扩建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出具验收合格的意见。 

承诺单位（盖章）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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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主开展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表 

9.1、基本信息表-1 

建设项目名称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 

建设项目名称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 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 

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武进区、嘉泽镇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

技术改造） 
改扩建项目（无新增土地与厂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表（登

记）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武进区环境保护局 2010年 6月 8日 

企业建设项目审机关及批文号、

时间 苏政办发（2015）15号 
武进区经信局，备案号：3204121506816，2015年 12月 15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

单位及批准文号、时间 

江苏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苏环评估（2015）208号， 

2015年 7月 31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核准、备

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常环核[2016]7号）、2016年 5月 18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环评甲字第

1904号） 

项目设计单位 / 

环境监理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非辐射）于 2017年 9月 7日合编完成了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2017）苏核辐科（验）字第（234）号】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2100 

环保投资（万元） 310（实际投资）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本建设项目于 2011年 5月 29日有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对

“安达科管输天然气”专项工程施工与安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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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环评及其批复情况的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表-2 

9 . 2 . 1、 建 设 内  容 （ 地 点 、 规 模 、 性 质 等 ）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建 设

内 容 

（ 地

点、规

模、 

性 质

等） 

1、 地点：武进区嘉泽镇夏溪。 

2、 规模：本项目基于现有锆 

英粉超细碾磨 10000t 产品项目

的基础上，改扩建后生产能力从

现有的年产 10000t 锆英粉提高

到年产 20000t。 

3、 性质：                  

建设单位自筹资金，技改扩建项

目，无新增土地与厂房。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项目性质、建设地点及投资总额 

名称：安达科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 

性质：改建、扩建，无新增土地与厂房。 

建设地点：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 

项目投资：21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0.559

万元。 

1.2项目占地面积、职工人数、工作时数 

项目占地面积：14034m2 

职工人数：18名辐射工作人员（含管理人员） 

生产时数：车间实行四班三倒制，每班工作八小

时，年工作时间 365天。 

1.3项目厂区周围环境及平面布局 

厂区周围环境及平面布局：安达东侧为原华欣装

饰材料厂空置厂房；南侧为 S239常溧一级公路，

公路南侧为夏溪花木市场；西侧为马腰沟河，河

西侧为花木市场商住楼；北侧为空地。 

本改扩建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完全与下列文件

相符，建设项目工程概况如下； 

另附： 

1、 安达科（江苏）陶 

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

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 

2、 常州市环境保护 

局对该项目的批复（常环

核[2016]7号）。 

3、 江苏省苏核辐射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2017）苏核辐

科（验）字第（234）号】。 

4、 厂区地理位置图。 

5、 厂区平面布局及 

周围环境示意图。 

 

1.4建设项目工程产品方案 

本项目基于现有锆英粉超细碾磨 10000t产品项目的基础上，在保持生产原料、产品与工艺不变，对现有的基础设施、生

产设备和工艺、原辅材料选用、能源消耗等方面进行技改和扩建：采用进口辅料-优质铝介球(Al2O3)替代原先硅卵石

（SiO2）；现有的干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增加一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和一台球磨

机。改扩建后生产能力从现有的年产 10000t锆英粉提高到年产 20000t。 

 

1.5项目实施前后设备和公用设施情况及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类别 设备名称 改扩建前情况 改扩建项目情况 实际改扩建情况 

生产设备 

球磨机 14台 1台 1台 
空压机 2台 0 未扩建 

喷雾干燥炉 1台 1台 1台 

油压陶瓷柱塞泵 1套 1套 1套 
离心通风机 4台 2台 2台 

生产设备 热风炉 1台（燃油） 1台（燃气） 改燃油为燃气，扩建

后共2台（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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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 1个 1个 1个 

包装称重机 2台 1台 1台 

混合浆料罐 5个 0 未扩建 

成品罐 2个 0 未扩建 

环保设施 

生产循环用水集水池 2座 0 未扩建 

地下集水池 1座 1座 1座 

袋式脉冲收尘器+旋风收尘
器，配套烟囱 

1套，烟囱高
20m 1套，烟囱高16m 1套，烟囱高16m 

袋式脉冲收尘器配套排气筒 2套 1套 1套 

污水处理设施 1座 0 未扩建 

厂区雨污分流管网铺设情况 全厂已铺设，

实现雨污分流 
不变 不变 

淋浴房 1座 0 0 

个人剂量计及辐射巡检仪 21个，1台 2个，0台 23个，1台 

贮运工程 

原料堆放场 现有 调整 调整 

成品堆放场 现有 调整 调整 

综合仓库 现有 不变 调整（不在贮存燃油） 
油料库 现有 拆除 拆除 

固体废物库 现有 不变 不变 

公用设施 办公楼、消防、通讯等 现有 不变 不变 
 

1.6主要原辅料及能源消耗 

类别 名称 年耗量 实际年耗量* 

原辅

料 

锆英砂 19500t 17438t 

铝球 160t 143t 

硅衬里 270.7t 242t 

能耗 

用电量 1×107kwh 6.7×106kwh 

用水量 14930t 14049t 

用气量 8.5×105Nm3 6.3×105Nm3 

*实际年耗量为企业 2016年耗量 

 

1.7项目改扩建后产能（年产 20000t）的产品方案 

产品类型 设计年产量 实际年产量* 

优质锆英砂（粒径 80~320目） 4500 3637 

锆英粉（粒径 D50（μm）≤28） 5500 5112 

硅酸锆（粒径 D50（μm）≤1.35~2.2） 10000 9135 

*实际年产量为 2016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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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生态保护设施和措施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生 态

保 护

设 施

和 措

施 

1、 本项目为技改扩建项目，施 

工期主要涉及原有喷干炉的技

术改造和新增加的喷干设备、球

磨机的安装等，不会对环境产生

风险。 

2、 项目新增加的喷干设备主 

要有干燥系统、供料系统、热风

系统、收料除尘系统、物料负压

气流输送系统、尾气系统、控制

系统以及研磨系统，生产工艺流

程较为简单，生产过程中热风系

统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

由天然气公司通过管道接入厂

区直接使用，厂区不设置存放

点。 

3、 通过对本项目生产过程中 

所涉及的原料、中间产品、最终

产品以及“三废”的分析，所涉

及的物料均非易燃、易爆和有毒

性危险性的物质，但原料及其成

品以及大气污染物粉尘中含有

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均显著

高于江苏省的土壤本底水平，在

运输、生产、贮存中，由于交通

事故、火灾等紧急事故等原因可

能对环境产生额外辐射风险。因

此，本项目的主要风险为环境辐

射风险。 

1、生态风险保护设施和措施 

（1）为了防止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比活度过高，

公司在采购时，控制原料中原料中锆英砂中的铀

和钍元素含量和其天然放射性水平。 

（2）工人在车间工作时佩带γ剂量率仪，以监

测其受到的辐射剂量。配备有巡检仪，对放射性

水平进行日常监测。此外，还配备有防尘口罩、

手套、护目镜、劳动防护服、鞋等，以降低工作

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 

（3）实施现场巡回检查制度，定期进行设备的

检修维护，及时更换零部件以及老化的仪器和设

备，排除事故隐患，防止跑冒滴漏。 

（4）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车间和仓库出

入口、堆放原料和产品的区域设置辐射警告标

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定期

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5）车间工作人员在下班离开厂区前必须在厂

区淋浴冲洗，同时，其工作服也必须在厂内清洗。

发出产品之前，仔细检查，严禁将破袋产品发出。 

（6）生产车间、库房、配电室等室内配置一定

数量的灭火器和烟雾探测器，设置在明显和便于

取用的地点，并保证其完好随时可用。定期进行

消防、急救应急响应演习，加强消防灭火知识的

教育，使每位职工都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7）对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采用封闭运输，防止

包装破损。发生泄漏事故时，及时清扫、收集撒

落物并妥善处置。 

2、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安达科依据“环评报告的环境风险分析”为基础，

编制完成了《环境风险事件评估报告》、《安达科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EOP/EDK-002/(2017)

第三版，每年定期在按照预案要求在“应急组织、

应急措施、应急响应与应急培训计划和演习”等

方面的工作进行演练。 

注：,安达科 Q<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 

1、安达科按照常州市环保

局常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6]7号关于安达科（江

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

第（一）~（十二）各条要

求均予以得到认真落实、

执行到位。 

2、安达科每年定期委托对

环境保护、职业卫生安全 

监测有资质合格的第三

方，对生产现场（辐射）

环境、厂区工作场所有职

业危害因素的职业卫生安

全等工作进行检测与评

价，并根据评价建议与要 

求改进，予以及时整 

改与完善。 

3、另附：《安达科（江苏）

陶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EOP/EDK-002/(2017) 第

三版（该预案已通过专家

外部技术评估（函审），并

在武进区环保局西太湖环

保所注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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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 3、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和 措 施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污染

防治

设施 

和措

施 

一、项目大气污染物如下； 

1、喷干系统产生的烟气：

项目喷干系统产生的大气

污染物有粉尘、SO2和 NOX，

进入旋风收尘器和布袋收

尘器后由排气筒排放。 

2、工艺废气（室内空气粉

尘浓度）车间 I&II 的包装

工序产生的废气由设备上

方的收尘罩收集，进入布袋

收尘器收尘后由排气筒排

放。 

3、车间 II初磨放料区域大

气污染物排放产生的大气

污染物有粉尘。 

1、废气治理设施和措施 

（1）有组织废气治理工艺 

本项目喷干工序采用旋风收尘器和布袋

收尘器的组合来收集废气中含有的粉尘

产品。包装工序采用布袋收尘器来收集废

气中含有的粉尘产品。 

其中，布袋除尘器是一种过滤式除尘器。

它是利用滤料纤维间的空隙来过滤粉尘

粒子。粒子黏附在滤料上面而与气体分

离。布袋除尘器的净化效率很高，可达 99%

以上，旋风除尘器是利用离心力从气体中

除去粉尘粒子的设备。 

（2）无组织废气治理工艺 

本项目完成后全厂无组织废气排放主要

是包装工序排放空气时产生的，主要污染

物为颗粒物。企业对无组织排放源加强管

理，将其转换为有组织排放进行治理。经

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入大

气中。颗粒物的排放也满足《稀土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的要求。 

（3） 为了防止车间 I&II的包装区域的 

粉尘排放，减少车间粉尘浓度，该区域安

装一台布袋收尘器，使放料过程中产生的

粉尘通过布袋收尘器收尘后，由专用配套

的排气筒排放。 

附：项目生产工艺、废气产生与治理排放

情况指示图。 

本项目采用布袋除尘

器有以下特点： 

1、废气负荷高； 

2、残留灰尘率低； 

3、大过滤表面积； 

4、布袋寿命长； 

5、压力损失小； 

6、能耗少； 

7、可迅速更换布袋而

无需停机； 

8、隔膜阀数量少； 

9、模式化设计，标准

化易于安装； 

10、投资少； 

11、收尘效率高，可达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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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总体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锆英粉生产工艺过程为物理碾磨过程，不涉及任何化学反应；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如下； 

 

 

 

 

B、喷干系统产生的烟气 

项目新增 1 套喷干系统，改造 1 套（燃油为燃气）喷干系统，项目建成后，2 套喷干系统

一用一备。喷干系统烟气处理排放情况示意图如下； 

 

烟气 

C、工艺废气 

包装工序产生的废气由设备上方的收尘罩收集，进入布袋收尘器收尘后（除尘效率 99.5%

以上）由排气筒排放。包装工序废气排放情况示意图如下； 

 

 

D、本项目废气收集治理方案汇总 

编号 污染源来源 污染物名称 污染治理措施 去除率（%） 高度（m） 直径(m) 

G1-1 1#喷干炉 PM10、SO2、NOX 旋风收尘器+布袋收尘器 ≥99.9% 20 0.5 

G1-2 2#喷干炉 PM10、SO2、NOX 旋风收尘器+布袋收尘器 ≥99.9% 16 0.5 

G2 车间 I包装区域 PM10 布袋收尘器 ≥99.5% 16 0.5 

G3 车间 II初磨区域 PM10 布袋收尘器 ≥99.5% 15.5 0.35 

G4 车间 II分包区域 PM10 布袋收尘器 ≥99.5% 15.5 0.35 

 

注：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并每年定期委托有资格的第三方进行检测，保证废气达标排放。 

D、本项目废气评价标准 

1）项目厂区内环境空气中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表 2：环境空

气污染物其他项目浓度限值中二级浓度限值：24小时平均：300μg/m3。 

2）除尘器烟尘排口处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限值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颗粒物排放参考执行《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干燥工序 原料锆英砂 产品成品 碾磨工序 包装工序 

旋风收尘器 大气环境 布袋收尘器 喷干炉烟气 

大气环境 布袋收尘器 工艺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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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6451-2011）表 5 中金属及合金制取的排放浓度限值。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限值如下； 

项目 排放浓度限值
mg/m3 排放限值 kg/h 

SO2 550 高 20m 4.3 

NOx 240 高 20m 1.3 

颗粒物 50 喷干炉烟囱（104℃） 高 20m 8.0 
 

综上所述，本技改扩建项目的废气污染物防治措施基本可行。 

环保局核定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SO2≤0.3、NOx≤0.62、粉尘≤0.7吨/年。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二、项目水污染物如下；       

1、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生产

过程中不产生污水，中间环节产

生的工艺废水也都进行了回收

利用，实现了生产废水的“零”

排放。                         

2、由于该厂地处城乡结合部，

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污水管网，因

此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厂内

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厂

内绿化，不外排。生活污水采用

SBR生化处理池处理工艺，工作

负荷为 5t/h，满足厂区内的需

求。 

1、项目主要废水产生及处理情况如下： 

（1）球磨机冷却水（W1），冷却水除蒸发耗损外，

剩余回收至循环用水集水池后重新利用； 

（2）设备清洗废水（W2），主要指干燥塔、活塞

泵等清洗废水，清洗废水排入地下集水池后定期

泵如球磨机中作为生产用水使用； 

（3）实验室清洗废水（W3），实验室产品分析产

生的废水，公司已委托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处理（附件 7）； 

（4）生活污水（W4），经现有 SBR生化处理池处

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5）初期雨水（W5），经雨水管网进入雨水收集

池，在收集池内经静置、沉淀与澄清后，主要用

于浇灌厂区的绿化草地与花木外，多余的雨水通

过雨水排放口排入厂区西侧马腰沟河。 

安达科每年定期委托有资

格的第三方进行检测，包

括对球磨机冷却水“军团

菌”检查，对废水污染的

状况进行有效的管控，保

证废水不外排。 

2、项目废水产生排放情况表如下； 

废水类型 
年产生量 
（m3/a） 

处理措施 
排放量 
（t/a） 

排放去向 

球磨机冷却（W1） 53700 沉淀 0 作为球磨机冷却水循环使用 

设备清洗废（W2） 240 沉淀 0 生产用水循环使用 

实验室清洗（W3） 10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污水（W4） 1920 SNR生化处理池 0 绿化 

初期雨水（W5） 258 沉淀 / 绿化，多余排入马腰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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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废水评价标准                                                                                     

本项目生产工业废水全部回用，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雨水收集后部

分用于厂区绿化，多余的排入马腰沟河，马腰沟河水功能工业和农业用水，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Ⅳ类水质，雨水收集池中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二级标准，具体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如下； 

项目 标准限值 

pH 6~9 

COD 150 mg/L 

SS 150 mg/L 

总 α 1Bq/L 

总 β 10Bq/L 

项目生产产生的生产废水全部回收循环利用，实验室废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生活污水经处

理后用于厂区绿化，雨水经收集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多余排入马腰沟河；由此可见，本项目对雨水

进行了有效的处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污染

防治

设施 

和措

施 

三、项目噪声污染物如下； 

1、本项目增加的球磨机、

离心通风机等在工作过程

中将产生较大的噪声，生产

过程中，碾磨工艺球磨机在

排料前，需进行排气，从而

产生频发噪声。 

2、 厂界噪声评价标

准； 

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具体要

求： 

2.1、厂界南侧噪声为 4 类

标准限值（昼间 70 dB（A）、

夜间 55 dB（A）； 

2.2、厂界北侧、西侧厂界

安达科对车间内噪声的控制标准是车间

内各位置处的噪声不超过 88dB（A），厂界

外达标排放。为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采用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如下； 

1、降低噪声源头，选用低噪声设备，老

化的风机电机及时更换，并对风机进行保

养。 

2、采用基础减振动较大的风机安装减震

垫，降低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从工艺

上把敲击锤改为振动电机。 

3、对大功率风机设置隔声房或隔声罩，

废气排放口安装消声器，降低噪声强度。 

4、对北侧厂界围墙加高 1.6m，与车间 II

北侧窗户上边缘齐平、车间 II 北侧采取

双层隔声玻璃。 

5、为了避免噪声对职工产生伤害，提高

装置自动化水平，减少现场操作次数，缩

安达科每考虑到生产

车间距离北侧、西侧较

近以及东侧厂界较近，

项目运行后，年定期委

托对环境保护有资质

合格的第三方，对生产

现场噪声环境进行检

测与评价，并根据评价

建议与要求，采取更加

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

编制厂界噪声治理综

合方案：分别以初步方

案、后续方案和最终方

案三个阶段实施等不

间断治理，确保厂界噪

声达标排放，从而不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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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噪声为 2类标准限值（昼

间 60 dB（A）、夜间 50 dB

（A）； 

2.3、东侧厂界处噪为 3 类

标准限值（昼间 65 dB（A）、

夜间 55 dB（A）的要求。 

 

 

短操作工人在车间内的停留时间，操作人

员到现场操作时需佩带耳罩防噪，以达到

降低噪音的目的。 

6、更新生产设备，增加对生产设备定期

维护保养频次，以减少机械振动和摩擦产

生的噪声。 

7、利用现场建筑设施的综合布局来改变

噪声至敏感点的辐射方式，延长噪声传播

路径，增加扩散，降低、衰减噪声强度的

传播。 

8、利用屏蔽阻止噪声传播（如利用现场

建筑设施布局、波形彩色夹心矿棉隔声

棚、表面拉毛砌块砌墙、波形彩色钢棚、

吸声棉、仓库与货架、中空窗、矿棉夹心

门、消声百叶/无动力换气扇、隔声房或

隔声罩、消声器等），生产时尽可能关闭

车间大门。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3、噪声源防治措施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位置 距最近厂界位置（m） 治理措施 

1 球磨机 8台 一车间 西 20 隔声、减振 

2 球磨机 7台 二车间 东 15 隔声、减振 

3 风机 1台 一车间 西 30 隔声、减振 

4 风机 1台 二车间 东 3.5 隔声、消声、减振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10、根据【（2017）苏核辐科（验）字第（234）号】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2017.4.25 2017.4.26 

监测频次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监测点位 Leq dB(A) Leq dB(A) Leq dB(A) Leq dB(A) 
Z1 57.9 59.6 58.8 59.3 

Z2 68.3 70.8 72.1 71.4 
Z3 64.6 64.1 66.7 64.0 
Z4 59.7 59.5 61.2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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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 59.3 58.8 59.5 57.9 
Z6 57.5 57.4 56.5 57.6 

Z7 60.6 61.2 61.4 61.0 

Z8 58.9 58.2 58.7 57.4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监测结果表明： 

厂区四周厂界处夜间噪声排放值均超标，东侧厂界 Z2 位置、北侧厂界 Z3、Z4

位置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标。由于运行设备噪声源源强较大，与厂界距离近，现采用

的降噪、减振措施效果不好，未能有效降低噪声排放。为此，安达科将采取更加有

效的降噪、减振措施，对厂界噪声排放超标的情况进行整改，保证厂界噪声的排放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功能区的要求。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四、项目放射性污染物如下；  

1、本项目所采用的原料锆英砂

存在天然放射性物质，主要为 U

（铀）和 Th（钍）元素。因项目

工艺流程为物理过程，不涉及任

何化学反应，因此，本项目产品

锆英粉中也含有与原料相同水

平的天然放射性物质。 

2、原料采购：格按照“苏环管

［2003］12号”的批复”中二、

1、的规定：“在每批原料采购时，

都必须要求供货方提供原料天

然放射性水平检测报告，严格控

制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水平在

5Bq/g 以下，确保辐射环境的安

1、丙级放射工作场所放射性污染防治措施如下； 

（1）放射工作场所内部装修墙面和地面，所用

材料应不易积尘和易于去污，并定期冲洗。 

（2） 应用局部排风除尘系统，使内部保持负压。

局部机械通风应当与全面机械通风相结合，并保

证车间的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得低于 3~4次。 

（3）含尘废气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4）工作场所中含铀、钍等天然放射性核素的

粉尘浓度应低于 2mg/m3。 

（5）安达科应为工作人员提供适用、足够和符

合卫生防护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具。 

2、生产现场采取以下措施控制放射性污染如下；  

（1） 将生产车间、原料库、产品仓库划为辐射

工作场所控制区进行管理。 

（2）更衣室划为辐射工作场所监督区进行管理。 

1、本项目放射性污染及治

理措施如下； 

(1) 根据已建项目环评批

文中对于原料中放射性核

素比活度浓度的限值要求

（低于 5Bq/g）。 

(2) 放射性工业粉尘：  

热风干燥过程中排放的微

量锆英粉粉尘会对大气环

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成品

包装过程中极微量的无组

织排放的锆英粉也会对周

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 

(3) 放射性废水：锆英砂

在球磨过程中使用的工业

▲Z6 
 

▲Z4          ▲Z3 

▲Z8 
 

▲Z1 

▲Z2 

 
 

 
▲Z5 

▲Z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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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同时，控制原料锆英砂中

的铀和钍元素含量小于 500ppm。

在提交原料的同时，提交该批原

料各成分含量和放射性水平的

监测报告。 

3、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监管：

参考《稀土生产场所中放射性卫

生防护标准》（GBZ139-2002）中

稀土生产放射工作场所的分级

方法，本项目生产车间为丙级放

射工作场所。 

4、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限值

应符合最大值小于《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国家标准限

值（20 mSv/a），也小于剂量管

理目标值（2mSv）。 

（3）辐射工作场所出入口处，原料和产品临时

堆放点位置也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4）工作人员进入辐射工作场所前需更换工作

服、佩戴个人剂量计、防尘口罩、手套、护目镜

等，严禁在辐射工作场所饮食、吸烟，完成工作，

须洗浴更衣后才能离开厂区。 

（5）公司配备有巡检仪，对厂区车间放射性水

平进行日常监测。 

（6）制定了一系列的防护制度，定期请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辐射环境监测，并依据评价建议要求

进行及时的整改。 

（7）车间工人在各个工作岗位进行轮流作业，

并尽量减少在车间的停留时间。 

（8）车间采用采用天窗加轴流式换气扇通风，

使车间内保持比较好的通风状态。同时保持仓库

通风良好，其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得低于 3~4次。 

（9）对公司员工，对车间工作人员进行辐射防

护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后上岗。为了加强工人

的劳动保护，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定期公司每年请

有资质的单位对所有职工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

职业卫生档案。 

（10）包装时散落的少量粉尘，含有原生放射性

物质，对其收集后回收利用。这些措施对于防治

本项目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起到了有效的作

用。 

用水一部分经压滤后产生

的压滤水全部回用，另一

部份水经烘干和烧制全部

蒸发；地面冲洗水经收集、

导流全部进入沉淀池回

用，不外排，本项目扩建

后无工艺放射性废水排

放。 

(4)放射性固体废物（废

渣）。 

本项目冲洗废水中的废料

经沉淀后回用，项目无放

射性废渣产生。 

2、安达科已在常州市安监

局企业安全生产申报系统

完成了“生产安全事故综

合 应急 预案（ 编号 ：

EDK-2017-01 号/ 版本：

2017-A）， 2016 年度的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

报表》 。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3、工作人员的安全采取的管理措施如下： 

（1）车间工作人员进入车间前，在更衣室内更

换工作服、佩戴个人剂量计、防尘口罩、手套、

护目镜等。 

（2）严禁在辐射工作场所饮食、吸烟，完成工

作，须洗浴更衣后才能离开厂区。 

（3）为在车间工作较长时间的工作人员配备耳

塞，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4） 车间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每季度剂

量计送有资质单位读数一次，建立个人剂量档

案。若工作人员接受的外照射剂量超过个人年有

效剂量约束值时，立即查明原因，采取改进措施，

3、安达科项目属于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利用项目，由

省环保厅实行常规执法监

督管理。根据江苏省辐射

环境监测管理站从 2006年

9月至 2017年 12月出具的

“辐射环境现状年度监测

报告”结果显示，符合

GB18871-2002《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对工作人员年平均剂

量及对公众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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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受照人员给予及时治疗、调离车间。 

（5）对工作人员在上岗前进行健康检查，进行

辐射安全知识培训，人员在体检合格、培训并考

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上岗后，每 4年进行一

次辐射安全知识培训。 

（5）辐射工作人员每年参加职业卫生体检，建

立个人健康档案并长期保存，离开工作岗位后保

存 30年以上，不能销毁。 

根据省环保厅(市、区环保

局)从 2006年~2017年（其

中，2015年没有执法检查）

历年的辐射现场执法检查

笔录，安达科没有任何辐

射环境违法行为。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污 染

防 治

设施 

和 措

施 

五、项目固废污染物如下； 

在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

固体废物为定期更换的硅衬里、

成品罐收集及包装等工序散落

在地面的少量粉尘、地下收集

池、循环水冷却池、雨水收集池

的底泥、生活垃圾。 

1、非放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如下：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放固体废物：定期更换下来

的约 30t/年的硅衬里、年产生量约 4.8t/a的生

活垃圾，均委托地方环卫部门处理。          

2、包装等工序散落在地面的放射粉尘、地下集

水池、冷却水集水池和雨水集水池等产生的含天

然放射性的底泥等固废作为原料回收利用。在不

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分次适量添加底泥作为

原料进入生产过程，经过碾磨、高温烘干等工序

加工成产品。                             

由此可见，本项目对固体废物进行了合理有效的

处置。 

1、武进区市环境保护局于

2009年 9月 17日核发了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验收

表（包括废气、有害固废、

废水等）。              

2、武进区环保局于 2015

年 12月 24日对安达科“建

设项目排放污染物指标申

请表”的批复。 

 

3、本项目固体废弃物排放状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产生 类别、代码 处置措施 实际建设情

况 

1 硅衬里 研磨工序 工业垃圾 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处置 与环评一致 

2 集水池底泥 集水池 含放射性固废 回收利用 与环评一致 

3 粉尘 包装等工序 含放射性固废 回收利用 与环评一致 

4 雨水收集池底泥 雨水收集池 含放射性固废 回收利用 与环评一致 

5 生活垃圾 / / 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处置 与环评一致 

4、扩建项目污染物“三本帐”/排放总量考核指标 

（1）各因子具体排放总量监控考核指标见表如下； 

改扩建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考核指标一览表（t/a） 

种类 污染物名称 
改扩建前项目

排放总量 

本项目排放

量 

以“新带 

 老”削减量 

改扩建 

后排放量 

改扩建前后

增减量 

废水 SS 0.11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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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0.16 0 0 0 0 

氨氮 0.024 0 0 0 0 

总磷 0.0008 0 0 0 0 

废气 

粉尘 

（烟尘，有放射性） 
1.1 0.7 1.1 0.7 - 0.4 

SO2 5 0.30 5 0.30 - 4.7 

NOX  / 0.62 / 0.62 + 0.62 

固废 
工业固废 

（非放射性） 
/ 0 0 0 0 

2、改扩建后，全厂废气的排放总量监控考核指标 SO2为 0.30t/a、NOx为 0.62 t/a、粉尘为 0.7t/a。

3、排放总量监控考核指标建议向当地环保局申请，由当地环保局在当地总量中进行平衡。 

9.2.4、项目工程变化情况 

项 目

变 化

情 况 

1、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投资为 210.559万元，占项目建设投资 2100 万元的 10%。 

序号 指标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生产规模[1] t/a 20000  

2 总投资[2] 万元 2100 － 

3 环保投资[2] 万元 210.559  

 
项目环保投资核实清单 

序号 
项目 

类别 
环保项目治理措施 施工单位 

完工

时间 

金额 

（万元） 

1 废水 环评总平面雨水管网改造 
常州市远瀚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2013-

08 
4.90 

 废水 
车间 I新增一个专用的地下 

RC集水池。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司 

 

2013-

12 
3.8 

 废水 
工厂初期雨水收集池及其屋面雨水天

沟有组织落水系统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公司 
2015-

11 
51.9 

 废水 
按照扩产环要求，对车间 I~II 

之间走廊雨棚翻建施工项目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2017-

07 
7.5 

 废水 
生产区局部雨水（收集） 

管网系统改进施工项目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2017-

07 
17.7 

2 噪声 
厂区北侧围墙增高与加固、 

拆除与砌筑项目。 

常州市华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14-

04 
16.0 

 噪声 
二车间 II北至北围墙间安装矿 

棉夹心彩钢板隔声棚项目。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 

公司 

2014-

12 
39.9525 

 噪声 
车间噪声源:影响厂界噪声 

控制标准超标治理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 

公司 

2015-

01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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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 
安达科厂界噪声治理 

综合方案 

常州大学环境与 

安全工程学院 

2015-

02 
4.2 

 噪声 
车间噪声源:影响厂界噪声 

控制标准超标治理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 

公司 

2015-

04 
8.81 

 噪声 
第二阶段厂界噪声 

治理(EHS)工程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 

公司 

2015-

05 
14.66 

 噪声 金属隔声棚等零星项目 
江苏恒卓建设有限 

公司 

2015-

08 
4.55 

∑1~2 = 85.8+126.17=212万元 ,其它项目暂不计，初估实际运行的环保投资不小于 310万
元。 

2、根据工程分析和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结果，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以及放射性对周

围环境影响较小，但是，企业需确保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得到了落实，并保证相应环保资金的

投入，以使项目建成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本改扩建项目环保、污染防治措施投资为 210.559万元，占项目建设投资 2100 万元的 10%。 

该企业设置雨水收集池对车间区域的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原设计为初期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流入

雨水收集池，在水池内静止、沉淀与澄清后，用于浇灌厂区的绿化草地与花木或作为工艺冷却

水回用。现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雨水收集池的设计工艺有所调整：初期雨水在雨水收集池内静

止、沉淀与澄清后，除用于浇灌厂区的绿化草地与花木外，多余的雨水将通过雨水排放口排入

“马腰沟河”。环评单位对此变更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9.2.5、环评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 

环 评

关 注

的 主

要 环

境 问

题 

1、因本项目所采用的原料锆英砂存在天然放射性物质，主要为 U（铀）和 Th（钍）元素。而由

于项目工艺流程为物理过程，不涉及任何添加剂与化学反应，因此其产品锆英粉中也含有与原

料基本相同水平的天然放射性物质，其对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是本项目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 

2、噪声问题：本项目的球磨机和风机等机械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为主要的噪声源。企业所在

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发生了变化，厂界西侧、北侧的声功能区由原来的 3 类功能区调整为 2 类声

功能区，因此企业的西侧和北侧厂界外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

声功能区标准的要求，目前的声环境不能满足标准要求，厂界噪声排放也不能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要求，企业在本次改扩建时将对噪声进行整改

与治理，采取措施实现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其 他

相 关

环 保 

要 求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第 39 页 共 45 
 
 

9.3、环评结论与建议 

环评

结论

与建

议 

9.3．1、结论 

（1）项目概况 

本改扩建项目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村委（在现有厂区内扩建，不新增土地），内

容有：采用铝介球(Al2O3)替代原先硅卵石（SiO2）；原有的 1 套干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

柴油，改为燃烧天然气；增加一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增加一台球磨机；翻建仓库。

本项目利用原有项目的生产车间、办公楼、职工休息室、道路等设施，项目建设完成后，企业

有两套喷干系统，一用一备，生产能力从年产 10000t 锆英粉提高到 20000t 锆英粉。目前，改

扩建项目已经部分建设完成（完成了添置 1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和 1台球磨机的建设，

已经在用），利用铝介球(Al2O3)替代了原先的硅卵石。 

（2）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的淘汰类和限制类项目，也不属于《江

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十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

的“16 非金属矿精细加工（超细粉碎、高纯、精制、改性）”，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

产业政策。 

（3）项目选址可行性与规划相容性 

本项目在现有厂址内建设，不新增土地，用地为工业企业用地，同时作为技术改造项目，符合

当地嘉泽镇镇域区域现有的近期（2015年）发展规划。 

（4）清洁生产原则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以天然气取代柴油作为燃料，选用了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设备，产品质

量较优，在生产过程中循环回用中间产物，提高了原料利用率，同时极大的降低了污染物的产

生量。因此，本项目能够满足清洁生产要求。 

（5）污染物达标排放分析 

A.本改扩建项目生产中间环节产生的废水进行了循环利用，实现了生产废水的“零”排放。公

司实验室排放的清洗废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生活污水经厂内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

用于绿化。车间的清洗废水和工艺冷却水均回收后循环使用。厂区的初期雨水收集沉淀后用于

绿化或生产。因此本项目实现了“零”排放废水。  

B.本项目产生的废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后，排放的污染物的浓度能够达到相关标准排放浓度

限值的要求。 

3.本项目产生硅衬里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粉尘、雨水收集池、冷却水集水池

和地下集水池形成的底泥（含天然放射性）回收后作为原材料重新利用，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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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零”排放。 

D.厂址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发生了变化，企业厂界声环境由原来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3类和 4a类（靠道路侧）调整为执行 2类（北、西厂界）、3类（东厂界）

和 4a 类（南厂界，靠道路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由原来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和 4类（靠道路侧）调整为执行 2类（北、西厂界）、

3 类（东厂界）和 4 类（靠道路侧）。本次改扩建时，通过采取噪声综合治理措施后，预计厂界

噪声将达到其执行的《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的要求，不会扰民。 

D.采用了各项辐射污染防治措施和管理措施，本项目车间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所受的辐射照射

剂量也能满足国家的标准要求，并低于剂量管理目标值和剂量约束值。 

综上，本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6）总量控制 

本项目运行后，企业将削减 SO2 4.7t/a；削减粉尘 0.4t/a，全厂排放粉尘 0.7t/a、SO2 0.30t/a、

NOx 0.62t/a。 

A.本项目没有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 

B.本项目完成后全厂固体废物“零”排放。 

综上，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能够满足总量控制的要求。 

（7）污染物排放不会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下降 

本改扩建项目建成后，生产废水实现了“零”排放；生活污水通过厂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用于厂区绿化，也实现了“零”排放；厂区初期雨水经收集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实现了“零

排放”。总体上来讲，本项目对水环境影响很小，不会降低周围地表水水环境功能等级。 

A.环境影响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实施后，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环境空气质量维持现状。 

B.本项目所产生的固废，针对其特点进行循环利用或合理处置后，固体废物能够做到“零”排

放。 

C.通过落实切实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厂界噪声能够满足所执行的标准要求，对环境保护

目标-前潘塘村的 D.噪声无明显的增加贡献，对厂界西侧的花木市场商业街的噪声影响也较小。 

采取了各项辐射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车间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所受的辐射照射剂量也能满足

国家的标准要求，并低于相应的剂量约束值和剂量管理目标值。 

因此，本改扩建项目排放的污染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当地环境质量能满足目前的

区域环境功能要求。 

（8）风险评价结论 

本项目潜在的风险主要为辐射风险。经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后，能确保本项目

的风险水平在可控制和承受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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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众参与 

A.本次公众参与采用三种方式，即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示和问卷调查。 

B.公众参与的结果表明：大部分公众对环境质量现状比较满意，对本项目有一定了解，认为本

项目建成后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较小。总计发放了 161 份公众参与问卷调查表，其中 3

人持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原因认为企业的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大。总的来说，本项目周围公众

对项目的建设总体上持支持态度。 

综上，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与嘉泽镇现有的近期（2015年）规划相容、选址

合理，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防治措施可行、能够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的要求，对环境

影响较小，采取防范和应急措施后环境风险可以接受，周边群众总体上对本项目持支持态度。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9.3．2、要求与建议 

针对本项目的建设特点，环评单位提出如下建议，请建设单位遵照执行。 

（1）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文件的精神，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 

（2）在噪声治理措施到位后明确降噪措施的实际降噪效果，以达到预期的降噪效果，并关注厂

界噪声的实际排放情况，做到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并满足相应的环境功能区的噪声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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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批复意见 

批复

意见 

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常环核[2016]7 号《市环保局关于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主要意见如下： 

一、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

和控制，因此，仅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你公司《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原则同意武进区环保局的预审意见。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落实

预审意见和《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辐射工作

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18871-2002）中相

应的剂量限值要求，确保其他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采用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控制原料中天然

放射性水平，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项目节能环保措施及

物耗、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应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原则建设厂区排水管网系统。本项目生产废水循

环利用，不得外排；实验室产生的清洗废水，由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回收处置；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尽可能用于厂区绿化，必须排放的须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的要求。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

新增 1套喷干系统，改造 1套喷干系统，2套喷干系统一备一用，均燃烧清洁能源—天然气，废

气经旋风收尘器、布袋收尘器两级除尘后，经排气筒（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米）集中排放，确

保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须采取有效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合理布局，

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北、西厂界）、

3类（东厂界）、4类（南厂界）标准要求。 

（五）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

用措施。严格将放射性废物混入非放射性废物中，严禁将危险废物混入一般废物。含放射性废

物应单独存放于具有防雨、防扬散、防渗漏等功能的暂存库，并设有醒目的放射性警示标志，

放射性废物须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危险

废物暂存场所应按国家《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设置，防止造

成二次污染。 

（六）原料堆放区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防盗和辐射安全防护措施，设置相应的放射性标志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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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期对空气、土壤、水体的放射性水平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应及时报我局备案。 

（八）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的培训、考核，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和职业健康档案，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九）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完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

环境风险。 

（十）本项目各类排放口须符合《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要求。 

（十一）项目建成后污染物排放量核定为（单位：吨/年）： 

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SO2≤0.3、NOx≤0.62、粉尘≤0.7。 

2.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十二）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与公众沟通，及时解决公众

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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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竣工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竣 工

验 收

监 测

结 论 

9.5．1、环境管理核查和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1）环境管理检查情况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情况 

1 “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该项目已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批复。 

2 公司环境管理体系、制度、机构建设情况 设置专人负责环保。 

3 污染处理设施建设管理及运行情况 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投入运行。 

4 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 雨水、废气排污口设置标识牌。 

 

9.5．2、对照“环评批复”要求，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汇总表如下。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采用先进工艺、先

进设备和控制原料中天然放射性水平，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

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项目节能环保措施及物耗、

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应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安装自动分装装置，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与设备，烘干装置采用布袋除尘

与旋风除尘结合的方式，减少放射性污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原则建设厂区排水管网

系统。本项目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得外排；实验室产生的清

洗废水，由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回收处置；生活

污水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尽可能用于厂区绿化，必须排放的

须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要求。 

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有排水管网

系统，生产废水全部回用；实验室产生

的废水已委托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处理；生活污水经污

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尽可能用于厂区绿

化。雨水经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多

余排入马腰沟河，排入马腰沟河雨水经

监测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的二级要求。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废

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新增 1套喷干系统，改造 1套喷干系

统，2套喷干系统一备一用，均燃烧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

经旋风收尘器、布袋收尘器两级除尘后，经排气筒（排气筒高

度不低于 15米）集中排放，确保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喷干系统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

级标准要求。 

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须采取有效减振、隔声、消声

等降噪措施并合理布局，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北、西厂界）、3

类（东厂界）、4类（南厂界）标准要求。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厂界四周夜间

噪声排放值均超标，厂界东侧和北侧昼

间噪声排放值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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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

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严格将放射性废物混入

非放射性废物中，严禁将危险废物混入一般废物。含放射性废

物应单独存放于具有防雨、防扬散、防渗漏等功能的暂存库，

并设有醒目的放射性警示标志，放射性废物须在环保部门的监

督下妥善处理；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危

险废物暂存场所应按国家《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的要求设置，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公司现存废渣约 455kg，为 2005年

以前产生的沾有油污等杂质的锆英砂原

料，2005年后进货方式改变，不在产生

此类废物。企业现建有放射性废物专用

固体废物库，用于存放废渣，固废库门

口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告

说明。 

原料堆放区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防盗和辐射安全防护措施，设

置相应的放射性标志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公司对原料的管理制定相应的制度，原

料堆周围醒目位置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定期对空气、土壤、水体的放射性水平进行监测，监测结

果应及时报我局备案。 

公司已制定监测计划和监测制度，定期

委托有资质的范围对公司周围空气、土

壤、水体的放射性水平进行监测。 

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的

培训、考核，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档案，配备必要的

个人防护用品。 

公司辐射工作人员目前只有 1人通过了

辐射安全的培训和考核，其余人员已纳

入培训计划，将尽快安排人员参加培训。 

公司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剂，

定期进行个人剂量检测和职业健康体

检，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档

案。公司已配备 1台巡测仪。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完

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

施，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

境风险。 

公司制定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经专家评审后实施。 

本项目各类排放口须符合《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

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要求。 

雨水、废气、噪声排放口及固体废弃物

的存放地均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

范化整治管理方法》的要求设置标志牌。 

项目建成后污染物排放量核定为（单位：吨/年）： 

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SO2≤0.3、NOx≤0.62、粉

尘≤0.7。 

2.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根据验收监测期间的监测数据核算，结

果表明大气污染物中的 SO2、NOx、粉

尘的年排放总量均满足常州市环境保护

局审批意见中核定的大气污染物年排放

量考核的指标要求。 

固体废物按照环评要求回用或者委托环

卫部门处置。建设固废库，用于存放含

放射性的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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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与公

众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

保护诉求。 

公司设有接待室，与周围公众保持沟通。 

 

9.5．3、结论与建议 

9.5．3.1、结论 

（1）工程概况：本次验收监测项目为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吨锆英粉改扩

建项目。 

（2）辐射验收监测结果：  

a）原料堆放区、成品堆放区、烘干线、包装位辐射剂量率相对较高，生产车间外及厂区外环

境除靠近原料堆放区处辐射剂量率相对较高，其余监测点位处的辐射剂量率处于江苏省环境

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范围内。 

b）成品堆放区氡浓度为 7.41Bq/m3，一车间内和二车间内氡浓度均未检出。 

c）厂区周围环境土壤样品和厂区西侧马腰沟河（雨水排放水体）内底泥中放射性核素铀-238、

钍-232、镭-226、钾-40含量均处于江苏省土壤天然放射性水平范围内。 

固废库南侧绿化中放射性核素铀-238、钍-232、镭-226 含量均高于江苏省土壤天然放射性水

平。建议企业对该区域土壤受污染情况进行调查检测，确定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 

d）马腰沟河三个断面处地表水中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参考）中放射性指标指导值。雨水收集池中废水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

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限值要求。 

e）车间排气口南侧气溶胶中钍-232 低于检测下限（4.8×10-5 Bq/m3），铀-238 活度浓度为

4.7×10-4Bq/m3、镭-226活度浓度为 7.4×10-5Bq/m3、钾-40活度浓度为 1.9×10-4Bq/m3；

固废库南侧气溶胶中铀-238、钍-232、钾-40 均低于检测下限，镭-226 活度浓度为 4.8×

10-5Bq/m3。 

（3）非辐射项目验收监测结果 

a）除尘器烟尘排口处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颗粒物（粉尘）浓度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6451-2011）表 5中金属及合金制取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b）厂区环境空气中总悬浮颗粒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表 2：环境

空气污染物其他项目浓度限值中二级浓度限值要求。 

c）厂区四周厂界处夜间噪声排放值均超标，东侧厂界、北侧厂界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标。 

d）厂区雨水排口雨水中 pH，化学需氧量（COD）、悬浮物浓度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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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目标剂量：经分析与估算，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符合《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剂量限值要求和项目管理目标中剂量约束值

要求。 

（4）环境保护安全措施：该项目已按环评要求落实了安全措施，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原

料堆放区和成品堆放区已按规范要求设置了醒目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公司已配备了 1 台辐

射监测仪；公司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体检，并建立了个人剂量监

测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5）安全管理：公司内部安全管理机构已成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较为完善；公司现有辐

射工作人员只有 1 名通过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其余人员已纳入培训计划，将尽快

安排人员参加培训。 

9.5．3.2建议 

1）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

高企业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辐射安全；  

2）加强公司各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提高各类污染物去除效率，保证废水、废气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 

3）加强固废、原料、成品的存放安全管理。 

4）加强企业辐射安全管理，明确管理小组成员职责，完善放射性事故的紧急处理预案，并组

织进行放射性事故应急演习； 

5）每年上报环保主管部门厂区周围环境现场检测报告，包括项目周围空气、土壤和水体放射

性监测数据。 

6）采取有效的降噪、减振措施，保证厂界噪声排放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相应功能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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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立安达科自主开展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安达科按照“《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环办评函（2017）1235号、《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通知要求，成立安达科自主开展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 

验收工作组组成表 

序号 验收组成员单位 验收组单位名称 备注 

1 建设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 / 

2 
环评单位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 

3 施工单位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4 

竣工环保验收监

测报告报告编制

单位（包括职业卫

生三同时）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 

5 专业技术专家 待定 待定 

 

 

编制单位： 安达科（江苏）陶瓷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1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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