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11 月 16 日，建设单位在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主持召开了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并邀请 3 名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
，依据“安徽雷鸣科化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专家意见”形成了以下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名称：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规模：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
建设地点：安徽省淮北市东山路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7 年 4 月委托安徽长之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安
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该项目环评报告于 2017 年 4 月通过淮北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

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竣工并投入调试。本项
目实际总投资 1779.7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25 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1.4%。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环评时规模为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该建设项目至今未接到
环保投诉。项目环评主要工程内容与实际主要工程内容对照表见下表。
工程

实际建设情

项目

技改前工程内容

技改后工程内容

内容

况
原有交联剂工房旁新建 1 处原料
配料工房，砖混、框架，占地面 积
原有工房为轻钢屋顶的配料工房，

原料

占地面积 132 平方米(12*11)，

316.11m2(25.7*12.3*6.3)
增建连通混合装药工房的轨道

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硝酸铵暂存
配料

悬挂输送走廊，安装轨道悬挂输

与环评一致

间、铝粉暂存 间、大理石粉暂存
工房

送系统（原料上料轨悬挂输送系

主体

间以及田菁 粉（瓜尔胶）暂存间，

工程

三部分都有配料功能。

统采用国内有资质厂家制造设
备）；配料房内主要存放大理石
粉、硝酸钠、胶结剂等干物料。

硝酸
甲胺
中和

硝酸甲胺制造，利用现有硝酸甲胺

硝酸甲胺制造，利用现有硝酸甲

中和工房及其生产设备，占地面积

胺中和工房及其生产设备，占地

87.36m2(10.4*8.4*6)；存储

面积 87.36m2(10.4*8.4*6)；

量 1.5t

存储量 1.5t

与环评一致

仅对自动化控制程序进行改造，
工房

无自动设备，具有部分连锁保护功
实现现场无人化自动控制运行，

主体

与环评一致

能，操作方式为现场人工控制。
不涉及工艺技术变化

工程
水胶

混药为钢结构工房，占地面积 176

混药、装药，框架，占地面积

与环评一致

炸药

平方米；装药钢结构屋顶混凝土框

480m2(24*20*8.4)，暂存能力

混合

架，占地面积为 312m2、暂存能力

2.5t。

装药

2.5t。
混药工房占地面积 276m2，按二

工房

层设计布置，一层由硝酸铵溶液
混药工房占地面积 176m2，按二层

制备间、液压站间、液态物料暂
存间、空压机间、配件工具间、

设计布置，一层由硝酸铵溶液制备
成品料槽及装 药输送泵间以及
间、电锅炉间、配电间、上料皮带
提升机和步梯间组成；二层由珍
间、 成品料槽及装药输送泵间以

与环评一致
珠岩存料间、加料间、液态物料

及步梯间组成;二层由珍珠岩 存
加料间、悬吊车干物料间、混药
料间、加料间、硝酸铵加料 间、
间、电热锅炉 热泵间、提升机和
杂品间。
步梯间等组成。增加从干物料配
料间到混药工房悬挂车运行封闭
栈道
原有技术为美国杜邦公司技术，经

混合采用该生产线现有的工艺技

过 30 多年已经全部转化为我们自

术，主要生产设备为石家庄成功

己的技术，主要设备有南通大野等

机电有限公司设备，并采用石家

多家公司设备，无自动化控制技

庄成功机电有限公司提供自动控

术。

制系统技术

原装药工房与混药工房联建，单层

新建装药工房，与混药工房联

设计布置，占地面积

建，单层设计布置；占地面积为

13*24=312m2

24*8.5=204m2

装药采用 4 台美国引进的
KartridgpakChubmaker4000
型装药机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装药采用美国引进的
KartridgpakChubmaker400
0 型装药机及 2 台石家庄成功机
电有限公司生产的 CRDZY 型装

与环评一致

药机(一用一备）
水胶
炸药
包装

水胶炸药包装，占地面积 432m2， 水胶炸药包装，占地面积 432m2，
暂存能力 1.5t

暂存能力 1.5t

包装转运工房，占地面积为 288m2

转运

与环评一致

包装转运工房，利用原建成的包
装转运工房，占地面积为 288m2

与环评一致

包装采用国内厂家生产的全自动
工程

无自动包装，均为手工操作

与环评一致
包装线

无

自动控制，占地面积 63m2

与环评一致

分成配电间和控制室监控操作间
2 部分，其中内间为配电间，实
主体

用面积 6 米*2.5 米*3 米，控制

工程

室监控操作间为 7.76 米*6 米
*3 米。配电间内安装尺寸为 0.8
米*0.6 米*2.2 米的配电柜 5 台

中心
控制
无
室

(包含原料制备以及中和工序、

与环评一致

混药装药、包装工房的配电）；控
制室监控操作间布置 7 工位中心
操作台（分别为原料制备与中和
工位、水胶混合工位、装药包装
工位、视频监控、悬吊车工位、
门禁工位）和一套大屏幕电视墙
(配备 4 台大屏幕)。

浓硝
酸储
储运
罐

酸储存、稀释；浓硝酸储存能力

硝酸储存、稀释；浓硝酸储存能

110t，稀硝酸储存能力 63t

力 110t，稀硝酸储存能力 63t

与环评一致

工程
甲胺
场

一甲胺储存，储存量 46t

一甲胺储存，储存量 46t

与环评一致

液态
硝酸

(室外储罐)硝酸铵水溶液储罐，

(室外储罐）硝酸铵水溶液储罐，

铵储

45m3

30m3

与环评一致

罐
本次技改后，不使用固态硝酸铵，
硝酸
铵库

储存能力 150t

与环评一致

作为备用

储运
工程

全部使用液态硝酸铵；硝酸铵库

成品
装车
位

成品装车，18 平方米，装车能力

成品装车，18 平方米，装车能力

2.5t

2.5t

与环评一致

公司自备一口深水井，作为生产、 公司自备一口深水井，作为生产、

供水

公用
工程

生活、消防的供水水源，水井出水

生活、消防的供水水源，水井出

量为 100m3/h，由 2 台深井潜水

水量为 100m3/h，由 2 台深井

泵（扬程 156m)向公司现有的

潜水泵（扬程 156m)向公司现有

500m3 和 200m3 高位水池供水， 的 500m3 和 200m3 高位水池供
再由高位水池向室外供水管网供

水，再由高位水池向室外供水管

水。现有厂区最大日用水量为

网供水。现有厂区最大日用水量

225.18m3。一次消防水量为

为 225.18m3。一次消防水量为

270m3，没有增加。

270m3，没有增加。

厂区生活污水经现有的化粪池、地

厂区生活污水经现有的化粪池、

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排入市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排入

政管网；雨水通过厂内明沟有组织

市政管网；雨水通过厂内明沟有

排入市政管网。

组织排入市政管网。

本项目供电利用原有市政供电网

本项目供电利用原有市政供电网

供电。

供电。

排水

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致

供电

与环评一致

环保

污水

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生 活

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生活

工程

治理

污水经管网收集后由企业 现有化

污水经管网收集后由企业现有化

与环评一致

措施

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

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排入市政管网。

后排入市政管网。
混药车间内干物料料仓和螺旋机

废气
料斗接口处设置有防尘密封装
治理

车间进行自然通风

与环评一致
置、加强车间通风换气，安装防

措施
爆型轴流风机。
噪声
厂房隔声、设备减震、隔音降噪等

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设备减震、

措施

隔音降噪等措施

生活垃圾由公司环卫部门统一收

设置垃圾箱；由公卫部门统一收

集、清运

集、清运

防治

与环评一致

措施
环保

与环评一致
工程

固废
防治

设置固废收集箱；供货商回收利
废包装袋供货商回收利用

措施

与环评一致
用

废原材料企业回收再利用

企业回收再利用

与环评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职工全部在公司内部调剂，不新增工作人员，不存在新增职
工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原有生活污水经管网收集后由企业现有化粪池、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本次技改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依托废水收集池和三级沉淀池处理
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2、废气

本项目技改后取消破碎机破碎工位，并取消破碎操作人员，实现自
动检测，且原料使用胶结剂替代田菁粉，生产车间内粉尘量会明显降低；
本项目原料配料由人工在原材料库按照工艺要求进行配料，用地轨车
（进行自动移动）将悬挂车料仓运行到各材料间依此加料，再由悬挂车
送至混药加料间螺旋机料斗，由螺旋输送机送至混药罐，生产车间内不
会产生配料粉尘。混药车间内物料料仓卸料工序会产生少量的无组织粉
尘，本次技改在混药车间干物料料仓和螺旋机料斗接口处设置有防尘密
封装置，防止卸料时粉尘污染。
本项目技改后，在采取防尘密封措施的同时，企业采取加强车间通
风并安装防爆型轴流风机加强通风换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要求。
3、噪声
本项目采取厂房隔声、设备基础减震、厂区绿化等降噪措施。此外，
本次技改后取消了破碎工位，较技改前的噪声排放会明显降低。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产固废以及生活垃圾。
本项目产生的废原材料由企业回收再利用；大理石粉、铝粉、胶结
剂等原料的废包装袋，统一收集后定期由供货商回收再利用，不外排。

本项目废水收集池和三级沉淀池中的沉淀物主要是大理石粉、田菁
粉，参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水回用，收集池中的沉淀物不属于危险
废物，且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本项目职工全部在公司内部调剂，不新增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
圾由公司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不存在新增职工生活垃圾造成环境污
染的问题。
四、验收监测结果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6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3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监测结果最大值为 0.315mg/m ，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排放标准的要
求。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白天厂界噪声在 41.5~59.8 之间，厂界西、北、南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
准；东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的 4a 类标准。
3、水及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