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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1.1 企业简介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3 年 10 月，公司隶属于联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7958 万元，是一家专业从事农药等精细

化学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江苏省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内，占地

360 亩。公司已投入了资金 54500 万元，完成厂房土建工程 105000

余平方米，共有 20 多个产品投入生产，公司产品 80%以上销往西欧、

美国、日本等国际市场。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 安全和职业健康认证。并先后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制造业百强企业、江苏省含氟农药清洁生产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创新型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

农业科技型企业、江苏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点企业、对外贸易民

营 500 强、中国农药企业 100 强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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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有产品手续情况 

江苏联化厂区分为南、北两个厂区，实际生产 26 种产品，其中

北厂区生产 18 种产品，南厂区生产 8 种产品，现有产品审批手续情

况见表 1.2-1。 

表 1.2-1  现有产品审批手续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经信备案许可 

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安评批复文号 

是否符合

产业政策 

1 1000t/a 广灭灵 
省备

32000001177 

盐环管[2004]7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审查)许字

[2009]001 号 

是 

2 500t/a 广灭灵 3209000707981 
盐环管

[2008]30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审查)许字

[2008]21 号 

是 

3 
1500t/a2-氰基-4-

硝基苯胺 
XJT2005005 

盐环管[2006]3

号 

盐安危化（设）

准字第 185 号 
是 

4 
600t/a2-氨基-5-

硝基苯酚 
XJT2005005 

盐环管[2006]3

号 

盐安危化（设）

准字第 185 号 
是 

5 
500t/a 索酚磺酰

胺 
XJT2005003 

盐环管[2006]3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审查)许字

[2009]001 号 

是 

6 
2000t/a 索酚磺酰

胺 
3209001104008-1 

盐环审

[2012]54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2]07

号 

是 

7 
200t/a 氟磺胺草

醚 
32090000396 

盐环管[2006]3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审查)许字

[2009]001 号 

是 

8 3100t/aCMOH 3209000701560 
盐环管

[2007]44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审查）审字

[2008]03 

是 

9 
5000t/a 邻氯苯甲

腈 
3209001104008-1 

盐环审

[2012]54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2]07

号 

是 

10 200t/aTACSIFUN 3209000800610-1 
盐环管

[2008]107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设立）许字

[2008]46 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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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00t/a 唑草酮 3209001000338 
盐环审

[2010]41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设立)许字

[2010]25 号 

是 

12 500t/a 联苯菌胺 3209001000338 
盐环审

[2010]61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设立)许字

[2010]32 号 

是 

13 300t/a 甲虫胺 3209001000338 
盐环审

[2010]61 号 

盐安监危化项目

(设立)许字

[2010]32 号 

是 

14 600t/aXDE 3209000702275 
盐环管

[2007]44 号 

备案编号：

320921-2013

（预）003 

是 

15 50t/aFM 3209001104009-1 
盐环审

[2012]71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2]12

号 

是 

16 150t/aSF105 3209001003059-1 
盐环审

[2013]12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2]06

号 

是 

17 200t/aATA 3209001003901 
盐环审

[2013]13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2]11

号 

是 

18 300t/aMAT28 3209001003901 
盐环审

[2013]13 号 

320921-2015（化

—预）006 
是 

19 250t/aMAT26 3209001500463 
盐环审[2015]6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3]02

号 

是 

20 
5000t/a 邻氯苯甲

腈 
3209001300684 

盐环审[2015]6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3]24

号 

是 

21 1300t/aLT350 3209001400092 

盐环审

[2015]51 号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4]24

号 

是 

22 500t/aFL222 3209001400092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4]37

号 

是 

23 1500t/a 联苯菊酯 3209001304440 

盐危化项目(条

件)审字[2014]37

号 

是 

24 150t/aDBEDA 3209001500293 
盐环审

[2015]58 号 

320921-2015（化

—预）011 
是 

25 650t/aCLDMBA 3209001500293 
320921-2015（化

—预）0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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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0t/aMTF 3209001500468 
盐环审[2016]9

号 

320921-2015（化

—预）006 
是 

1.3 污染物排放标准（接管标准） 

1.3.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及项目环评报告，联化科技工艺废气中 NOx、

硫酸雾、氯苯类、甲苯、HCl 和 Cl2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标准；叔丁醇和 DMF 排放标准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计算。具体标准见表

1.3-1。 

表 1.3-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名称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N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烟囱高度

（m） 

排放速率 

（kg/h） 
监控点 浓度(mg/Nm3) 

HCl 100 25 0.915 

周界外浓度最高

点 

0.2 

臭气浓度 6000 无量纲 25 / / 

甲苯 40 35 24 2.4 

甲苯 40 25 11.6 2.4 

Cl2 65 25 0.52 0.4 

NOx 240 25 2.85 0.12 

硫酸雾 45 25 5.7 1.2 

非甲烷总烃 120 25 35 4.0 

叔丁醇 — 35 31.95 — — 

DMF — 35 1.35 — — 

DMF — 25 0.66 — — 

注：1、叔丁醇和DMF排放标准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13201-91）计算：Q（kg/h）=CmRKc，其中Kc：地区性经济技术系

数1；R：排放系数，江苏地区、空气二类功能区、Cm：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2、邻氯甲苯参照氯苯类。 

 

1.3.2 废水接管标准 

依据园区的统一要求，废水处理站常规指标需满足表 1.3-2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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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特征因子需满足盐环管[2008]29 号文和盐环办[2010]179 号文要

求。 

表 1.3-2      响水生态化工园区污水厂接管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备注 

1 pH 6～9  

2 CODcr 500mg/L  

3 BOD5 300 mg/L  

4 SS 500 mg/L  

5 氨氮 30 mg/L  

6 总磷 3 mg/L  

7 色度（稀释倍数法） 200 倍  

8 总盐 5000 mg/L  

9 挥发酚 0.5 mg/L  

10 硝基苯 2.0mg/L  

11 苯胺类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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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处置评估 

2.1 收集系统评估 

（1）生产工艺废气 

（1）桶装原料均通过抽料真空泵抽入反应釜，原料桶置于全封

闭进料室，对无组织废气进行负压抽吸。 

 

液体桶装料封闭系统进料 

（2）不同工段物料转移，液态物料全流程管道压力输送，杜绝

无组织废气的产生；不同工段固态物料通过溶剂溶解后在通过管道输

送至反应釜。合成反应釜除检修外，均处于密闭状态，避免任何形式

的废气外溢。 

（3）固态投料点采用全封闭微负压形式，杜绝投料过程反应釜

废气外溢及固态物料粉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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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料密闭负压投料系统 

（2）无组织废气收集 

（1）离心分离采用全自动离心机，离心过程产生的废气通过管

道输送至尾气处理系统；抽滤过程中在密闭空间进行，通过微负压收

集抽滤产生的无组织废气，引风至尾气处理系统。 

 

全自动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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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抽滤 

（2）车间废水收集池加盖封闭，同时配有废气抽吸系统，废气

负压抽吸至无组织废气处理系统。 

 

废水收集池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 

（3）对于生产装置取样检测点位无组织废气，均采用密闭负压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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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检测点位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 

（4）中转罐、暂存罐等呼吸气就通过管道收集至无组织废气处

理装置。 

（3）储运工程 

（1）储罐卸车管线、物料输送管线、均装有气相平衡管线。 

（2）储罐配套呼吸阀，设相应的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 

（4）废水处理站、固废库及焚烧炉 

污水站位于北厂区西北角，主要用于处理厂区内各车间生产废

水，目前企业已对收集池、厌氧池加罩密闭，并将尾气接入三级碱洗

+光催化氧化处理后排放。固废库已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封闭。 

固废焚烧炉位于北厂区西侧。调研期间焚烧炉处于停炉状态，从

调阅焚烧炉在线系统历史数据显示，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各项指标危

险废物烟气排放标准。 

部分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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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站集气罩       光催化装置 

 

   

   三级碱吸收       固废焚烧炉及排气筒 

企业通过自动化改造后，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高，全流程通

过 DCS 控制，可以有效避免因工人误操作造成的废气排放。同时通

过生产装置的升级，实现从进料、转移到最后的出料全流程密度，可

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工艺废气和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停产整治期间，企业通过改进固体物料投加系统、密闭取样点位

等实现了将生产过程中无组织废气有效收集。 

通过以上改造，车间废气收集率可实现 90%以上。 

2.2 废气处理设施现状 

2.2.1 处理工艺 

江苏联化各车间尾气均得到有效处置，现状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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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江苏联化各车间废气排气筒现状 

厂区 原排气筒编号 产品名称 厂房位置 废气处理装置名称 主要污染物因子 

北厂区 

N1 
联苯菊酯 

A1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二氧化硫、HCl 

N2 “一级酸（HCl）洗” 三乙胺 

N3 TACSIFUN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溴化氢 

N4 

500t/a 索酚磺酰胺 

A2 

“一级水洗” 叔丁醇 

N5 “一级水洗” DMF 

N6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Cl2、HCl 

N7 
A3 

“二级降膜水吸收” HCl 

N8 “二级降膜水吸收” 甲苯 

N9 

A5 

/ F-22 

N10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Cl2、HCl 

N11 冷凝 甲苯 

N12 

唑草酮 

A8 

“二级碱吸收” 氮氧化物 

N13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HCl、Cl2、硝基苯 

N14 A9 

“二级碱吸收+活性碳吸附” 氮氧化物 

“活性碳吸附” 硝基苯 

“二级碱吸收+活性碳吸附” HCl、庚烷 

“活性碳吸附” 丙酮、丙烯酸乙酯 

N15 

广灭灵 

A4 
“二级酸洗塔+活性炭吸附” NH3、NOx 

“活性炭吸附” 非甲烷总烃 

N16 B2 
“一级酸洗+一级水洗+活性

炭吸附” 
N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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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 原排气筒编号 产品名称 厂房位置 废气处理装置名称 主要污染物因子 

活性炭吸附 非甲烷总烃 

N17 
FM B4 

“一级水洗+一级碱洗” HCl 

N18 “一级水洗+一级碱洗” SO2 

N19 
氟磺胺草醚 B5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HCl 

N20 “一级水吸收” 乙醇 

N21 

XDE D8 

“活性炭吸附” DMI 

N22 “活性炭吸附” 甲苯、正丁醇 

N23 “活性炭吸附” 甲苯、DMSO 

N24 
3100t/aCMOH 

C1 “活性炭吸附” 二甲苯、MIBK 

N25 C2 “活性炭吸附” CAT、非甲烷总烃 

N26 北厂区焚烧炉 
“中和喷淋+干式吸收+布袋

除尘” 

甲苯、甲醇、HCl、烟尘、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氟

化氢、氨、二噁英 

N27 导热油炉 /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N28 
邻氯苯甲腈 D2 

“一级水洗+一级酸洗” 
氨气、邻氯甲苯、氯化铵、

邻氯苯甲腈 

N29 一级水洗+一级酸洗 邻氯甲苯 

N30 

FL222 D3 

“两级降膜水吸收+一级碱

吸收” 
HCl 

N31 
“两级降膜水吸收+一级酸

吸收” 
氨气 

N32 
一级水洗+一级氧化碱洗+

一级活性炭-脱附 

甲醇、甲苯、异己烷、氯

苯 

N33 一级酸吸收 氨气、异己烷、氯苯 

N34 
一级水洗+一级氧化碱洗+

一级活性炭-脱附 

氯苯、异己烷、氯化氢、

硫酸、甲醇、甲苯、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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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 原排气筒编号 产品名称 厂房位置 废气处理装置名称 主要污染物因子 

氯甲酸乙酯 

N35 / 氢气、甲醇、甲苯 

N36 D4 

“二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

吸收” 

氯化氢、氯气、三氯化磷、

二氧化硫 

“一级降膜水吸收+一级碱

吸收” 
硝酸、硫酸、甲醇 

N37 北厂区污水处理池 “三级碱吸收+光化除臭” 氨、VOC 

N38 

2000t/a 索酚磺酰胺 B8 

“DMF 吸收+水喷淋+活性

炭吸附” 
DMF、F-22 

N39 

“两级降膜水吸收+三级碱

洗” 
叔丁醇、乙酸、甲苯、DMF 

“两级碱洗” HCl、Cl2、NOx、硫酸雾 

N40 
MAT28 B6 

二级水洗+二级碱洗 
氯化氢、二氧化硫、乙酸

乙酯 

N41 布袋除尘 粉尘 

N42 

MTF D8 

碱洗+活性炭吸附-脱附 
氯化氢、二氧化硫、甲苯、

MFA 

N43 
-20℃冷凝+二级水洗+活性

炭吸附-脱附 

甲苯、氯化氢、MFA、MTF、

甲醇、庚烷 

南厂区 

S1 

LT226（甲虫胺） G1 

“一级碱吸收+活性炭吸附” 
甲醇、THF、异丁醇、甲

苯 

S2 

“一级碱吸收+活性炭吸附” 异丁醇 

“一级碱吸收+活性炭吸

附” 
现场引风 

S3 “一级碱吸收+一级碱洗” 
甲醇、乙酸、乙酸乙酯、

甲苯、溴乙烷、一甲胺 

S4 FL923（联苯菌胺） G3 “一级降膜水吸收+活性炭 四氢呋喃、异丁醇、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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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 原排气筒编号 产品名称 厂房位置 废气处理装置名称 主要污染物因子 

吸附” 

“一级降膜水吸收+活性炭

吸附” 
现场引风 

S5 南厂区污水收集池 
“二级碱吸收+四级低温等

离子除臭+一级碱液吸收” 
氨、VOC 

S6 南厂区焚烧炉 

“一级碱洗+焚烧炉+余热回

收+急冷+活性炭吸收/石灰

石脱酸+布袋除尘器+一级

碱洗” 

环戊二烯、MIBK、甲苯、

氯化氢、SO2、 

烟尘、氮氧化物、THF、

二噁英 

S7 DBEDA F2 
"-20℃冷凝+二级酸洗+二

级活性炭 

叔丁胺、二氯乙烷、甲苯、
DBEDA 

S8 MAT26 F2 两级水洗+一级碱洗 

氨气、甲醇、甲苯、乙醇、

乙酸乙酯、草酸、乙酸、

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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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每季度委托第三方对现有废气处理设施进行第三方监测，数

据显示江苏联化各生产车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工况，压力，流量等均

正常。各项指标等均满足排放要求。 

目前，生产工艺废气主要依靠碱吸收、水吸收和活性炭吸附等工

艺，处理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二次污染。为降低二次污染，企业已制

定 RTO 焚烧方案，并已列入采购计划。 

2.2.2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及管理 

（1）各废气处理设施均有专人管理，采用三班倒形式。废气处

理装置旁设有操作记录台账，对各项操作需实时记录，并设有操作规

程和严格的奖惩措施。 

 

废气处理装置运行台账 

（2）对于活性炭吸附塔更换，严格按照最大产能时吸附饱和的

更换频次进行更换，并及时记录，定期抽查。 

（3）对于酸性气体采用碱吸收工艺的，所有碱吸收点位按照 pH

在线仪，并通过 DCS 控制实现实时监控，精准加药。当 pH 小于 11

时，工人会及时更换碱液，以确保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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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委托省环科院定期开展 LDAR 工作，制定详细的泄

露与修复计划，并严格落实。 

 

PH 在线仪 

 

DSC 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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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废气收集及处理系统存在不足及优化方案 

2.3.1 主要存在问题 

现在废气处理工艺存在二次污染，废气中污染物主要转移至废水

和固废中去。 

2.3.2 优化方案 

加快废气焚烧炉（RTO）的设计和施工，RTO 建成后保留现有废

气处理设施，在 RTO 检维修期间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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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水预处理设施评估 

3.1 厂区废水收集情况 

目前，厂区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公司废水包含工艺废水、

生产管理废水、生活污水及初期雨水。生产车间冲洗水、设备清洗水

和设备检修废水经车间地沟收集，汇入车间集水池最后由泵通过架空

管道打入污水处理区。 

目前，全厂设有工艺废水总管道共 5 类，分别为：高盐废水总管、

酸性废水总管、高毒性废水总管、高 COD 可生化废水总管和低浓度

废水总管。 

 

工艺废水主管道 

车间设有三个废水收集池，酸性废水直接由泵打入废水总管。废

水收集池设有 pH、液位和温度探头，并接入车间中控 DCS 系统，液

位计和废水提升泵实现联动。 

废水收集池提升泵出口端均设有电磁流量计，同时车间新鲜水进

水管设有水表，通过进出水量考核，实时监控废水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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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废水收集池                电磁流量计 

 

车间地沟收集                   中控室 

此外，办公区生活污水先流入化粪池后再通过泵提升至污水站综

合调节池；初期雨水由污水提升泵通过专管打入污水站综合调节池。  

3.2 废水预处理设施现状 

3.2.1 废水来源、组成及处理情况 

根据废水处理站的设计方案及建设图纸，厂区废水处理站的处理

规模为 2500m3/d。此外，江苏联化厂区具有 1500 名工人，每天实际

产生生活污水 300 吨，初期雨水平均 30~50 吨左右。污水站实际废水

水量组成详见表 3.2-1。 

表 3.2-1 废水站实际水量产生情况 

废水种类 设计水量 t/d 实际水量 t/d 索酚项目产生量 t/d 

高盐废水 700 150 66 

高毒废水 400 6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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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COD 可生化废水 200 50 - 

酸性废水 50 40 13 

综合废水 2500 700 200 

3.2.2 废水预处理工艺流程及说明 

目前，江苏联化现有的污水处理工艺主要包括蒸氨、蒸发析盐物

化预处理和综合污水生化与深度处理部分。 

由于江苏联化废水含有的特征污染物浓度高，对公司废水处理站

生化系统的冲击负荷较大，因此，需针对每个车间或者生产线的特征

污染物进行前处理，降低其特征污染物，以便于后续废水处理站的正

常运行。 

（1）蒸氨预处理 

目前，现有项目废水中含有高氨氮废水，如邻氯苯甲腈生产过程

中产生高含氨废水，这些废气在厂区内拟采用蒸氨处理工艺进行处

理，主要是将高氨氮废水单独收集至集水池内，然后加入 30%的氢氧

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再用泵打入蒸氨釜内进行蒸氨处理。蒸氨采用

蒸汽间接加热，蒸出的氨气通过水吸收装置吸收后作为副产氨水出

售，釜底的废水由于含有大量的盐分，拟送入蒸发析盐装置进行析盐，

以降低废水后期处理的负荷。 

蒸氨预处理工艺流程图见图 3.2-2。 

 

图 3.2-2   现有蒸氨工艺流程图 

目前，厂区内共设置了 3 套蒸氨装置，设计处理能力为 72t/d，

其中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车间 2 套，合计 48t/d 的处理能力；邻氯苯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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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1 套，24t/d 的处理能力。 

（2）蒸发析盐预处理 

目前，现有项目生产废水含有高含盐废水，这些废水除了高含盐

之外，往往还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为了提高高含盐废水的处理效率，

现有项目将这些废水分类收集，分别送入厂区蒸发析盐装置进行处

理。 

厂区共设置 4 套蒸发析盐系统，包括 2 套三效蒸发、1 套一效蒸

发、1 套二效蒸发装置，其中三效蒸发和一效蒸发主要用于处理含硫

酸钠和氯化钠废水，二效蒸发装置主要用于处理含钾盐废水。 

⑴钠盐处理系统 

将钠盐废水单独在车间收集池内收集，用泵按照计划好的顺序逐

次送入蒸发析盐装置进行处理，具体工艺是先调节 pH 值，然后送入

萃取釜，加入甲苯等有机溶剂萃取废水中的有机物，萃取后的有机相

送入溶剂蒸馏釜，蒸馏回收溶剂，残液送入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 

萃取后的水相送入蒸发析盐装置，通蒸汽间接加热，将废水中的

水份蒸出，冷凝后送入综合调节池，釜底的残液降温至常温，在此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硫酸钠晶体，过滤得到硫酸钠副产品；然后将滤液

送入一效蒸发釜，继续蒸发，得到氯化钠副产品。 

⑵钾盐处理系统 

含氯化钾废水的处理工艺是先调节 pH 值，然后直接送入二效蒸

发器蒸发即可。 

目前，现有项目厂区设置了 4套蒸发析盐装置，其中 150t/d、300t/d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复产整治及评估报告 

24 

 

的三效蒸发器各 1 套，120t/d 一效蒸发器 1 套，处理预处理后的含氯

化钠、硫酸钠废水；132t/d 二效蒸发器 1 套，处理含氯化钾废水。 

（3）污水生化与深度处理部分 

高浓度氨氮废水经蒸氨吹脱预处理、高含盐废水及蒸氨排水经蒸

发析盐预处理后，析盐冷凝水和高毒性废水经微电解+Fenton 氧化处

理后，汇同高 COD 可生化废水、其他低浓度废水一起进入综合调节

池，降低综合废水的有机负荷和无机盐浓度，以保证后续生化系统的

处理效率，然后经中和池、气浮池后进入生化氧化处理系统（大生化

A/O 系统）进行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排入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污

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尾水最终排入灌河。 

考虑到园区对特征因子（硝基苯、苯胺）的接管具有特殊要求，

为保障出水稳定达到接管要求，2017 年下半年，公司又对生化出水

实施生浓度处理改造，采用气浮+催化氧化工艺进一步处理。 

废水处理站的主要流程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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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废水处理站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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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要构筑物清单 

废水处理站的主体构筑物清单见表 3.2-4。 

表 3.2-4废水处理站主要构筑物清单 

序号 名称 尺寸 有效容积 m
3
 数量 实际停留时间 

1.  废水收集池 15×4×5m 240 4座 ＞2d 

2.  铁-炭 还 原 池 3×3×6m 50 2座 6h 

3.  Fenton氧化池 3×15×5m 65 1座 6h 

4.  综 合 调 节 池 23.4×30×5m 2800 1座 4d 

5.  中和池 3×3×4m 50 2座 3h 

6.  气浮池 2.2×7.5×2.2m - 1座 60m
3
/h 

7.  反硝化池 18.5×22.8×4m 1420 1座 2d 

8.  CBR池 1 15.4×25.5×5.3m 1740 1座 2.5d 

9.  活 性 污 泥 池 1 14.3×15.7×5m 980 1座 1.4d 

10.  活 性 污 泥 池 2 16×26.3×4.5m 1690 1座 2.4d 

11.  CBR池 2 16×26×4.5m 1600 1座 2.3d 

12.  二沉池 φ15×5m 400 1座 13h 

13.  二级气浮 2.2×7.5×2.2   60m
3
/h 

14.  催化氧化池 Φ4×5m 60m
3
 4座 8h 

由上表可知，企业正常生产，污水站生化总停留时间达到 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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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废水处理站二次污染情况 

污水处理站运行过程中，除了废水处理站产生废气、固废情况，

还包括废气、固废暂存库处理产生废水、废渣，其中废气治理废水与

企业废气方案统一，综合到三废治理过程中。 

污水站现场照片见下图。 

 

分类收集废水收集池 

 

污泥离心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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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节池 

 

隔油池改造后的 Fenton氧化池 

 

生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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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验室 

3.3 废水预处理设施调查评估 

3.3.1 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 

根据环保报告工程分析和物料衡算，产品废水中主要涉及的特征

污染物为：甲苯、苯肼、叔丁醇。 

甲苯：沸点 110.6℃，熔点-94.9℃，蒸气压 28.4 mmHg/25℃，

相对密度 0.8636/20℃/4℃，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 Kow= 2.73，与醇、

氯仿、醚、丙酮、冰醋酸等有机溶剂互溶，水中溶解度 526 mg/L/25℃。

甲苯的 COD 1.7～1.88、BOD 0～1.23。在水体中，可以进行生物降

解，在好氧或厌氧条件下的生物降解半衰期分别为 4 天或 56 天。

B/C=0.1，当浓度＞29mg/L 时，对好氧降解微生物有抑制作用。 

叔丁醇：沸点 82.41℃，熔点 25.7℃，蒸气压 40.7mmHg/25℃，

相对密度 0.78581/20℃/4℃，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 Kow= 0.35，与酯、

芳香及脂肪烃互溶，与水互溶。蒸气密度 2.55(空气＝1)，嗅阈值 

219mg/m3 或 21.5ppm。COD 2.18 BOD 0，生态毒性  Semolitus 

atromaculatus (creek chub) 6000 mg/l/24 hr， LC50 Poecilia reticulata 

(guppy) 3550 ppm/7 days, 叔丁醇是甲基叔丁基醚的降解产物。在大气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复产整治及评估报告 

30 

 

中它仅以气态的形式存在，它可以被光化学所诱发的羟基游离基所降

解，其相应的半衰期为 14 天。在土壤中，它具有非常大的迁移性，

可以从湿的或干的土壤挥发至大气中去。生物降解试验表明，叔丁醇

的生物降解要比伯醇及仲醇要慢得多，在兼氧条件下，在土壤中的生

物半衰期为 200 天，如在土壤中加入硝酸盐及硫酸盐可以提高其生物

降解性，其相应的半衰期分别为 100 天及 50 天。在水体中，它不易

吸附在悬浮固体及沉积物上，在模拟河流及湖泊中的挥发半衰期分别

为 2 及 29 天。在水体中，其好氧生物降解半衰期为 28～180 天，而

在厌氧条件下，则半衰期为 100～500 天。生物富集性较低。在相同

的测试条件下，仲丁醇，正丁醇及异丁醇的五天 BOD 值可测得其理

论值的 85%、66%及 63％，而叔丁醇仅为 1%。当叔丁醇的浓度达到

100 mg/L 时，对微生物的生长有轻微的抑制作用。另一试验中，

30mg/L 的叔丁醇在测其二星期的 BOD 值时，可测得其 2.5%的理论

值。 

水中特征有机污染物浓度较高，如不加预处理直接进入生化系

统，将对系统造成冲击，影响其处理效率。 

3.3.2 预处理工艺针对性及单元处理效果分析 

 （1）脱盐预处理 

废水中的高浓度盐的存在，采用生化处理将对生化细菌渗透压影

响较大，造成细胞脱水，生化处理难以运行。常规脱除盐方法为蒸发

脱盐，或者采用配水进行生化处理，在工程实施上培养专属耐盐菌也

有一定进展和应用。由于企业的高盐分废水盐分浓度高达 20%，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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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浓度较高，因此必须进行脱盐处理。常规的脱盐处理为蒸发，

综合处理效果与费用，较为常用的为三效蒸发，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一
效
蒸
发
器

蒸汽

低浓废水

泵至浓缩液贮
池

至低浓废水贮池
二
效
蒸
发
器

三
效
蒸
发
器

至综合废水贮池

A\B类废水

废水

中间槽

急
冷
塔

 

图 3.3-1 三效蒸发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用泵将高盐废水通过预热器加入蒸发器，通蒸汽加热，

当各效蒸发器气相温度达到所要求的温度时，连续向蒸发器加入废水

开始浓缩操作，一效蒸汽作为二效的加热介质，对二效蒸发器内物料

进行蒸发浓缩，二效蒸汽作为末效蒸发器加热介质对末效蒸发器内物

料进行蒸发浓缩处理，各效蒸发器壳程冷凝液合并经预热器回收热量

后送至综合废水调节池，末效蒸发器蒸出液经低浓度废水急冷后汇入

低浓度废水贮池暂存，末效蒸发器内浓缩液经中间槽泵至高盐废水浓

缩液贮池暂存，整个操作为连续顺流过程。蒸发脱盐系统设置离心结

晶系统，确保盐能结晶析出。 

公司所用的为二效蒸发器，与三效蒸发相比，少了第三段的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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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虽然其也可以实现有效的脱盐，但其运行费用更高。 

目前，企业蒸发析盐单元运行较好，通过甲苯萃取后脱盐，废盐

中有机物含量将大大降解。 

（2）物化预处理 

根据废水中特征因子，甲苯等污染物在微电解+Fenton 体系中，

容易被开环降解，可有效的降低废水的生物毒性。综合调研江苏省内

农药医药企业预处理工艺，目前，江苏省内农药化工企业预处理工艺

较为普遍的为“微电解”、“Fenton”或“微电解+Fenton”技术。 

表 3.3-1  与本项目类似企业主体生化工艺 

序

号 
企业名称 

废水

类型 

高浓废水 

预处理工艺流程 

处理 

规模

(t/d) 

备注 

1 
金坛丰登农化集团

（金坛） 

农药

废水 

气浮+微电解+Fenton 氧

化 
3000 

稳定运行，出水执行太湖流域

排放标准 

2 
江苏优嘉化学有限

公司（如东）一期 

农药

废水 

吹脱（易挥发废水）+

微电解+Fenton 氧化 
2000 

稳定运行，出水执行三级接管

标准 

3 
春江农化有限公司

（洪泽） 

农药

废水 

破氰+气浮+三效蒸发+

微电解+混凝沉底 
1500 

试运行，出水执行三级接管标

准 

4 
江苏蓝丰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新沂） 

农药

废水 

三效蒸发+微电解

+Fenton+混凝沉淀 
5000 

稳定运行，执行三级接管标准，

其中 COD 执行≤300mg/L 

 ……     

综上，联化科技采用微电解+Fenton 工艺，具有一点的针对性。 

 （3）生化处理 

本项目采用大生化技术，按照目前水量核算，总生化停留时间达

到 12d。主体生化工艺采用 A/O 工艺，其中在部分生化段投加 MBBR

填料，强化生化效果。目前，大生化技术在农药医药废水中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该技术虽然具有能耗高、占地面积大，需要投加大量碳源

等弊端，但在控制进水浓度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其对 COD 的降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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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稳定。同类型企业如长青农化、蓝丰生化等均采用了大生化工艺，

目前出水 COD 稳定在 300mg/L 左右，和联化科技目前的污水站处理

水平相当。 

为保障出水特征因子稳定达标，二沉池出水增加了深度处理技术，

采用催化氧化工艺进一步降解有机物。深度处理工段 2017 年 10 月改

造完成投入运行，目前出水效果较为稳定，苯胺等指标能实现稳定达

标排放。 

由上分析可知，江苏联化针对厂区废水治理提出的主体工艺较为

符合国内类似废水处理的趋势，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工艺路线，实际

运行效果也证明，该工艺对废水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同时对废水进行了科学的分类，进行了针对性的预处理，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3.3.3 工艺达标可行性评估及问题诊断 

虽然主体处理工艺符合国内医药农药化工废水处理的趋势，废水

处理站运行中也基本可以达到设计要求，但在细节和操作层面，废水

处理站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废水处理站在系统的稳定上具有以下问

题： 

1、预处理系统有待强化 

“微电解+Fenton”工艺针对农药医药废水具有较高的效果，但

本项目 Fenton 氧化池利用现有隔油池改造，由于池型的因素，对水

流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 Fenton 氧化池不能实现连续运行；Fenton

体系内无外加 Fe3+，Fe3+浓度直接影响 Fenton氧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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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节池内壁防腐老化。 

3、生化池停留时间过长，后端需投加碳源，增加运行成本。 

3.3.4 废水预处理设施整体评估 

从技术角度分析，整体而言，废水处理站主题设计思路基本符合

国内同类废水处理工艺，具有一定的达标可行性和可靠性，但在具体

工艺段的功能体现、分质管道设置等方面仍有一定欠缺。 

在废水处理软环境方面，公司高度重视厂区的环保工作，尤其表

现在以下几点：（1）废水处理设施资料齐全，设有安全环保部，厂区

环保工作资料齐全；（2）废水处理站配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分析

化验人员人，三班倒运转，台账资料齐全，设置专门的值班室和化验

室；（3）废水处理站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资料完全；（4）废水处理

站管道、构筑物等标识清晰完整。 

3.4 废水预处理设施优化方案 

按照目前的废水水质和水量，污水站可实现达标排放，故主体工

艺路线不建议做重大调整，但单元的去除效率建议强化。污水站后期

运行需注意以下几点： 

（1）Fenton氧化单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Fenton氧化改用

塔型，同时在进入调节池前进行混凝沉淀，保持综合调节池废水为中

性。 

（2）增加特征因子的监测范围和监测频次。 

（3）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要求，区分三效蒸发产生的盐为副产物

还是废盐，两者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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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废处置评估 

4.1 厂区固废处置现状 

4.1.1 固废来源、组成及排放量 

经过核对，江苏联化现有项目固废类别主要有精馏残渣、蒸馏残

液、废液、废渣、废活性炭、污水站污泥、废硫酸、高盐废水蒸发废

盐、废树脂、原料包装桶（袋）等，还包括职工生活垃圾。 

处理方式：废盐、炉渣、飞灰委外处理；废酸至扬州祥发资源综

合利用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废催化剂厂家回收；原料包装物厂家回收，

其余大部分厂内焚烧炉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环卫清运。 

项目固废产生情况及拟采取的处理措施情况详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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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2017 年厂区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危废名

称 

危废类

别 

主要危害成

分 

废物

表观

形态 

环评年产生

危险废物量

(吨） 

实际危废

月度产生

量（吨) 

联单转移

量（吨） 
转移去向 

自行处置量

（吨） 

处置方

法、去向 
销售去向 

内部总贮

存量（吨） 

1 
蒸馏残

渣 
HW04 

内酰胺、联

苯菊酯、氯

苯、甲苯、

二甲苯、乙

酸、甲醇、

异丁醇等 

液

态、

固态 

1673.328  773.14  199.76  

响水新宇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529.88  本厂焚烧 — 169.96  

2 
蒸馏（裂

解）残渣 
HW04 焦油 液态 1045.900  1055.50  0.00  — 1055.50  本厂焚烧 — 0.00  

3 废   液 HW04 
乙醛、甲苯、

二甲苯 
液态 283.450  144.90  0.00  — 136.30  本厂焚烧 — 8.60  

4 滤渣 HW04 
催化剂、邻

硝基氯苯、 

液

态、

固态 

260.181  171.31  0.00  — 155.47  本厂焚烧 — 16.64  

5 
废活性

炭 
HW04 废活性炭 固态 163.970  114.20  0.00  — 109.60  本厂焚烧 — 46.30  

6 
蒸馏残

渣 
HW11 

环戊二烯、

邻氯苯甲

腈、甲苯 

液态 583.669  328.00  0.00  — 288.10  本厂焚烧 — 39.90  

7 前馏分 HW11 邻氯甲苯 液态 59.00  60.60  0.00  — 60.60  本厂焚烧 — 0.00  

8 
过滤滤

渣 
HW11 MIBK、CuCl 固态 22.683  8.30  0.00  — 85.30  本厂焚烧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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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污   泥 HW04   固态   209.80  0.00  — 149.60  本厂焚烧 — 95.70  

10 
废催化

剂 
HW49 

Pt、C、pd

催化剂、活

性炭 

固态   104.4300  123.4321  

江苏中铭

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

/贺利氏

回收技术

（太仓）

有限公司 

0.0000   — — 24.5072  

11 
炉渣、飞

灰 
HW18   固态   190.98  224.40  

光大环保

（盐城）

固废处置

有限公司

/盐城新

宇辉丰环

保科技有

限公司 

0.00   — — 11.27  

12 
废包装

袋 
HW49   固态   187.15  0.00  — 157.19  本厂焚烧 — 29.96  

13 
废过滤

布袋 
HW04   固态 0.95  21.90  0.00  — 14.55  本厂焚烧 — 7.35  

14 废树脂 HW04   固态 2 0.80  0.00  — 0.80  本厂焚烧 — 0.00  

15 

废机油、

废导热

油 

HW08 机油 液态 3.30  5.90  0.00  — 5.90  本厂焚烧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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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气浮残

渣、隔油 
HW08 二甲苯 液态 7 8.00  0.00  — 8.00  本厂焚烧 — 0.00  

17 废盐 HW49 
NaCl、

Na2SO4 
固态   132.63  29.92  

光大环保

（宿迁）

固废处置

有限公司 

0.00  — — 170.00  

18 废硫酸 HW34 硫酸 液态 8951.7 4391.56  4127.20  

扬州祥发

资源综合

利用有限

公司 

0.00   — — 264.36  

19 报废品     
固态 

液态 
  700.0000 563.54 

响水新宇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泛

华环境科

技有限公

司 

0.00   — — 136.46  

合计 — — — 13057.1310  8609.1000  5268.2521  — 2756.7900   —   1021.0072  

序

号 

危废名

称 

危废类

别 

主要危害成

分 

废物

表观

形态 

环评年产生

危险废物量

(只） 

实际危废

月度产生

量(只） 

联单转移

量(只） 
转移去向 

自行处置量

(只） 

处置方

法、去向 
销售去向 

内部总贮

存量(只） 

1 废桶 HW49 有机溶剂 固态   12726 12726 

泰州四通

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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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固废贮存情况 

根据环评要求，目前建有规范化危险废物暂存库 2 间。根据现场

调研，公司现设有专门的危险废物暂存库，用于存放产生的各类危险

废物，图 4.1-1 为厂区危险废物贮存情况，暂存库分为 2 间，1 间堆

放水处理污泥，另外一件分类堆放各类精馏残渣，同时各暂存区设有

地沟，通过泵排入污水处理调节池，同时设有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

办公区设有垃圾筒，厂区不同位置设有垃圾箱，用于收集和临时存放

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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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危险废物暂存库现状 

4.1.3 焚烧炉现状 

江苏联化建有 2 台焚烧炉，南北厂区各一台，均已建成正常运行。 

北厂区焚烧炉型号为 FSL-HWO-65BC，处理能力为：废液

650kg/h、固体 250kg/h、废气 300kg/h，采用回转窑加二燃炉的废物

焚烧工艺组合，二燃炉出口烟气温度大于 1200℃，烟气在高温区停

留时间超过 2s。余热利用设施为一台 5t/h 的余热锅炉，供热量为

50400t/a。 

南厂区焚烧炉的处理能力为：废液 5230kg/d、固废 2350kg/d、废

气 4285m3/h，采用固废热解炭化、废液+废气热氧化炉综合处理工艺，

二燃室出口烟气温度大于 1100℃，烟气在高温区停留时间超过 2s。

余热利用设施为一台 2t/h 的余热锅炉，供热量为 14400t/a。 

现有项目焚烧炉的点火燃料均选用轻柴油。 

南北厂区焚烧炉的现处理量见表 4.1-2。 

表 4.1-1   南北厂区焚烧炉的处理能力及余量 

项目 处理能力 现处理量 余量 

北厂区焚烧炉 废液 650kg/h 558.084kg/h 141.888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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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250kg/h 103.05kg/h 151.53kg/h 

废气 400m3/h 400m3/h 0 

南厂区焚烧炉 

废液 5230kg/d 2480.37kg/d 2645.13 kg/d 

固废 2350kg/d 239.39kg/d 2046.97kg/d 

废气 4285m3/h 2130m3/h 655 m3/h 

焚烧系统采用 DCS控制，自动化水平高。 

 

焚烧炉自控及视频监控系统 

 

物料破碎车间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复产整治及评估报告 

42 

 

 

焚烧系统 

4.1.4 固废处置方法 

公司正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收集、

统一处理；废盐交由光大环保（宿迁）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填埋，炉渣、

飞灰委托光大环保（盐城）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和盐城新宇辉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填埋；废酸至扬州祥发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废催化剂厂家回收；原料包装物厂家回收，其余大部分厂内焚烧炉焚

烧处理。 

4.2 固废处置调查评估 

4.2.1 危险废物识别 

江苏联化产生的危险废主要为：蒸馏残渣等 HW04、蒸馏残渣

HW11、废催化剂、废盐 HW49、废机油等 HW08、废硫酸 HW34。 

4.2.2 危险废物处置环节合规性分析 

根据环保报告要求，可厂内焚烧的在厂内焚烧，江苏联化厂内设

有两个危废焚烧炉，南厂和北厂各一个。废盐交由光大环保（宿迁）

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填埋，炉渣、飞灰委托光大环保（盐城）固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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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和盐城新宇辉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填埋；废酸至扬州祥发资

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废催化剂厂家回收；原料包装物厂家

回收。转移联单手续齐全，转移的危废处置环节符合规范。 

4.2.3 固废处置整体评估 

江苏联化危险废物暂存库采用框架结构厂房，按照废物类别不同

共分为若干个，每个区域设有独立的入库门，暂存间地面进行了防腐、

防渗处理，并在四周设置了地沟，通过泵提升至污水处理站，总体情

况较好。但在建设和运行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如下： 

在建设方面，暂存库面积偏小，库内危废堆放量大。在运行管理

方面，加强配物，严格控制二噁英的产生，同时需制定二噁英的监测

计划。 

4.3 固废暂存处置优化方案 

（1）污水站产生大量水处理污泥，采用离心脱水含水率高，不

利于焚烧。计划增加污泥干化系统，降低污泥的含水率，降低配物难

度，提高焚烧效率。 

（2）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建危险废物暂存库。 

（3）对库存的危废加快厂内处理，处理不掉的危废委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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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区雨污系统评估 

5.1 厂区雨污系统现状与分析 

 目前，江苏联化实行雨污分流制，厂区生产废水通过收集后由

压力明管输送至污水站。车间雨水收集后汇入主管道后，流向初期雨

水池，收集前 15min 雨水，后期雨水经监测合格并经园区统一后排放

外管网。 

按照《江苏省化工园区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范（试行）》（苏环

办[2014]25 号）要求，化工企业建成雨水分流、清污分流系统，雨水

需明渠排放。此外，根据园区统一要求，企业在厂区内和厂区外各设

置一座雨水排口，便于监测，同时按照 COD 在线监测系统，具体见

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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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雨水系统现场照片 

5.2 厂区雨污系统优化方案 

由于厂区面积较大，为实现对初期雨水的精准化管控，远期考虑

分片区收集初期雨水，同时根据不同区域的受污染程度，制定初期雨

水收集时间，确保后期雨水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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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监控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 

6.1 监测监控能力建设情况 

6.1.1 监测能力建设 

分析测试实验室建设 

目前，污水站建有分析化验室，主要针对废水中的常规指标及接

管标准要求的特征因子苯胺。废水中主要特征污染物为甲苯，同时甲

苯浓度超过 25mg/L 将会对生产造成抑制。为更好地将污水站运行好，

后期需重点考察甲苯的去除效率，监测点位为：收集池、微电解进水、

Fenton 氧化出水和排口。可采用 GC-MS 定量分析甲苯的浓度。 

6.1.2 监控能力建设 

①危废焚烧炉安装有烟气在线监控系统； 

②雨水（清下水）排口安装有 COD 在线监测仪； 

③污水排口安装有 COD、氨氮等在线监测仪； 

④车间进出水全部安装流量计； 

⑤危废焚烧炉系统设 DCS 控制系统，可实时监控其运行情况； 

⑥车间所有吸收设施安装 pH 在线，并接入车间中控 DCS 系统； 

⑦车间废水收集池均设有液位联动系统，接入 DCS 系统。 

6.2 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情况 

江苏联化目前环保管理人员共计 13 名，一线操作工人 54 名。公

司设有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制定了《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巡

查制度》、《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环保职责管理条例》、《江苏联化科

技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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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估结论及承诺 

7.1 评估结论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农药等精细化学品的高

新技术企业，企业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整体的环保工作较为规范，

经过调研，主要有以下结论： 

（1）江苏联化各生产车间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实现全密

闭进出料。 

（2）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废气和无组织废气均得到有效

的收集。 

（3）正常生产情况下，产生的废水分类收集，目前废水处理站

的设计规模为 2500t/d，处理工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出水可实现稳

定达标排放。后期需加强污水站过程控制，精细化运行。 

（4）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精馏残渣等厂内焚烧，废包装桶和废催

化剂厂家回收，焚烧过程中产生的飞灰和炉渣委外填埋，硫酸副产品

部分厂内综合利用，另外一部分降级为危废处置外售综合利用。 

（5）企业具有现对完善的监测监控能力，并制定了完善的环保

管理制定。配备环保管理人员 13 名，一线操作工人 54 名。 

综上所述，对照《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

知，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基本具备复产条件，请求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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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承诺 

（1）进一步提高内部清洁生产水平，进行强制清洁生产审核，

强化污染物源头控制，实现节能减排。 

（2）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查漏补缺，持续改进。 

（3）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强化技术培训，提高员工

尤其是一线操作工人的技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