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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污染控制可行性方案研究

18 信安 1 班 08182916 陈炜昊
陈 炜 昊1
3

1

(中国矿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 )

通讯作者: 陈炜昊, E-mail: 08182916 @cumt.edu.cn

摘要:环境污染控制是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手段，包括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和控制污染物排放政策两个主要方
面。首先从污染控制排放现状入手，阐述了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着的种种问题，分析其关键意义。其次从污
染防控技术手段作为切入点，阐述论证了低污染的危险废物焚烧技术与二氧化氯取代液氯消毒剂的可行性。
具体分析了氯化氢，硫化物与氮化物在不同环境下需要进行的处理。最后，针对我们污染控制现状与技术，
提出了合理防控手段，与未来发展预测。
关键词：环境工程 控制污染物排放政策 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Feasibility study on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English abstract：

Chen weihao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s a means to control pollutant emission, including two main aspects: pollutant emiss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ollutant emission control policy. First of all,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emiss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various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at this stage, and analyzes its key significance. Secondly, the feasibility of low pollution
hazardous waste incineration technology and chlorine dioxide replacing liquid chlorine disinfectant is expounded and demonst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The treatment of hydrogen chloride, sulfide and nitrid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was analyz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chnology of pollution control, reason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recast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ntrol pollutant emission policy pollutant emission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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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环境污染概述

4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所限，我国在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及管理方
面的研究起步晚，与发达国家至少存在 15—20 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不健全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体
系。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危险废物依法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并于
1976 年颁布了《固体废物处置法》。此外，美国还制定了上百个关于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
分离、运输、管理、处置及回收利用的条例、规则、规范、标准和指南等，形成了一系列危
险废物管理制度。而我国对危险废物的管理 80 年代之后才提到议事日程。直到 1995 年 10
月才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危险废物的法律法规，有关危险废物管理及处理处置
的法律还很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2．技术落后我国工业大部分生产工艺落后，设备简陋，布局分散，单位产值的污染物产生
量比发达国家大得多，造成污染物产生量大，污染严重；缺乏治理设施，在危险废物处置方
面欠账太多，造成大量危险废物的堆存，严重污染地表和地下水；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技术
落后，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一个合乎标准的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运行，专业性处置
设施和企业附属的处置设施也屈指可数，大部分得到处置的危险废物是在较低水平下得到处
置的，如没有防渗设施的填埋和没有尾气处理的焚烧，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危险废物的综合
利用水平低下，已造成相当严重的二次污染，如浙江某地区回收利用废线路产生的大量废酸
任意排放，致使周围地下水严重污染，直接影响居民生活。
3．管理力度不够：由于国内对危险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体系尚未健全，缺乏相应的惩罚政
策。对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和不遵守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未给与严厉的制裁；对于某些严重
污染环境的行为，也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危险废物的治理和管理属公益性事业。短期内
难以看到收益，很多企业不愿出资处置危险废物，所以必须加大管理力度，坚持“谁产生，
谁治理”的原则，使危险废物得到有效控制。
4．公众参与不够：一方面公众还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危险废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的
严重性，特别是忽视了其潜在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公众也没有很好的参与决策机制以保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例如：我国每年要消耗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电池，电池属于典型的危险废物，
电池中的汞、铅等重金属会渗透过土壤，污染地下水，从而进入生物链，威胁人体健康，所
以电池应与一般的生活垃圾分开处置，但由于公众参与不够，绝大多数废电池未经过分类和
回收而直接被丢弃，成为生活垃圾的一部分。
5．家底不清到目前为止，我国从未开展过危险废物的全面普查，对于危险废物的累计堆存
量、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不清楚，尽快进行危险废物调查、掌握危险废物的产生、排放、贮
存、处理处置的具体情况以及其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十分必要，将有利于国家制定危险废物
的各种政策、控制措施。
6．治理过于分散现有的危险废物处理设备大多归属于某一企业。由于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
小，单个企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不大，处理设施规模比较小，这样一来很不经济，二来处置水
平难以提高。政府应该鼓励和组织对危险废物进行区域集中控制，建设区域性处理处置设施。

2. 低污染的危险废物焚烧技术
在危险废物焚烧系统中，为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使排放的污染物符合排放标准，目前主
要的方法是降低烟气中的污染物。有些方法使用很困难且使用成本昂贵，如 NoY 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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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通过控制焚烧条件而降低焚烧过程中污染物的生成量，也就是降低烟气中污染物的
原始浓度，可以降低后续尾气处理设备的负荷及处理要求，从而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危
险废物焚烧炉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氯化氧、So。
、Nq、二曙哄等。
2.1 低颗粒物的焚烧技术优势

5

1 改善焚烧改善燃料与空气的混合，保证足够高的温度和足够的停留时间。
2 颗粒物再焚烧法颗粒物在高温状态下与窄气适当的接 2 卷触再焚烧的方法。为了保证再焚
烧进行得完全，必须保证器壁和烟气有足够高的温度及颗粒物在此部分有足够的停留时间。
3 部分烟气混合焚烧川在焚烧用的空气中混入一部分焚烧后的烟气可降低烟尘的生成量。焚
烧室出口的一部分烟气与焚烧用的空气进行混合．然后供焚烧室。
4 加添加荆法⋯控制烟尘的添加剂有金属及液态化合物法。加添加剂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废物
颗粒的传热传质效果，使之不凝聚成大颗粒，从而增大焚烧速度，控制颗粒物的产量。
2.2 氯化氢生成控制的焚烧技术

由于氯化氢在后续烟气处理中极易除去，对于如何减少它的生成量国内外研究并不多。关键
是防止低温下危险废物中的氯生成氯气，因为氯气毒性大，且在后续处理设备中很难去除。
氯化氢和氯气的平衡可由下式确定：

CL2+H20=2HCL+0.5O2
通过化学平衡计算可知要使 99％的氯
气转化为氯化氢，需要的温度为 800 一 1100°C。温度升高，转化率增加，烟气中的氯气浓
度越小，故炉温一般控制在 850°C 以上。
2.3 sox 的焚烧技术
危险废物中的硫在焚烧时与空气中的氧结合成 s02，部分 s02 会进一步被氧化成 S03。三氧化硫
生成量除与燃料的含硫量有关，主要与烟气中氧的浓度有关 HJ。降低剩余氧的浓度，可使 sQ 的
转变率下降。因此低氧焚烧能有效控制由于硫焚烧引起的危害。空气过量系数的取值应通过实验
确定。但是低氧焚烧时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将会使颗粒物浓度增大，不完全焚烧热损失增加。

因此应选用合适的配风系统，保证空气均匀分配；选用高质量的仪表和自动调整设备。
2.4 Nox 焚烧技术

N0x 的净化是最困难且费用最昂贵的技术，这是由于 NO 的惰性和难溶于水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应尽量通过控制 No，的生成来达到排放标准。在危险废物的焚烧过程中，主要生成 3
种形式的 NO，
：反应型 No，瞬时反应型 No，和燃料型 No。其中燃料型 No。是主要的，
它占 NoY 总生成量的 60％一 80％。燃料型 NO，的生成量和宅气过量系数的关系很大，其
转换率随空气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3. 二氧化氯取代液氯消毒剂的可行性研究
3.1 二氧化氯取代液氯消毒剂的必要性
在大规模的供水系统中，消毒是最基本的处理工艺，它是保证用户安全用水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在公共给水系统中，氯和氯的衍生物消毒是经济有效和应用最广泛的消毒工艺。然而自!"世纪
F"年代，随着对氯消毒产生的副产物的分析研究，发现氯与水中某些有机物如腐殖酸、富里酸等
反应会产生大量的卤代烃和氯化有机物，使得处理后的水中各类氯化有机物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氯气和氯的衍生物消毒的副作用及其危害程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积极寻找替代氯的更安
全更优越的新型氧化消毒剂，已经成为今后给水处理中的一个发展方向。自 GHH 年美国
IDBJBKBLBMMN 水厂为控制水中因藻类繁殖与酚污染所产生的气味，率先使用二氧化氯获得成
功后，欧美数百家水厂都相继开始用二氧化氯作为消毒剂，进行消毒、除臭、除味、除铁、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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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卤代烃的形成。由于二氧化氯在消毒过程中不会产生消毒副产物，故被欧美国家推崇为第四
代消毒剂。随着欧美国家在水厂广泛使用二氧化氯，国内对其在消毒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也在加深，
但因受二氧化氯的生产技术及经济上的局限而并未获广泛使用。

6

3.2 技术上的可行性
二氧化氯是一种强氧化剂，尤其在酸性条件下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与多种无机离子和有机物
发生作用，将水中少量的还原性酸根氧化去除，还可以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因此二氧化氯在
消毒的同时，还可以去除水中有害物质，具有脱色、除臭、除味等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二氧化氯与无机物的反应二氧化氯通常用于饮用水处理中铁和锰的氧化，有时也用于硫化物
的氧化。二氧化氯能快速氧化锰，这和氯与被还原的锰之间的缓慢反应形成对照。锰的氧化二氧
化氯像其它强氧化剂一样，能将二价锰氧化到四价锰，从而形成不溶性的二氧化锰。
反应式如下：

2CLO2++6H2O+5Mn2+=5MnO2+12H+2cl-

铁的氧化二氧化氯能很快将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并以氢氧化铁的形式沉淀。反应式如下：

CLO2+5Fe(HCO3)2+3H2O=5Fe(OH)3+10CO3+C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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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对铁的氧化同对锰的氧化一样，在中性到碱性 3+值时优先发生。二氧化氯亦被用于不
是以除铁主要目的的场合，用来控制铁管组成的配水系统中铁细菌的生长。硫的氧化尽管还未在
饮用水中广泛使用，二氧化氯却能将硫化氢很快氧化。据报道在 3+为-4 的范围内，这一反应的
最终产物只有硫酸铁，而对于其他氧化剂（臭氧、氯气、高锰酸盐和氧）氧化硫化物来说，其最
终产物除了硫酸铁外还包括元素硫。二氧化氯与有机物的反应一般来说，对水中有机物的氧化，
氯不仅通过氧化而且也通过亲电子取代来参加反应，产生各种挥发和不挥发的氯代有机产物，其
7

中包括有致癌作用的三氯甲烷类。而二氧化氯主要通过氧化反应来进行，能将腐殖酸、富里酸等
降解且降解产物不以三氯甲烷的形式存在，生成少数挥发和不挥发的有机化合物。二氧化氯与有
机物比较典型的反应包括二氧化氯与酚类、腐殖质及有嗅、味的化合物的反应。二氧化氯与酚类
反应二氧化氯与酚之间的反应产物包括对苯醌、马来酸和草酸，产物的分布与二氧化氯和酚的比
值有关。在水处理中，正常遇到的二氧化氯计量对酚来说是过量的，在这样的溶液中，出现的主
要产物是对苯醌，其余产物为马来酸和草酸，未检出氯代酚。

所以与氯不同，用二氧化氯消毒含酚的水时，不会产生令人厌恶的氯酚气味。二氧化氯与腐殖质
的反应氯消毒过程中产生的三卤甲烷已引起了极大注意，但它们仅代表在饮用水处理中氯与腐
殖质反应时所形成的氯代有机化合物总量的 70%。根据几项研究获得的结果表明，在相同反应条
件下，二氧化氯可形成的为氯形成的。用二氧化氯消毒的一大优点就是可有效控制水中三卤甲烷
的生成。因为二氧化氯可减少和的前驱物质浓度，大量前驱物质的去除随"重量比增加而增加。
二氧化氯与酚以外的致嗅味化合物的反应二氧化氯可去除由，三氯苯甲醚，甲基.异冰片及，异
丁基，甲基吡嗪等产生的怪味。而氯并不能完全去掉这些易产生怪味的物质，这也是二氧化氯取
代液氯作为消毒剂的优势之一。

4. 危险废物控制对策及未来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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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危险废物控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危险废物的控制应从以下方面抓起：
1．从源头抓起，最大程度的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由于部分企业技术落后，污染严重，难
以对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必要的安全处理处置。对于这些企业，应利用合理的政策和技术
经济手段，下大力气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高危险废物产生量的工艺、设
备和产品，同时对产生危险废物的现有企业生产过程进行审计，找出产生废物的来源，提出
减少废物的方案，优先鼓励发展无废少废技术，积极开发清洁生产工艺，提倡工艺过程的闭
路循环系统，以尽量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对于难以改造和没有改造价值的企业要坚决关、
停或改产其它无污染的产品。
2．大力推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提高综合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目前我国危险废物的综合
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都很低，因此对危险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和综合利
用率是减少危险废物污染的关键之一。提高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1)推行危险废物交换制度，建立区域性的废物交换中心，进行本地区和跨地区的废物收
集、交换和买卖活动。(2)依靠技术进步，增加可回收利用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和利用深度，提
高综合利用率。(3)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的各项优惠政策，如免税政策、优先投资政
策、资金补偿政策等，以鼓励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
3．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在我国现阶段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少
且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特别加大对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多层次、多渠
道的筹集资金，下大力气上一批示范工程。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区域性的危险废
物处置场，减少分散的不合理的处理与投资，实行社会化服务，使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能够
得到妥善的处理处置。
4．健全危险废物防治的法规和标准为配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实施，使危险废
物管理有法可依，应尽快制定《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危险废物转移报告联单管理办
法》
、
《危险废物处置行政代执行实施办法》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规定》
、
《危险废物交
换环境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
《危险废物填埋场建设与污染控
制标准》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标准。
5．加大管理力度应当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加大执法
力度，加强法律的震慑与强制作用。在确定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原则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危
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强化对固体废物产生源的管理；对危险废物的运输和转移实施转移报告
单制，以追踪和掌握废物的流向，禁止危险废物的任意排放，促进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处
置；对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理和处置及运输实施许可证制度，防止任何形式的不合理利用、
处理处置及运输，全面实施对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全过程的控制。对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和
违反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应予以严厉制裁，对于某些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应依法追究违
法者的刑事责任。
6．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鉴于人们普遍对危险废物认识不足，危险废物管理人员素质较低的
情况，强化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必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电视、
报纸、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广泛的宣传，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以自觉做好废物的将量
化与资源化；二是对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是他们能适
应工作要求，已圆满完成危险废物管理、利用、处理处置等工作。
7．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全球控制危险废物的行动，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加强国际
技术交流；引进和消化先进实用的技术设备，以缩短技术开发周期，促进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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