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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一、适用范围及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一）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指导火电行业及自备电厂所在的排污单位填

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及网上填报相关申请信息，同时适用于指

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 

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为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223）的火电机组所在企业，以及有自备电厂的企业，

其中自备电厂所在企业仅包括执行 GB13223 标准的设施（蒸汽仅用

于供热且不发电的锅炉除外）。 

火电企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均应实施排污许可管理。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出台后，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

从其规定。 

（二）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以及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其中主要产品及产能、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的下拉菜

单中选择，菜单中未包括的，可自行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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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应当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报，确保真实、有效。

生产设施及排放口信息要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本技术规范尚未

作出规定，且排放工业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应当执行国家

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要参照相关技术规范自行填报。企业针对申请

的排污许可要求，评估污染排放及环境管理现状，对存在需要改正

的，可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请系统中提出改正措施。 

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补充制订的相关技术规范有

要求的，以及企业认为需要填报的，应补充填报。 

1.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火电企业需填报的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包括：单位名称、法人、

生产经营场所经纬度、所在地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区域、是

否投产、技术负责人、环评及验收批复文件文号、地方政府对违规

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总量分配文件文号等。对于同一法人拥有

多个生产经营场所的情形，应分别申报。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4〕56 号）要求，各地全面清理违法违规项目，经地方政府依

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对

于不具备环评批复文件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的

火电企业，原则上不得申报排污许可证。 

2.主要产品及产能 

火电企业应填写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生产设

施编号、设施参数、产品、生产能力、设计生产时间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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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时，需选择行业类别，执行《火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的生产设施需选择火电行业。 

（1）主要生产单元：为必填项，分为机组名称、公用单元等；

其中，对于所有机组公用的储煤、磨煤、碎煤等设施，在公用单元

中填报；对于其他设施，在机组中填报。 

（2）主要工艺：为必填项，分为装卸系统、储存系统、运输系

统、备料系统、锅炉及发电系统、燃气轮机系统、循环冷却系统、

辅助系统等。 

（3）生产设施：分为必填项和选填项，其中必填项为装卸系统，

包括卸煤码头、翻车机房、火车受料槽、汽车受料槽、临时堆场；

储存系统，包括条形煤场、圆形煤场、筒仓、煤粉仓、油罐、气罐；

运输系统，包括输送皮带、皮带机头部、输油管线、输气管线、转

运站、燃料制样间；备料系统包括碎煤机、磨煤机；锅炉及发电系

统，包括一次风机、送风机、二次风机、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粉锅

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凝汽式汽轮机、抽凝式汽轮机、背压式

汽轮机、抽背式汽轮机、发电机；燃气轮机系统，包括燃气轮机、

发电机、余热锅炉；循环冷却系统，包括直流冷却、直接空冷塔、

间接空冷塔、机械通风冷却塔；辅助系统，包括灰库、渣仓、渣场、

灰渣场、石膏库房、脱硫副产物库房、氨水罐、液氨罐、石灰石粉

仓等。选填项为装卸系统的门机、抓斗卸煤机，运输系统的入厂采

样间、入炉采样间、原煤仓，锅炉及发电系统的省煤器、空气预热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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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规范尚未作出规定，且排放工业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

染物，有明确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相应生产设施为必填项。 

（4）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生产设施编号：为必填项。企业填

报内部生产设施编号，若企业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根据《固定

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行）》进行编号并填报。 

（5）设施参数分为参数名称、设计值、计量单位等，包括储量、

风量、蒸发量、蒸汽压力、蒸汽温度、锅炉效率、供热量、额定功

率、采暖抽汽量、采暖抽汽参数、工业抽汽量、工业抽汽参数、背

压排汽参数、输出功率、燃气温度、压缩比、容积等。 

（6）产品名称：为必填项，分为蒸汽、电等。 

（7）生产能力及计量单位：为必填项，生产能力为主要产品设

计产能，并标明计量单位。产能与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产能不

相符的，应说明原因。 

（8）设计年生产时间：为必填项。 

（9）其他：为选填项，企业如有需要说明的内容，可填写。 

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火电企业应填写原料、辅料及燃料名称、年最大使用量等。 

（1）种类：为必填项，分为原料、辅料。 

（2）原料名称：除燃料外，如无其他原料，可不填。 

（3）辅料名称：包括盐酸、烧碱、石灰石、石灰、电石渣、液

氨、尿素、氨水、氧化镁、氢氧化镁、混凝剂、助凝剂等。 

（4）燃料名称：为必填项，分为常规燃煤、原油、重油、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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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页岩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层气、页岩气等。 

（5）年最大使用量：为必填项。已投运排污单位的年最大使用

量按近五年实际使用量的最大值填写，未投运排污单位的年最大使

用量按设计使用量填写。 

（6）硫元素占比：为必填项。 

（7）有毒有害成分及占比及其他：为选填项。 

4.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该部分包括废气和废水两部分。废气部分火电企业应填写生产

设施对应的产污节点、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有组织、无组织）、

污染治理设施、是否为可行技术、排放口编号及类型。废水部分火

电企业应填写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排放去向、污染治理设施、

是否为可行技术、排放口编号、排放口设置是否规范及排放口类型。 

（1）废气产污环节：分为锅炉烟气、输煤转运站、石灰石筒仓、

灰库、储煤设施等。 

（2）污染物种类：为标准中各项污染因子，如废气中的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和废水中的 COD、氨氮等。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可填写企业内

部污染治理设施编号，若企业无内部编号，则根据《固定污染源（水、

大气）编码规则（试行）》进行编号并填报。 

（4）治理设施名称：废气分为脱硫系统（单塔单循环、单塔双

循环、双塔双循环等）、脱硝系统、脱汞措施、除尘器等。 

（5）污染治理工艺中废气分为脱硫系统（石灰石-石膏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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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膏湿法、电石渣法、氨-肥法、氨-亚硫酸铵法等）、脱硝系

统（高效低氮燃烧器、空气分级燃烧技术、燃料分级燃烧技术、SCR、

SNCR 等）、脱汞措施（卤素除汞、烟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等）、除尘

器（麻石水膜、水吸收、旋风除尘、静电除尘、袋式除尘器、电袋

复合除尘器、湿式电除尘等）；废水分为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脱硫废水处理系统、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含煤废水处

理系统、高盐水处理系统等。 

（6）废水类别包括原水预处理废水、锅炉补给水处理废水、油

罐区废水、输煤系统废水、脱硫废水、脱硝废水、除尘废水、循环

冷却系统排水、直流冷却水排水、锅炉酸洗废水等。 

（7）废水排放去向包括不外排、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直

接进入海域等。 

（8）废水排放规律包括连续排放，流量稳定；连续排放，流量

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等。 

（9）可行技术：具体内容见“三、可行技术”；对于采用不属

于可行技术范围的污染治理技术，应填写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10）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排放口编号：填写地方环境管理

部门现有编号或由企业根据《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

行）》进行编号并填写。 

（11）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填写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排

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12）排放口类型分为外排口、设施或车间排放口，其中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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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又分为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火电企业废气主要排放口包括

锅炉烟囱和燃气轮机组烟囱，废气一般排放口包括输煤转运站排气

筒、采样间排气筒等；火电企业废水排放口为一般排放口。 

二、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 

本技术规范主要基于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要求确定产排

污节点、排放口、污染因子及许可限值。对于新增污染源，应对照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从严确定；对于现有污染源，有核

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需要，综合考虑

本技术规范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确定产排污节点、排

放口、污染因子及许可限值。依法制定并发布的限期达标规划中有

明确要求的，还要综合考虑，确定产排污节点、排放口、污染因子

及许可限值。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合规补充制定的其

他各项要求，应当依据规范性文件相应增加内容。 

（一）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具体规定 

1.废气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 

火电企业产排污节点包括对应的生产设施和相应排放口，生产

设施主要包括发电锅炉和燃气轮机组、输煤转运系统等，相应排放

口主要包括锅炉烟囱和燃气轮机组烟囱等有组织排放口。实施许可

管理的废气污染因子为《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中的所有因子，具体见表 1。 

火电企业锅炉烟囱和燃气轮机组烟囱等有组织排放口为主要排

放口，管控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企业应详细填报排放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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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置、排气筒高度、排气筒出口内径等信息。其他有组织废气由

企业在申请排污许可证阶段自行申报，按照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进行管控；无组织废气污染源应说明采取的控制措施。地方排污许

可规范性文件有具体规定或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 

2.废水类别及排放口 

火电企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废水类别包括生产废水、生活污水

和冷却水排水等，单独排入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仅说明

去向。根据《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及企业实际排放情况明确

水污染因子，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pH、SS、硫化物、石油类、TDS、

总磷、氟化物、挥发酚等，具体见表 1。地方有其他要求的，从其规

定。 

表 1 生产设施及排放口 

废         气 

生产设施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 污染因子 

发电锅炉
①
 锅炉烟囱 

烟尘 

SO2 

NOx 

汞及其化合物
②
 

林格曼黑度 

燃气轮机组 燃气轮机组烟囱 

颗粒物 

SO2 

NOx 

废气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点位 燃料类型 污染因子 

厂界无组织排放 
以煤、煤矸石、石油焦、油页岩、 

生物质为燃料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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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罐周边及厂界 以油为燃料 非甲烷总烃 

氨罐区周边  氨 

废    水 

废水类别 废水排放口 污染因子 

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 

冷却水排水 

脱硫废水
③
 

…… 

COD 

氨氮 

pH 

SS 

硫化物 

石油类 

TDS 

总磷 

氟化物 

挥发酚 

动植物油类 

注：①单台出力 65t/h以上的纯蒸汽锅炉（非发电锅炉）参照本规范执行。 

②适用于燃煤锅炉。 

③具备条件的企业还应关注总砷、总铅、总汞、总镉等重金属污染物。 

（二）许可排放限值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原则上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确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地

区或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从严原则确定。 

企业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严于本规范规定的，排污许可证按照

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核发。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生产设施或有组织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

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对于水污染物，按照排放口确定许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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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许可排放量。企业填报排污许可限值时，应在排污许可申请

表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计算过程。 

1.许可排放浓度 

（1）废气 

根据《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以产排污节点

对应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为单位，明确各台发电锅炉、燃气轮机组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许可排放浓度，为小时

浓度。其中，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唐山市、保定市、廊坊

市、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扬州市、

镇江市、泰州市、杭州市、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广

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惠州市、东莞

市、中山市、沈阳市、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潍坊市、日照市、

武汉市、长沙市、重庆市主城区、成都市、福州市、三明市、太原

市、西安市、咸阳市、兰州市、银川市等 47个城市市域范围按照《关

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

第 14 号）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

（环办大气函〔2016〕1087 号）的要求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有

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确定。 

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多台设施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烟气，

且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则应执

行各限值要求中最严格的许可排放浓度。 

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除按上述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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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排放浓度并实施监管外，还应填报超低排放浓度限值。未能达

到超低排放水平的，不能享受国家和地方的超低排放各类经济补贴

和政策优惠。 

（2）废水 

明确所有废水排放口各项水污染因子许可排放浓度（除 pH值、

TDS 外），为日均浓度。火电机组废水直接排放至水体的，其污染物

许可排放浓度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及地方排放标准

确定。 

若企业在同一个废水排放口排放两种或两种以上工业废水，且

每种废水同一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不同时，许可排放浓度按照《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中附录 A的要求确定。 

废水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许可排放浓度按照国家或地

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对于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没有明确

规定的，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中的三级排放限值、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以及其他有关标准

从严确定。 

2.许可排放量 

明确各台发电锅炉、燃气轮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许

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不同级别应急预警期间日排放量以

及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冬防阶段月排放量。其中，年许可排放量的有

效周期应以许可证核发时间起算，滚动 12个月。排污许可证许可排

放量为各台锅炉和燃气轮机组许可排放量之和，包括有组织排放和

无组织排放。对于有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的或者地方政府有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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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明确各项水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量，为年许可排放量。 

备用机组不再单独许可排放量，按照企业全厂许可排放量管

理。存在锅炉和机组不对应情况的企业，对于纯发电机组，按照发

电机数量分别计算许可排放量；对于热电机组，根据发电机额定功

率比例计算各自的供热能力，再按照发电机数量分别计算许可排放

量。 

有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新增火电机组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批复确定许可排放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中无排放总量要求

或排放总量要求低于按照排放标准（含特别排放限值）确定的许可

排放量的，按照执行的排放标准（含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为依据，

采用本规范推荐的排放绩效法确定许可排放量。地方有更严格的环

境管理要求的，按照地方要求核定。 

总量控制要求包括地方政府或环保部门发文确定的企业总量控

制指标、环评文件及其批复中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现有排污许可

证中载明的总量控制指标、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确定的总量

控制指标等地方政府或环保部门与排污许可证申领企业以一定形式

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

问题的复函》（环办大气函〔2016〕1087号）的要求应当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的企业，按照特别排放限值确定许可排放量。对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警期间日排放量以及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冬防阶段月排放量有

明确规定的，还应计算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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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绩效法测算方法如下。发电锅炉、燃气轮机组 SO2、NOx、

烟尘的许可排放量根据机组装机容量和年利用小时数，采用排放绩

效法测算。排放绩效分别按照《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根据达到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进行确定，详

见表 2、表 3、表 4。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对应的

排放绩效测算。原则上，年利用小时数按照 5000小时取值；自备发

电机组和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热负荷的热电联产机组按 5500

小时取值；若企业可提供监测数据等材料证明自备发电机组和热电

联产机组前三年平均利用小时数确大于 5500小时的，可按照前三年

平均数取值；对于不联网的自备热电机组，可以根据供热的主体设

施运行小时数取值。具备有效在线监测数据的，企业也可以前一自

然年实际排放量为依据，申请年许可排放量，其中浓度限值超标或

者监测数据缺失时段的排放量不得计算在内。 

火电企业绩效法年许可排放量计算公式： 

                （式 1） 

式中：E 年许可为火电企业年许可排放量，吨； 

Mi为第 i台机组大气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吨； 

    （式 2） 

式中：CAPi为第 i台机组的装机容量，兆瓦； 

GPSi为第 i台机组的排放绩效，克/千瓦时，取值可参考表 2。 

热电联产机组的供热部分折算成发电量，用等效发电量表示。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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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 

式中：Di为第 i台机组供热量折算的等效发电量，千瓦时； 

Hi为第 i台机组的设计供热能力，兆焦/年。 

特殊时段火电企业日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 

）（
年许可日许可  1365/E  E        （式 4） 

式中：E 日许可为火电企业日许可排放量，吨； 

α为重污染天气预警时段内的产能减少比例。 

表 2 火电机组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值选取表 

燃  料 地  区 适用条件 
绩效值（克/千瓦时） 

≥750MW ＜750MW 

煤 

高硫煤地区 
新建锅炉 0.7 0.8 

现有锅炉 1.4 1.6 

重点地区 全部 0.175 0.2 

其他地区 
新建锅炉 0.35 0.4 

现有锅炉 0.7 0.8 

油 

重点地区 全部 0.115 

其他地区 
新建锅炉 0.23 

现有锅炉 0.46 

天然气 全部 0.175 

注：1.新建锅炉为 2012年 1 月 1日之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火力发

电锅炉；现有锅炉为 2012年 1月 1日之前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火力

发电锅炉。 

2.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3.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和贵州省的火力发电锅炉，按照高硫煤地区对应的

排放绩效测算。 

4.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按照重点地区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 21 — 

表 3 火电机组氮氧化物排放绩效值 

燃 料 地 区 适用条件 
锅炉/ 

机组类型 

绩效值(克/千瓦时) 

≥750MW ＜750MW 

煤 

重点地区 全部 全部 0.35 0.4 

其他地区 全部 

W型火焰锅炉、现

有循环流化床锅炉 
0.7 0.8 

其他锅炉 0.35 0.4 

油 

重点地区 全部 0.23 

其他地区 
新建锅炉 

全部 
0.23 

现有锅炉 0.46 

天然气 全部 0.25 

注：1.新建锅炉为 2012年 1 月 1日之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火力发

电锅炉；现有锅炉为 2012年 1月 1日之前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火力

发电锅炉；2003年 12 月 31日之前建成投产或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的火

力发电锅炉，按照 W 型火焰锅炉、现有循环流化床锅炉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采用煤矸石、

生物质、油页岩、石油焦等燃料的发电锅炉，可以参照循环流化床锅炉绩效值测算。 

2.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3.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按照重点地区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表 4 火电机组烟尘排放绩效值 

燃  料 地  区 
绩效值(克/千瓦时) 

≥750MW ＜750MW 

煤 
重点地区 0.07 0.08 

其他地区 0.105 0.12 

油 
重点地区 0.046 

其他地区 0.069 

天然气 全部 0.0175 

注：1.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2.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按照重点地区对应的排放绩效测算。 

3.其他 

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地方相关规定中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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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材料、燃料等其他污染防治强制要求的，还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或地方相关规定，明确其他需要落实的污染防治要求。 

三、可行技术 

本规范通过可行技术，明确除尘设施、脱硫设施、脱硝设施等尾

气处理装置的运行和维护要求，无组织排放控制及水污染控制的管理

要求。在火电行业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以规范性文件要求为准。 

具有核发权限的环保部门，在审核排污许可申请材料时，判断

企业是否具备符合规定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可以参

照行业可行技术，对于企业采用相关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

符合规定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的，企业

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

次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具

备上述相关能力。 

对不属于可行技术的污染治理技术，企业应当加强自我监测、

台账记录，评估达标可行性，监管部门应当尽早开展执法监测。行

业排污许可证实施情况及排放数据作为更新行业可行技术指南的主

要依据。 

（一）废气 

1.达标可行技术 

对于火电企业产生的烟尘，一般采用袋式除尘器、静电除尘＋湿

法脱硫或电袋复合除尘器即可满足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对于二氧化

硫，采用低硫煤（硫分＜1%），并安装脱硫效率超过 95%的烟气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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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采用 IGCC 等其他发电工艺，即可满足 100mg/m
3
的排放标准

限值要求；采用低硫煤（硫分＜1.5%），并安装脱硫效率超过 95%的

烟气脱硫装置，即可满足 200 mg/m
3
的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对于氮氧

化物，采用高效低氮燃烧器＋SCR 或高效低氮燃烧器＋SNCR，即可满

足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对于汞及其化合物，可采用烟气脱硝＋静电除

尘/布袋除尘＋湿法烟气脱硫的组合技术进行协同控制，如采用协同

控制还未达标，可采用炉内添加卤化物等和烟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 

火电企业废气可行技术详见表 5。 

表 5 火电企业废气可行技术 

环境要素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限值

（mg/m
3
） 

可行技术 

废气 

烟尘 

《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 

30 
袋式除尘器、静电除尘器或电袋复

合除尘器 

二氧化硫 

100 

采用低硫煤(硫分＜1%)，并安装脱

硫效率超过 95%的烟气脱硫装置，

包括石灰石-石膏法、氧化镁法、海

水脱硫技术等；或采用 IGCC 等其

他发电工艺 

200 

采用低硫煤(硫分＜1.5%)，并安装

脱硫效率超过 95%的烟气脱硫装

置，包括石灰石-石膏法、氧化镁法、

海水脱硫技术等 

氮氧化物 100 

采用高效低氮燃烧器＋SCR或高效

低氮燃烧器＋SNCR，CFB锅炉低温

燃烧或+SNCR 

汞及其化合物 0.03 

采用烟气脱硝＋静电除尘/布袋除

尘＋湿法烟气脱硫的组合技术进行

协同控制，如采用协同控制还未达

标，可采用炉内添加卤化物等和烟

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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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管理要求 

火电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运

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并进行维护和管理。针对火电企业的大气污

染防治要求包括有组织废气排放控制要求和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

要求。 

（1）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要求主要是针对烟气处理系统的安装、运行、维护

等规范和要求。所有燃煤机组都要安装脱硫设施，除循环流化床锅

炉以外的燃煤机组均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并安装脱硝设施，以煤炭和

生物质为燃料的机组配备高效除尘设施。所有火电企业必须按要求

安装、运行、维护自动监测系统，并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的排放情况开展连续监测。 

企业应按以下要求进行火电机组环保设施运行过程监管。 

①取消或拆除烟气旁路 

新建火电机组不得设置烟气旁路通道。现有火电机组须拆除烟

气旁路，或实行旁路挡板铅封。旁路烟道挡板门应采用电动装置启

停，并保存密封风机电流、旁路烟道开启度等信号。正常情况下旁

路挡板应处于关闭状态，如旁路挡板开启应当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报告。 

②除尘设施 

各项参数数据范围应与操作规程中的规定一致；布袋除尘器滤

袋应完整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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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脱硫设施 

对石灰石-石膏湿法，吸收塔浆液 pH 值、浆液密度须符合运行

规程要求；对 pH计、密度计、液位计等要定期校验和比对。 

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炉内喷钙尾部烟气增湿活化脱硫，要求脱

硫剂料仓料位高度、给料泵电流须符合运行规程要求；钙硫比应当

符合要求。 

对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要求脱硫剂料仓料位高度、给料泵电

流须符合运行规程要求。 

对海水脱硫，海水提升泵电流和海水使用量应当符合运行规程

要求；海水再生系统的曝气时间、含氧量，外排水温度、pH 值应当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④脱硝设施 

对 SCR 脱硝工艺，烟温应达脱硝反应窗口温度（一般为

320-350℃）。SCR、SNCR-SCR脱硝设施氨的逃逸率应控制在 2.5mg/m
3

以下，氨的储运必须采取环境安全应急措施。催化剂如发生堵塞或

腐蚀现象应及时更换。 

对 SNCR脱硝工艺，要求运行温度一般在 850-1100℃，NH3和 NOx

比值在 0.8-2.5之间，氨的逃逸率应控制在 8 mg/m
3
以下。 

（2）无组织排放 

火电企业无组织排放节点主要包括储煤场、输煤系统、油罐区、

物料场、翻车机房、备煤备料系统、石灰石及石膏储存区、脱硝辅

料区（氨罐区）、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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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露天储煤场应配备防风抑尘网、喷淋、洒水、苫盖等抑尘

措施，且防风抑尘网不得有明显破损。煤粉、石灰或石灰石粉等粉

状物料须采用筒仓等全封闭料库存储。其他易起尘物料应苫盖。石

灰石卸料斗和储仓上设置布袋除尘器或其他粉尘收集处理设施。翻

车机房在作业过程要保证除尘设施的正常运行。输煤栈桥、输煤转

运站采用封闭措施并配置袋式除尘器。对原煤或物料破碎、磨粉产

生的粉尘要进行有效收集。氨罐区应设有防泄漏围堰、氨气泄漏检

测设施。氨罐区应安装氨（氨水）流量计。 

3.其他 

对于废气实施特别排放标准限值、超低排放限值的，企业自行

填报可行的污染治理技术及其运行管理要求。 

（二）废水 

1.可行技术 

火电企业生产废水经隔油、过滤、沉淀等处理后，可用于厂区

绿化及道路、堆场洒水，或用于原料磨、增湿塔喷水；生活污水采

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处理即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相应限值要求。火电企业废水可行技术参照表详见表 6。 

表 6 火电企业废水可行技术参照表 

环境要素 废水来源 标准名称 污染因子 可行技术 

废水 

生产废水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GB8978） 

COD、氨氮、硫化

物、SS、石油类、

氟化物等 

生产废水经隔油、过滤、沉淀等

处理后，可用于厂区绿化及道路、

堆场洒水，或用于原料磨、增湿

塔喷水；生活污水采用二级生化

处理工艺 生活污水 COD、氨氮、S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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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管理要求 

按照废水的不同来源，火电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分为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以及冷却水排水。 

火电企业中的生活污水应当按规定优先纳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对于未纳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当经过处理后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中的三级标准限值。 

工业废水主要包括化学水处理系统酸碱再生废水、过滤器反洗

废水、锅炉清洗废水、机组杂排水、输煤冲洗和除尘废水、含油废

水、冷却塔排污废水、脱硫废水等。其中，化学水处理系统酸碱再

生废水、过滤器反洗废水、锅炉清洗废水、机组杂排水、输煤冲洗

和除尘废水、含油废水、冷却塔排污废水等应当全部集中收集排入

废水处理系统。脱硫废水进入脱硫废水处理装置，通过中和、除重

金属、絮凝、沉淀等反应处理到水质满足《火电厂石灰石-石膏湿法

脱硫废水水质控制指标》（DL/T-997）。高含盐量的化学再生废水单

独收集后再生回用。锅炉酸洗废液应收集后进行中和，再排入综合

废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站的冲灰水系统的灰水比等参数应在设计指标范围

内，处理设施各工艺环节主要控制参数要符合操作规程，保证水处

理设施运行正常。脱硫废水处理系统的沉降箱 pH值、出水箱 pH值、

浊度、COD 控制范围等应当符合操作规范，pH 计、浊度仪要定期校

验和比对，并保存手工监测比对记录。 

直流冷却水、循环冷却水直接排入环境水体的，不得混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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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水，且应严格控制水温，同时确保含盐量、pH 值、有机物浓

度、悬浮物含量等满足排放标准要求。 

3.其他 

脱硫废水、直流冷却水等废水处理技术，企业暂可自行填报可

行的污染治理技术及其运行管理要求。 

四、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企业制定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的目的是证明排污许可证许可的产

排污节点、排放口、污染治理设施及许可限值落实情况。火电企业

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技术规范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在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火电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

布后，以规范性文件要求为准。以确定的产排污节点、排放口、污

染因子及许可限值要求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环境管理要求，完善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一）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中应明确企业的基本情况、监测点位、监测指标、

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和仪器、采样方法、监

测质量控制、监测点位示意图、监测结果公开时限等。对于采用自动

监测的，企业应当如实填报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自动监测系

统联网情况、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情况等；对于无自动监测的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指标，企业应当填报开展手工监测的污染物排放

口、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频次；对于新增污染源，企业还应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填报周边环境质量监测方案（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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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监测要求 

企业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并安排专人

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对监测结果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1.监测内容 

自行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应包括排放标准中涉及的各项废气、

废水污染源和污染物。火电企业应当开展自行监测的污染源包括产

生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的全部污染源；

污染物包括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等大气污染

物以及 COD、氨氮、pH、SS、总磷、氟化物、挥发酚、石油类、TDS、

硫化物等水污染物。对于新增污染源，周边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参照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执行。 

2.监测点位 

企业开展自行监测的监测点位包括外排口监测点位、内部监测

点位、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周边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等。 

（1）废气外排口 

各类废气污染源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废气，应在

排气筒，或原烟气与净烟气会合后的混合烟道上设置废气外排口监

测点位；对于净烟气直接排放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应在净烟气烟

道上设置监测点位，有旁路的旁路烟道也应设置监测点位。火电企

业应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在全面测试烟气流速、污染物浓度分

布基础上确定最具代表性的监测点位。废气监测平台、监测断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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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孔的设置应符合《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等的要求，同时监测平台应便于开展监测活动，应能保

证监测人员的安全。 

（2）废水外排口 

按照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废水外排口监测点位，废水

排放口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保局

环监〔1996〕470 号）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等的要求，水量（不包括间接冷却水等清下水）大于 100吨/天的，

应安装自动测流设施并开展流量自动监测。 

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为车间排放口、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

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污染物，在相应的废水排放口采样。排放标

准中规定的监控位置为企业排放口的污染物，废水直接排放的，在

企业的排污口采样；废水间接排放的，在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

口后、进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前的企业法定边界的位置采样。 

火电企业废水排放监测的监测点位包括企业排放口、脱硫废水

排口、循环冷却水排口、直流冷却水排口。 

（3）无组织排放 

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的，应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根据

火电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要求，火电企业无组织排放

监控位置包括厂界、储油罐周边及氨罐区周边等。 

（4）内部监测点位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0707/t20070716_106786.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0707/t20070716_106786.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TtfVnamqgHe4cSjigC0X8sLxsiruILd4DMart8eGSiMEOQl0j-jjSEksreAayRZk4vBZnPjlPT6qenzZvJj4ONFdraC2uaWEyz0AQlaU5r64Gfnb0uD-s2O9cMjVs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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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排放标准中有污染物去除效率要求时，应在进入相应污染物

处理设施单元的进口设置监测点位。 

当环境管理有要求，或企业认为有必要更好地说清楚自身污染

治理及排放状况的，可以在企业内部设置监测点，监测污染物浓度

或与有毒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的关键工艺参数等。 

3.监测技术手段 

自行监测的技术手段包括手工监测、自动监测两种类型，企业

可根据监测成本、监测指标以及监测频次等内容，合理选择适当的

技术手段。 

对于以煤或油为燃料的发电锅炉或燃气轮机组，烟气颗粒

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应当采用自动监测；对于以净化天然气

为燃料的发电锅炉或燃气轮机组，烟气氮氧化物应当采用自动监

测；对于以其他气体为燃料的发电锅炉或燃气轮机组，烟气、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应当采用自动监测。 

根据《关于加强京津冀高架源污染物自动监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环办环监函〔2016〕1488 号）中的相关内容，京津冀地区及传输

通道城市火电企业各排放烟囱超过 45米的高架源应安装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备。 

4.监测频次 

采用自动监测的，全天连续监测。火电企业应按照 HJ/T75开展

自动监测数据的校验比对。在中控自动设备或自动监控设施出现故

障期间，手工监测要增加频次，每四小时至少监测一次，每天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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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六次；同时，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

〔2008〕6号）的要求，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按要求

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隔

不得超过 6小时。 

采用手工监测的，监测频次不能低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标准、

规范性文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等明确规定的监测频

次，污水排向敏感水体或接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废气排向特定的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排放状况波动大的，

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历史稳定达标状况较差的需增加监测频次，

达标状况良好的可以适当降低频次。 

可以参照表 7、表 8、表 9确定自行监测频次，地方根据规定可

相应加密监测频次。对于表 7 中未涉及的其他排放口，有明确排放

标准的，应当按照填报的产排污节点明确废气污染物监测指标及频

次，监测频次原则上不得低于 1次/年，地方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

规定。 

表 7 废气污染物最低监测频次 

燃料类型 锅炉或燃气轮机规模 监  测  指  标 监测频次 

燃煤 

20t/h或 14MW及以上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连续监测 

汞及其化合物
1
、氨

2
、林格曼黑度 季度 

20t/h或 14MW以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

汞及其化合物 
月 

燃油 
20t/h或 14MW及以上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连续监测 

氨
2
、林格曼黑度 季度 

20t/h或 14MW以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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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类型 锅炉或燃气轮机规模 监  测  指  标 监测频次 

燃气
3
 

20t/h或 14MW及以上 
氮氧化物 连续监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氨
2
、林格曼黑度 季度 

20t/h或 14MW以下 
氮氧化物 月 

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 年 

注：1.煤种改变时，需对汞及其化合物增加监测频次。 

2.使用液氨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可以选测。 

3.仅限于以净化天然气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其他气体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参照

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4.煤矸石锅炉参照燃煤锅炉；油页岩、石油焦、生物质锅炉或燃气轮机组参照以油为燃料的

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5.多种燃料掺烧的锅炉或燃气轮机污染物应执行最严格的监测频次。 

6.关于排气筒废气监测，要求同步监测烟气参数，包括排气量、温度、压力、湿度、氧含量

等。 

表 8 废水污染物最低监测频次 

锅炉或燃气轮机 

规模 

燃料 

类型 
监测点位 监 测 指 标 

监测 

频次 

涉单台20t/h或14MW

及以上锅炉或燃气轮

机的排污单位 

燃煤 

废水排放口 

pH、COD、氨氮、悬浮物、总磷、石

油类、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

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流量 

月 

脱硫废水排放口 
pH、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流量 
月 

燃气 废水排放口 pH、COD、氨氮、悬浮物、流量 季度 

燃油 废水排放口 
pH、COD、氨氮、悬浮物、总磷、石

油类、硫化物、流量 
月 

涉单台20t/h或14MW

及以上锅炉或燃气轮

机的排污单位 

燃油 脱硫废水排放口 
pH、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流量 
月 

所有 
循环冷却水排

放口 
pH、COD、总磷、流量 季度 

所有 
直流冷却水排

放口 

水温 日 

余氯 
冬、夏各

监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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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或燃气轮机 

规模 

燃料 

类型 
监测点位 监 测 指 标 

监测 

频次 

仅涉单台 20t/h 或

14MW 以下锅炉的排

污单位 

所有 废水排放口 pH、COD、氨氮、悬浮物、流量 年
1
 

注：1.是否监测由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 

2.除脱硫废水外，废水与其他工业废水混合排放的，参照相关工业行业监测要求执行。 

3.废水排放量（不包括间接冷却水等清下水）大于 100 吨/天的，应安装自动测流设施并开展

流量自动监测。 

表 9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最低监测频次 

燃 料 类 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煤、煤矸石、石油焦、油页岩、生物质 厂界 颗粒物 季度 

油 储油罐周边及厂界 非甲烷总烃 季度 

所有燃料 氨罐区周边 氨
1
 季度 

注：1.适用于使用液氨或氨水作为还原剂的企业。 

2.周边无敏感点的，可适当降低监测频次。 

5.采样和测定方法 

（1）自动监测 

废气自动监测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5）、《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T76）执行。 

废水自动监测参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353）、《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HJ/T354）、《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355）执行。 

http://www.baidu.com/link?url=aVW2Q5Z6Uo6FBOiRXq-g8uWe76VW6HmgKhFVNt7Uo0APn_kfuZRFjBnT4EGIupdn
http://www.baidu.com/link?url=aVW2Q5Z6Uo6FBOiRXq-g8uWe76VW6HmgKhFVNt7Uo0APn_kfuZRFjBnT4EGIupdn
http://www.baidu.com/link?url=Em4aJj66uiUggIbr0VCfNKCDWIXMQOrmJC8E6KXQMb1ZlDg1goy3TRdtSwACXTWR
http://www.baidu.com/link?url=Lu00G5tyysIo0HmzeE5XEIm8pTDt17Mprz2a5h-fdo4186t8OX0K2zqX3kNLQ8DpUwMtEtKNKtifJG14wajTkK
http://www.baidu.com/link?url=Lu00G5tyysIo0HmzeE5XEIm8pTDt17Mprz2a5h-fdo4186t8OX0K2zqX3kNLQ8DpUwMtEtKNKtifJG14wajT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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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采样 

废气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

态污染物》（GB/T1615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执行，单次监测中，气态污染物采样，应获得小时均值浓度；颗粒

物采样，至少采集三个反映监测断面颗粒物平均浓度的样品。 

废水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HJ/T91）》执行。 

（3）测定方法 

废气、废水污染物的测定按照相应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浓

度测定方法标准执行，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6.数据记录要求 

（1）监测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总则》执行。 

对于无自动监测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指标，企业应当定期

记录开展手工监测的日期、时间、污染物排放口和监测点位、监测

方法、监测频次、监测仪器及型号、采样方法等，并建立台账记录

报告，手工监测记录台账至少应包括表 10内容，填报方法可参照排

污许可证申请表相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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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手工监测报表 

序

号 

污染源

类别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排放口

编号 

监测

内容 

计量

单位 

监测

结果 

监测 

结果 

(折标)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

个数 

手工测

定方法 

手工监

测仪器

型号 

1 

废气 

20160606 10:00-10:15 DA001 SO2 mg/m
3
 100 110 连续采样 HJ/T57 AAA 

 20160606 10:00-10:15 DA001 
烟气

流量 
m
3
/h 5000 5500 - - - 

 
废水 

          

   …… ……    …… ……  

 其他    ……    …… ……  

注：监测内容包括：自行监测指南中确定应当开展监测的废气、废水污染因子，及其他需要监测

的污染物；对于需要同步监测的烟气参数（排气量、温度、压力、湿度、氧含量等）、废水

排放量等，要同步记录。 

（2）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要求 

①火电厂生产运行情况 

燃煤机组：按照发电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煤量、发电

煤耗、产灰量、产渣量、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负荷率。 

燃气机组：按照燃气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气量、发电

气耗、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负荷率。 

燃油机组：按照发电机组记录每日的运行小时、用油量、发电

油耗、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负荷率。 

②燃料分析结果 

燃煤火电厂应每天记录煤质分析，包括收到基灰分、干燥无灰

基挥发分、收到基全硫、低位发热量等；燃气火电厂应每天记录天

然气成分分析；燃油火电厂应每天记录油品品质分析，包括含硫量

等；其他燃料的火电厂应每天记录燃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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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企业需定期记录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并留档保

存，记录内容至少应包括表 11、表 12 内容。 

表 11 生产情况报表 

日期 
机组

编号 

规模

(兆瓦) 

发电量

(万千

瓦时) 

供热量

(万吉焦) 
负荷率 

燃料消耗

量(吨或

m
3
) 

发电标准

煤耗(g标

煤/kwh) 

产灰量(仅

燃煤机组

记录) 

产渣量(仅

燃煤机组

记录) 

          

表 12 燃料分析报表 

日期 

燃 煤 机 组 燃油机组 燃气机组 

低位发热量 硫份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灰分 低位发热量 硫份 低位发热量 硫化氢 

MJ/Kg % % % MJ/Kg % MJ/m
3
 % 

         

③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记录脱硫、脱硝、除尘设备的工艺、设计建设企业、投运时间

等基本情况。按日记录脱硫剂使用量、脱硫副产物产生量、脱硝剂使

用量、粉煤灰产生量、布袋除尘器清灰周期及换袋情况等，并记录脱

硫、脱硝、除尘设施运行、故障及维护情况等。企业需整理成台账保

存。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记录应至少包括表 13、表 14内容。 

表 13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报表 

机组

编号 
日期 

发电量 供热量 

机组

运行

时间 

脱硫设

施运行

时间 

脱硝设

施运行

时间 

脱硫剂

用量 

脱硫 

副产品 

产量 

脱硝 

还原剂 

用量 

脱硫

副产

物产

生量 

粉煤

灰产

生量 

布袋除尘

器清灰周

期及换袋

情况 

废气污

染治理

设施运

行费用 

万千瓦时 万吉焦 小时 小时 小时 吨 吨 吨 吨 吨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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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治污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 

时间 
故障

设施 
故障原因 

排放浓度（mg/m
3
） 

应对措施 
SO2 NOX 烟尘 

       

④污水处理运行状况记录 

按日记录污水处理量、污水回用量、污水排放量、污泥产生量

（包括含水率）、污水处理使用的药剂名称及用量、冷却水的排放量

等。企业需整理成台账保存，汇总表可以参考表 13。 

7.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要求，企业应当根据

自行监测方案及开展状况，梳理全过程监测质控要求，建立自行监

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 

五、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规范 

企业开展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编制执行报告目的是自我证明企

业的持证排放情况。《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

范》及相关技术规范性文件发布后，企业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及

执行报告编制规范以规范性文件要求为准。 

（一）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火电企业应按照“规范、真实、全面、细致”的原则，依据本

技术规范要求，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进行填报；有

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补充制订相关技术规范中要求增加

的，在本技术规范基础上进行补充；企业还可根据自行监测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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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补充填报其他必要内容。企业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设置

专职人员进行台账的记录、整理、维护和管理，并对台账记录结果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为实现台账便于携带、作为许可证执行情况佐证并长时间储存

的目的以及导出原始数据，加工分析、综合判断运行情况的功能，

台账应当按照电子化储存和纸质储存两种形式同步管理。台账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排污许可证台账应按生产设施进行填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

息、污染治理措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其他环境管理信

息等内容，记录频次和记录内容要满足排污许可证的各项环境管理

要求。其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生产设施、治理设施的名称、

工艺等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各项排污单位基本信息的实际情况及与污

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运行参数；污染治理设施台账主要包括污染物

排放自行监测数据记录要求以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

记录信息按照自行监测管理要求实施。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当包括设备运行校验关键参数，

能充分反映生产设施及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典型关键参数列举

如下。 

1. DCS 曲线记录要求 

DCS 曲线要求截屏后粘贴在 Word 文档中，无需打印后再扫描，

要注明每条曲线代表的含义。 

DCS曲线应能准确直观的反映出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状况和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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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变化趋势。要求每周一张彩色曲线图，注明机组编号，量程合

理，每个参数按照统一的颜色划出曲线。曲线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脱硫 DCS 曲线：机组负荷、烟气量、增压风机电流、旁路挡板

开关信号、原烟气 SO2浓度、净烟气 SO2浓度、浆液循环泵电流、烟

气出口温度、供浆泵电流或流量。 

脱硝 DCS曲线：机组/锅炉负荷、烟气量、脱硝设施入口 A侧 NOX

浓度、入口 B 侧 NOX浓度、总排口 NOX浓度、脱硝设施入口 A 侧氨流

量、入口 B 侧氨流量、脱硝设施入口 A 侧烟气温度、入口 B 侧烟气

温度。 

除尘 DCS 曲线：机组负荷、烟气量、增压风机电流、引风机电

流、原烟气颗粒物浓度、净烟气颗粒物浓度、烟气出口温度。 

2.无组织废气污染治理措施运行记录要求 

与储煤场、输煤系统、油罐区、物料场、翻车机房、备煤备料

系统、石灰石及石膏储存区、脱硝辅料区（氨罐区）、灰场等无组织

废气污染治理措施相应的运行、维护、管理相关的信息记录，可用

于说明上述措施的运行情况和效果。 

3. 废水环保设施运行记录要求 

废水环保设施台账应包括所有环保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情况

等，废水治理设施包括废水处理能力（吨/日）、进水水质（各因子

浓度和水量等）、运行参数（包括运行工况等）、废水排放量、废水

回用量、污泥产生量及运行费用（元/吨）、排水去向及受纳水体、

排入的污水处理厂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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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报告编制规范 

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应当整合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环境统计等

各项环境管理的数据上报要求，可以参照本技术规范，在排污许可

证中根据各项环境管理要求，确定执行报告的内容与频次。火电企

业应按照许可证中规定的内容和频次定期上报。 

1.报告频次 

火电企业应至少每年上报一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

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当年可不上报年度执行报告，许可证执行情况

纳入下一年年度执行报告。每月或每季度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主要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同时，每

半年提交一次半年执行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情况报表、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主要污染物的超标时段自动监测小时均

值报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实际排放量及排污费（环境保

护税）申报表，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 

企业还应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按照执行报告提纲编写年

度执行报告，连同环保管理台账等相关报表于次年 1月 15日之前提

交至发证机关。年度执行报告包括企业规模、产品、产量、装备等

基本信息，并系统分析生产负荷、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许可限值达标情况、自行监测、台账建立与记录以及许可

证规定的各项相关环境义务履行等情况。企业应保证执行报告的规

范性和真实性。技术负责人发生变化时，应当在年度执行报告中及

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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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执行报告提纲 

火电企业应当根据报告期内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自行监测数据

记录等内容，归纳总结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编制年度执行报告。

年度执行报告编制提纲如下： 

（1）基本生产信息。基本生产信息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所属行

业、许可证编号、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注册号、投产时间、环

保设施运行时间等内容，火电企业还应按照自行监测数据记录要求，

概述许可证报告期内企业规模、产品、产量、设备等基本信息，并

分析企业与上年同期相比相关信息变化情况；对于报告周期内有污

染治理投资的，还应包括治理类型、开工年月、建成投产年月、计

划总投资、报告周期内累计完成投资等信息。报告内容至少应包括

表 11、表 12的总结说明。 

（2）遵守法律法规情况。说明企业在许可证执行过程中遵守法

律法规情况；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情况；自觉遵守环境行政命令和环境行政决定情

况；公众举报、投诉情况及具体环境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执行情况。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来源及处理说明。根据自行

监测数据记录及环境管理台账的相关信息，总结说明污染物来源及

处理情况，具体生产工艺产生的废水废气及处理措施和处理效果等。

报告内容至少应包括对表 13 的总结说明,以及废气、废水治理设施

运行费用等。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明。企业拆除、闲置停运污染防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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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需说明原因、递交书面报告、收到回复及实施拆除、闲置停运

的起止日期及相关情况；因故障等紧急情况停运污染防治设施，或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异常的，企业应说明故障原因、废水废气等污染

物排放情况、报告递交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并附表 14的记录内

容。 

如有发生污染事故，企业需要说明在污染事故发生时采取的措

施、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4）自行监测情况。企业说明如何根据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自行

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的情况。自动监测情况应当说明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和仪器、采样方法、监测质量控制、

自动监测系统联网、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及监测结果公开情况

等，并建立台账记录报告。 

对于无自动监测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指标，企业应当按照

自行监测数据记录总结说明企业开展手工监测的情况。报告内容至

少应当包括表 10的总结说明。 

（5）台账管理情况。企业应说明按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环

境保护税等各项环境管理要求统计基本信息、污染治理措施运行管

理信息、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情况；说明记录、保存监测数据的情

况；说明生产运行台账是否满足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检查要

求。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根据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记

录及环境管理台账的相关数据信息，概述企业各项污染源、各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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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的排放情况，分析全年、特殊时段、启停机时段许可浓度限值

及许可排放量的达标情况。实际排放量和达标排放判定方法详见本

规范第六和第七部分。实际排放量报表可参照表 15填报，对于超标

时段还应填报表 16 内容。 

表 15 实际排放量报表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编码 污染物 
年许可排放量

（吨） 

报告期实际排放量

（吨） 
报告期 

 

 SO2   月/季度/年 

 NOX    

 烟尘    

 ……    

全厂      

表 16 污染物超标时段自动监测小时均值报表 

日期 时间 机组编号 超标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折标） 

超标原因说明 

mg/m
3
 

     启动、故障等 

（7）排污费（环境保护税）缴纳情况。企业说明根据相关环境

法律法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缴纳排污费（环

境保护税）的情况。 

（8）信息公开情况。企业说明依据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环境信息

公开要求，开展信息公开的情况。 

（9）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说明企业内部环

境管理体系的设置、人员保障、设施配备、企业环境保护规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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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实施情况、相关责任的落实情况等。 

（10）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 

（11）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3.半年及月报规范 

企业每月或每季度应至少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年度执行报

告中的第（6）部分中的 “实际排放量报表”、达标判定分析说明及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明。半年报告应至少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上报全年报告中的第（1）、第（3）至第（6）部分。 

六、达标排放判定方法 

对于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达标判定是指各项污染物是否

达到许可限值的各项规定，主要包括许可排放量和许可排放浓度判

定。其中各项污染物许可排放量达标，是指根据本技术规范第七部

分计算的全厂实际排放总量不超过相应污染物的许可排放量。许可

浓度限值判定方法具体如下。 

（一）废气 

1.一般情况 

火电企业各废气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小时浓

度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各项废气污染物小时浓度均值根

据自动监测数据和手工监测数据确定。 

自动监测小时均值是指“整点1小时内不少于45分钟的有效数据

的算术平均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GB/T16157）和《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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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规定，手工监测小时均值是指“1小时内等时间间隔采样 3-4

个样品监测结果的算数平均值”。 

对于火电企业的 SO2、NOX、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按照剔除异

常值的自动监测数据、执法监测数据及企业自行开展的手工监测数

据作为达标判定依据。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

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手工

监测数据作为优先达标判定依据。由于自动监控系统故障等原因导

致自动监测数据缺失的，连续缺失时段在 24小时以内的应当参照《固

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75）进行补遗，超过 24

小时的，超过时段按照缺失前 720 有效小时均值中最大小时均值进

行补遗。 

2.特殊情况 

NOX 的稳定运行达标判定期为机组启动后出力达到额定的 50%开

始到机组解列前出力降到额定的 50%为止。在此期间外的启动和停机

时段内的排放数据可不作为火电机组 NOX达标判定依据。其中，启动

时间原则上并网后不得超过 4小时，如企业可提供一年以上在线监测

数据等证明实际启动时间超过 4小时的，可适当延长，最高可延长至

8 小时；停机时间为 1 小时。对于电量不上网的自备电厂，冷启动不

得超过 4-5小时，热启动不得超过 3-4小时，停机时间为 1小时。 

若多台设施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烟气，且其中一台处于启停时段，

企业可提供烟气混合前各台设施有效监测数据的，按照企业提供数

据进行达标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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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火电企业各废水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有效日

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各项废水污染物有效日均值采用自

动监测、执法监测、企业自行开展的手工监测三种方法分类进行确

定。 

1.自动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得到有效日均浓度

值与许可排放浓度限值进行对比，超过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的，即视

为超标。 

对于自动监测，有效日均浓度是对应于以每日为一个监测周期

内获得的某个污染物的多个有效监测数据的平均值。在同时监测污

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以流量为权的某个污染物的有

效监测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在未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

日均值是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自动监测的有效日均浓度应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

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355）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

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356）等相关文件确定。技术

规范修订后，按其最新修订版执行。 

2.执法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超标。

根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确定监测要求。 

若同一时段的现场监测数据与在线监测数据不一致，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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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该现场监测数据作为优

先证据使用。 

3.企业手工监测 

按照自行监测方案、监测规范进行手工监测，当日各次监测数

据平均值（或当日混合样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超标。超标判

定原则同执法监测。 

七、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火电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达标是指企业中有许可排放量要求

的主要排放口的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之和满足年许可排放量要

求。对于特殊时期短时间内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企业，主要排放口

实际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特殊时期许可排放量。 

火电企业 SO2、NOX和烟尘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包括实测法、物

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等。 

应当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

监测数据采用实测法核算实际排放量。同时根据执法监测、企业自

行开展的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校核，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自

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

的，以手工监测数据为准。 

对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而未采用的污染因子，采用物料衡算法

或产排污系数法按照直排核算实际排放量。其他采用手工监测的污

染因子，按照执法监测或企业自行开展的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

若同一时段的执法监测数据与企业自行开展的手工监测数据不一



 — 49 — 

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按照优先顺序依次

选取自动监测数据、手工和执法监测数据、产排污系数法进行核算。

在采用手工和执法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时，还应以产排污系数进行校

核；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执法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

测数据为准。监测数据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和

技术规范。 

1.实测法 

实测法是指根据监测数据测算实际排放量的方法，分为自动监

测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其中，自动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 DCS

历史存储的 CEMS数据中的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手工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每次

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量、运行

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 

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或更换，按要求在 48小时内恢

复正常运行的，且在此期间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

法》（环发〔2008〕6 号）开展手工监测并报送手工监测数据的，根

据手工监测结果核算该时段实际排放量。对于未按要求开展手工监

测并报送数据的，或未能按要求及时恢复设施正常运行的，采用物

料衡算法或产排污系数法按照直排核算该时段实际排放量。 

对于其他情况导致全年历史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累计时段低于

全年运行小时数的 10%的，该时段污染物排放浓度按照全年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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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最高月均值取值，烟气量按照全年平均烟气量取值，核算排放

量。 

对于其他情况导致全年历史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累计时段超过

全年运行小时数的 10%的，该时段污染物排放浓度按照全年稳定运行

期间最高小时均值取值，烟气量按照全年平均烟气量取值，核算排

放量。 

企业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线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等不是企业责

任的，可按照企业提供的脱硫剂消耗量、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

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年申报期间的稳定运行期间小时浓度均

值和半年平均烟气量核算数据缺失时段的实际排放量。 

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而未采用的，采用物料

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产排污系数法核算氮氧化物、烟尘排

放量，且均按直排进行核算。 

2.物料衡算法 

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根据燃料消耗量、含

硫率进行核算。 

3.产排污系数法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的，根据燃料消

耗量、产污强度进行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