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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企业治理基本情况说明。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成立于 2012 年 09 月 20 日，位于安阳县马家乡科泉村，

法定代表人王红枝，注册资金 100 万元。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汽车配件铸件，主要生产设备有中

频电炉、清砂机、壳芯机、空压机等，现有职工 20 余人，工程师 1 名，技术人员 2 名。目前公

司环保设施配套完整，厂区整洁干净，绿化美观。

公司生产的农用车减速器壳、轮壳、五十铃差减壳等系列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良好，按时缴纳各项税费，积极落实执行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及指示，

以后也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及指示。

二、治理方案。

一、环保现状整顿评估。

（一）企业基本情况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科泉村，公司主要生产工程车轮

毂，差速壳，减速器壳及行星架；汽车底盘件，差速器壳，减速器壳，轮壳等。

（二）企业主要工艺装备及配套环保设施台账

企业主要设备工艺为中频电炉、抛丸机、除尘器等。企业现有 1 台 1t 中频炉，清砂机 1 台，

混砂机 1 台。

企业配套 3 台（套）袋式除尘设备。

（三）污染物排放现状

企业已配套安装自动在线检测设施。人工造型过程中没有无组织排放。



（四）与“超低排放”对标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现状与“超低排放标准”对标。



提标治理标准 企业实际情况

原料系

统

焦炭的装卸过程必须确保呆在蜜蜂空

间内，并设备抽风收尘设施。

- -

原料封闭堆存，废钢切割点须设备固

定区域，并设置抽风收尘装置。

- -

所有物料全部实现封闭储存，采用封

闭皮带运输，禁止二次倒运，封闭料

仓内采取干雾抑尘措施。

企业现在物料封闭完善 符合

中频电炉炉口以上建设封闭式集气

罩，集气罩面积应将铁口（浇注口）

覆盖在内并安装配套的袋式除尘设

施。

现场炉口以上已经建设封闭集气罩，

集气罩面积已将渣坑封闭。中频炉封

闭完善。

符合

铁水罐修模区应设置抽水收尘装备。

施。

企业铁水管修复区域有抽风集尘装

置。

符合

砂处理系统须配套完备的除尘设施 企业属于人工造型，浇注，有砂处理

系统。

所有裸露点/破碎设备/筛分设备

等产尘点实施无组织和治理改造，

产尘点或密封罩周边 1m 处颗粒浓

度小于 2mg/m3.全场各车间不可见

烟尘外溢。

企业落料封闭。 符合

采用煤砂/树脂砂、覆膜、沙失模

工艺的应配套安装 VOCs 收集和净

化处理设施。

企业采用煤砂，现场有活性炭 VOCs

处理设施。

符合

检测监

管

中频炉和冲天炉等烟气排放口均

配磁 CEMS 烟气连续自动在线监测

装置。

企业已有在线监测设施 符合

为每套除尘系统安装独立的电表，

记录每天的用电量。

企业每套除尘设施已经设置独立

电表

符合

冲天炉应惊醒除尘脱硫，脱硝改

造，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分别达到 10mg/m3、

30mg/m3、100mg/m3

-



（一）电炉区域

企业现有中频炉产尘节点有密封，已封闭完全，出铁水和渣坑区封闭在内，使在出铁水和渣

坑内修罐时不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中频冶炼时没有外溢尘烟，不存在无组织排放问题。

（二）人工造型教主清砂区域

企业人工造型及砂处理区域已与路面隔离，厂房内地面无废砂逸撒，不易产生无组织排放。

（三）物料堆放储存情况

企业现场物料封存已完善。

（四）厂容厂貌

厂区内有干净整洁，绿化美观到位。

（五）监测管理

企业已有在线监测，根据企业提供的第三方监测数据，企业排放浓度未达到 10mg/m3。

三、治理项目及进度安排

公司共需增上 4 个改造项目，全部涉及投资，合计投资约 23.5 万元，所有项目计划于 2019

年 8 月底前完成。

所有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mg/m3

企业已有监测，根据企业提供的第

三方监测数据，企业排放浓度未达

到 10mg/m3

符合



项目投资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目标 实施效果 实施时间

（年月）

投资

1
中频炉烟气除尘系统优货

改造

在不影响工艺操作情况下

对现有中频炉实现全密

封，包括出铁水和渣坑在

内的区域，最大限度地消

除无组织排放。增加在线

监测设施。完善除尘设施，

满足外排废颗粒物浓度达

到＜ 10mg/m3 的标准限

值。

本项目实施后将最大幅

度地消除中频炉冶炼区

域和修罐时的无组织排

放问题，大幅度提升企

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水

平。

2019.6
6

2
人工造型、浇注区域增加除

尘改造

在人工造型、浇注区域建

立隔离设施，增加集成罩

并且配套 VOC 治理设施，

降低该区域无组织排放。

本项目实施以后，可以

大幅度消减人工造型浇

注区域的无组织排放问

题，提升现场工作环境

质量。

2019.6
7.5

3
其他除尘系统优化改造 对企业现有的除尘设施惊

醒优化改造，通过加强管

理和增加过滤面积相结合

的方式，降低过滤风速提

升除尘效率，最终要求颗

粒物排放速度达到超低排

放要求，产生扬尘点，在

不影响操作的前提下，采

用干雾抑尘装置。

本项目实施以后，将最

大幅度的消除中频炉冶

炼区域和修罐时的无组

织排放问题，大幅提升

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水平。

2019.6
6

4
厂容厂貌改造 加强组织管理，解决车间

内的积灰问题。对赤裸地

面惊醒硬化或者绿化处

理。

进一步提升厂区厂容厂

貌、绿化景观水平。
4

合计投资总额
23.5



项目月度进度表

三、企业验收申请

按照龙安区环境攻坚办《龙安区 2019 年大气污染治理 5 个专项实施方案》（龙环攻坚办

[2019]100 号文）中《龙安区 2019 年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要求，我公司需要完成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任务。我公司对照实施方案中的要求，指定了治理方案，并于 2019 年 5

月开始实施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具体改造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现有中频炉 1 台、清砂机 1 台、混砂机 1 台及配套环保

设施等设备。为做好挥发性有机物改造工作，我公司对涉及挥发物有机物工段进行封闭，安装活

性炭治理设施。

二、改造实施方案：

1、挥发性有机物：对浇注工段车间进行全部封闭，增设挥发性有机物活性炭治理设施一台。

序

号

项目名称 方案确定 采购完成 封建施工 设施安装 系统调试 投运时间

1 2019.6 2019.6 2019.7 2019.7 2019.7 2019.7 2019.8

2 2019.6 2019.6 2019.6 2019.6 2018.6 2019.6 2019.8

3 2019.6 2019.6 2019.6 2013.6 2019.6 2019.8 2019.8



三、改造完成情况：

2019 年 6 月 26 日，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委托河南光远环保科技公司（检测机

构名称），对挥发性有机物改造后的效果进行了提标治理验收检测。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显示，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已完成，

具备验收条件，特申请验收。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

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

四、检测报告

一、项目概括

（一）企业基本情况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8 万吨汽车配件铸件项目位于安阳县马家乡科泉

村，该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

（二）主要生产工艺

该项目主要以生铁、稀土合金、硅铁、陶土等为原材料采用“原料—（陶土—混砂—制模

—）熔铸—毛胚—清砂—机加工—成品”等工艺进行生产；年加工 3000 吨汽车配件。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检测结果及分析

（一）废气处理设施效率监测

验收检测期间，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挥发性有机物提标治理项目铸造工序活性

炭吸附装置 VOCs 第Ⅰ、Ⅱ周期的去除效率分别为 78.2%、78.6%；非甲烷总烃第Ⅰ、Ⅱ周期

的去除效率均分别为 75.7%、78.8%。



（二）废气处理设施去除效率检测结论

验收检测期间，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挥发性有机物提标治理项目铸造工序活性

炭吸附装置 VOCs 第Ⅰ、Ⅱ周期的去除效率均分别为 78.2%、78.6%；非甲烷总烃第Ⅰ、Ⅱ周

期的去除效率均为 75.7%、78.8%。

（三）有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检测结论

验收检测期间，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挥发性有机物提标治理项目铸造工序活

性炭吸附装置排气筒出口 VOCs 最大排放浓度为 2.67×10-2mg/m3，最大排放效率为 2.82×

10-4kg/h，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其他行业标准限

值（VOCs：80mg/m3、排放速率：2.0kg/h）要求，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 6.68mg/m3，

均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

{2017}162 号）

（四）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检测结论

验收检测期间，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挥发性有机物提标治理项目厂界下风向

无组织 VOCs 最大排放浓度为 6.90×10-2mg/m3，均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DB12/524-2014）厂界浓度点监控限值（VOCs：2.0mg/m3）要求。无组织非甲烷总烃

最大排放浓度为 1.70mg/m3，符合《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

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

五、安阳市 2019 年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核查验收表



安阳市 2019 年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核查验

收表

工业企业名称（盖章）：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8 月 20 日



企业名称：安阳县华德汽车部
件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及联系方式：王红枝

15713727376

企业地址：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

科泉村
行业：铸造

治理项目名称：无组织

主要产品和产能：汽车配件 18000 吨

工程总投资： 23.5（万元） 竣工日期：2019 年 9月 30 日

设计单位：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验收监测单位：河南光 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产污环节流程图：

熔炼-造型-浇铸-清砂抛光-成品

熔化集气罩+除尘器—浇铸流动集气罩+活性炭+岩棉吸附—混沙

集气罩+除尘器—清砂螺旋风机+除尘器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和无组织排放管理机制建设情况（人员定员、管

理制度、监测制度、维修制度、事故应急、防范措施等）

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措施

一． 人员

总负责人：王红枝 职务，总经理 157-1372-7376

操 作 员：唐小方 138-4926-1610

操 作 员专职负责颗粒物和 V0C3 治理设施的日常保养维护，严格按

照管理制度进行操作和使用。

二．管理制度

1.认真学习安环文【2018】255 号文件。

2.开机前必须对除尘设施全部检查。重点检查除尘袋过滤网是否破

损，积灰是否严重，并做到提前清理。活性炭是否潮湿、变色、变质、

够量。在保证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保证一年更换一次活性炭，并做

更换维护记录。

3.发现除尘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者除尘袋过滤网、活性炭损坏，要

立即通知厂部负责人、停止生产。

三.监测制度

1、制定监测制度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公司颗粒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的浓度，根据检测情况对环保设施进行管理等。

2、根据我公司污染物产生情况，公司应半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

铸造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检测。



3、本公司环境监测的对象：铸造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和有机物的排

放指标。

4、监测的频率：本公司定于每半年进行检测一次，再出现紧急事

故或设备故障维修情况下进行临时性检测。

通过环境监测了解本公司产生废气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加强管理、提

升环境质量。

四.维修制度

1.除尘设施必须定期进项维修保护。

2.风机、电机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注油正常、风叶平衡。

3.通风管道半年检查一次，查看管道是否漏气、腐蚀。

4.除尘袋过滤网每月大检查一次，更换破损、清理积尘。

5.活性炭每月大检查一次，主要检查是否受潮、变质，数量是否充

足。

五.事故应急

对除尘设施出现故障，或不能准确判断问题原因，要立即停产，

上报区环保局，等待处理结果。并经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进项生产。

六.防范措施

1.严格执行安环文【2018】255 号文件精神。

2.按照管理制度认真做好维修、保养工作。

3.及时向主管领导提出整改意见或措施。



序

号

产排污车间

（环节）
产排污工段

产排污设

备点位

治理标准和要

求（逐工序填

写）

企业自查情况 对标现场核查验收治理情况

建设完善

监测系统

情况

备注

采取的具体

治理措施

投资

（万

元）

是否治

理到位

具体治理情

况

验收监测主

要因子达标

情况

治理是否到

位

01 铸造车间 铸造车间 铸造车间 顶吸除尘器 顶吸除尘器13 是 顶吸除尘器 达标 到位 完善

02 清砂车间 清砂车间 清砂车间 干雾喷淋 干雾喷淋 1.5 是 干雾喷淋 达标 到位 完善

03 混沙车间 混沙工段 混沙工段 120 袋除尘器
120 袋除尘

器
3.8 是

120 袋 除 尘

器
达标 到位 完善

04 清砂车间 清砂工段 清砂工段 旋风除尘 3台
旋风除尘 3

台
0.6 是

旋风除尘 3

台
达标 到位 完善

05 清砂车间 磨件工段 磨件工段 增加集气罩 增加集气罩 0.5 是 增加集气罩 达标 到位 完善



安阳市 2019 年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

理验收档案

（安阳市龙安区）

企业名称：安阳县华德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机械配件

任务类型：环保治理

验收时间：2019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