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东煤层气田保德区块南区 

5 亿 m3/a 煤层气开发项目（阶段性）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忻州分公司于2017年 12月 17日

在忻州市保德县召开了《鄂东煤层气田保德区块南区 5 亿 m3/a 煤

层气开发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保德县环境保护局、竣工调查编制单位太原市麒达环保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代表、设计单位代表、施工单位代表和有关

技术专家，与会人员通过现场检查，结合竣工资料审阅，经认真

讨论，形成以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在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韩家川

乡、桥头镇、孙家沟乡、林遮峪乡、土崖塔乡、南河沟乡等地建

设鄂东煤层气田保德区块南区 5 亿 m3/a 煤层气开发项目，该项目

煤层气勘查区面积 476.249km2，动用煤层气含气面积 91.3km2，开

采层系以 4+5#煤层为主，8+9#煤层为辅，设计主要包括 630 口采

气井（其中丛式井 610 口、水平井 20 口），井场 115 座；集气站 3

座；采出水处理站 7座；集输气管线及其他配套工程等建设内容。

开采方式为排水采气方式，产能规模 5.0×108m3/a，总建设投资

164700 万元，环保投资 5389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27%。 

2013 年 12 月 12 日，国家能源局以国能煤炭[2013]491 号文

《国家能源局关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保德区块南区煤层气开发项

目备案确认的函》同意保德区块南区 5×108m3/a 煤层气开发项目

备案。2012 年 9 月 14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晋发改地区

函[2012]1185 号《关于支持保德区块煤层气开发项目相关事宜的

函》，支持本项目相关事宜。 

2015 年 8 月 10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5]814 号



文《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鄂东煤层

气田保德区块南区 5 亿 m3/a 煤层气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批复。 

本项目工程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开工建设，2017 年 2 月 15

日阶段性竣工，2017 年 2 月 20 日全部井场进入联合试运转阶段。

主要建设有采气井 361 口，关闭 135 口，保留 226 口（其中丛式

井 219 口、水平井 7口），井场 57 座（其中丛式井井场 53 座，水

平井井场 4座）；集气站 1座；采出水处理站建设 5座，保留 4座、

关闭 1座；62.8km 集输气管线、60km 排水管线及其他配套工程等

建设内容。项目工程量完成过半，开采方式为排水采气方式，阶

段性建设实际投资 9.86 亿元，环保投资 1907 万元，占项目实际

总投资的 1.93%。环境保护设施设备投入使用后运行良好，具备了

阶段性投产验收的条件。 

表1   项目阶段性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 

工程类别 
阶段性工程实际 

建设内容 
对照环评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钻井工程 

226 口采气井，其中丛式井

219 口、水平井 7口。每个

采气井配备采气树、抽油机

1台，气水分离器 1台，水

流量计 1台。 

630 口采气井，其中丛

式井 610 口、水平井 20

口。每个采气井配备采

气树、抽油机 1台，气

水分离器 1台，水流量

计 1台。 

增加了保 7，保 12，

保 1-47，保 1-48，保

1-49，保 1-50，保-

平 14、15 井场 7座

井场 

井场 57 座，其中丛式井场

53 座、水平井场 4座。每

个井场配备 1个事故缓冲

池、放空火炬及计量阀组

等，8个井场采用网电，49

个井场配备 1台燃气发电

机。 

井场 115 座，每个井场
配备 2台燃气发电机（1
用 1备）、1个事故缓
冲池、放空火炬及计量

阀组等。 

未设置备用燃气发电

机，8个井场采用网电

保 4集气站设 5台螺杆
压缩机、进站分离撬、
计量装置、脱水装置、
箱式变配电室、放空火

炬系统等。 

建设内容一致 

主 

体 

工 

程 

地面 

工程 

集气站

保4集气站设5台螺杆压缩

机、进站分离撬、计量装置、

脱水装置、箱式变配电室、

放空火炬系统等。 
保 5集气站设 4台压缩
机、进站分离器、计量
装置、脱水装置、4台
燃气发电机（3用 1备）
及变电器、放空火炬系

统、值班室等。 

/ 



保 6集气站设 4台压缩
机、进站分离器、计量
装置、脱水装置、4台
燃气发电机（3用 1备）
及变电器、放空火炬系

统、值班室等。 

/ 

集气 

管线 

采用地埋式串接输气方式，

62.8km。 

采用地埋式串接输气方

式，205km。 
建设内容一致 

排水 

管线 

采用地埋式串接输水方式，

60km。 

采用地埋式串接输水方

式，43km。 
增加了排水管线长度

道路 

以省道 S304 线、通乡油路

以及通村水泥路为主线，建

设通往各站场的道路，整体

形成树枝状路网结构。另

外，由于气井钻探、材料运

输等的需要，均有井场至主

干道的临时道路连接，单井

场平均施工道路 336m，采

用 4级土路标准，路面宽度

4m。总长 35km。 

以省道 S304 线、通乡油
路以及通村水泥路为主
线，建设通往各站场的
道路，整体形成树枝状
路网结构。另外，由于
气井钻探、材料运输等
的需要，均有井场至主
干道的临时道路连接，
单井场平均施工道路

336m，采用 4级土路标
准，路面宽度 4m。总长

72km。 

建设内容一致 

配 

套 

工 

程 

自动控制 

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通

信网络技术和成熟的自控

技术，对整个煤层气井、站

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监测、控

制和调度管理，达到数据

“自动采集、集中监控、集

中管理”的自动化水平。其

中采气井场实现“无人值

守，定期巡检”管理模式。

保 4集气站为煤层气无人

值守橇装集气站。 

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通信网络技术和成
熟的自控技术，对整个
煤层气井、站生产过程
进行集中监测、控制和
调度管理，达到数据

“自动采集、集中监控、
集中管理”的自动化水
平。其中采气井场实现
“无人值守，定期巡

检”管理模式。保 4集
气站为煤层气无人值守

橇装集气站。 

建设内容一致 

供水 阶段性工程无用水环节 

集气站设水箱（10m
3
）1

座，供水方式采用车拉
水。由公司自备送水车，

定时定量送水。 

建设内容一致 

供电 

8 个井场采用网电，49 个井

场均配备 1台燃气发电机。

保 4集气站和 6号、7号、

8号、12 号采出水处理站均

采用架设低压电网供电。

各井场、保 5及保 6集
气站内设燃气发电机，
每个采气井场设 2台，1
用 1 备 1。保 5 及保 6
集气站各设 4台燃气发

电机，3用 1备。 

各井场未设置备用燃

气发电机，8个井场、

保 4集气站和各采出

水处理站均采用网电

采暖制冷 
保 4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

装集气站，无需采暖制冷

保 4站采用自动控制系
统，不设值班室，不设
采暖制冷设备。保 5站、
保 6站采用 120kW 燃气
锅炉供暖，排采 2基地
采用 1400kW 燃气锅炉

供暖 

建设内容一致 

公 

辅 

工 

程 

消防 集气站配备消防器材 集气站配备消防器材 建设内容一致 



生活基地 

建排采 2基地，40 人居住。

基地内分别设倒班公寓、办

公设施、职工食堂及门卫等

建筑物，并在局部规划建设

健身等活动场地。 

建排采 2基地，约 79 多
人居住。基地内分别设
倒班公寓、办公设施、
职工食堂及门卫等建筑
物，并在局部规划建设
健身等活动场地。 

建设内容一致 

每个站场、井场设放空管 1

座 

每个站场、井场设放空

管 1座 
建设内容一致 

废气处理 

燃气发电机燃用煤层气 

井场、站场燃气发电机

组、站场及生活基地锅

炉燃用煤层气 

建设内容一致 

集气站 

保 4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

装集气站，不产生生活污

水。 

进站分离器、脱水装置产生

的生产污水由管道收集进

入站内的废水回收池，由罐

车送至采出水处理站。不设

危废暂存场地。 

每个集气站设设沉
淀池 1座。 

进站分离器、脱水
装置产生的污水由管道
收集经隔油池进行油水
分离后进入站内的污水
回收池，污水池废油定
期清理，送站内危废暂
存装置储存。分离器污
水与生活污水由罐车送
至排采 2基地生活污水
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站
场绿化及场地、道路洒

水。 

分离器污水由罐车分

别送至采出水处理

站。 

不设危废暂存场地。

井场 

建设采出水处理站 4座，采

用氧化、混凝、沉淀、过滤、

生物活性碳吸附、消毒处理

工艺。 

建设采出水处理站 7
座，采用氧化、混凝、
沉淀、过滤、生物活性
碳吸附、消毒处理工艺。

建设内容一致 

废 

水 

处 

理 

排采 2 
基地 

未建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建设 1座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采用生物接触氧
化法+过滤+消毒处理工

艺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

集后，由罐车送往 1#

采出水处理站处理。

压缩机采用加装消声器的

撬装成套设备、防震底座加

装隔声罩 

压缩机采用加装消声器

的撬装成套设备、防震

底座加装隔声罩 

建设内容一致 

环 

保 

工 

程 

噪声处理 
发电机选用低噪声设备，防

震底座，集气站发电机采用

加装消声器的成套设备 

发电机选用低噪声设

备，防震底座，集气站

发电机采用加装消声器

的成套设备 

建设内容一致 

二、工程变动情况 

由井场均配备燃气发电机（1用 1备）变为 8座井场采用网电、

49 座井场配备 1 台燃气发电机，增加 2 座探井，井场数量增加但

发电机数量减少，对大气环境影响减小； 

保 4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装集气站，井场巡检人员 26 人，全

部在保德县城驻扎，进站分离器、脱水装置产生的生产污水由管



道收集进入站内的废水回收池，由罐车送至采出水处理站；排采 2

基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由罐车送往 1#采出水处理站处理，

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输水管道根据实际地形建设 63km，

大于设计输水管道长度 43km。 

项目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设计阶段 

表2   设计阶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专题 环评文件要求 实际 

设计 

阶段 

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和管理
体系，降低工程造成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进一步优化
井场、站场选址和管网选线，有效避让各类环境敏感区和
植被良好区域。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需
按规定程序申请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运行。 

落实。 

 

2、施工阶段 

表3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专题 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 实际 

施工

扬尘 

(1)余料及时清理、清扫，禁止随意丢弃，定时洒水和清

扫工作； 

(2)设围墙或围挡。 

(3)根据主导风向和工地的相对位置，施工现场尽量远离

环境保护目标。物料要当按照划定的区域存放，并设置标

签。施工现场堆放砂、石等散体物料的，应当设置高度不

低于 0.5 米的堆放池，并对物料裸露部分实施苫盖。易产

生扬尘的水泥等物料应当在库房内或封闭容器内存放等；

(4)大风天气，禁止进行土方施工，并做好遮掩工作； 

(5)施工单位运输工程渣土、泥浆、建筑垃圾及砂、石等

散体建筑材料，要采用密闭运输车辆，并按指定路线行驶。

施工产生的渣土、泥浆及废物应当随产随清。暂存的渣土

应当集中堆放并全部苫盖。禁止渣土外溢至围挡以外或者

露天存放。施工现场渣土和垃圾清运应当采取喷淋压尘装

载。 

(6)工地出入口要尽量设于远离环境敏感目标的位置，所

有工地出入口要设置清洗车轮措施，设有专人清洗车轮及

清扫出入口卫生，确保出入工地的车轮不带泥土； 

(7)施工场地设立环境保护措施标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防治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污染，施工单位应将有关环境污

染控制列入承包内容，在施工期有专人负责。 

(8)使用高效节能环保型柴油动力机组，定期对柴油机、

落实 



柴油发电机等设备进行维护。对柴油动力机组燃烧烟气排

气筒设置也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 

(9)煤层气放空禁止就地直接放空排入大气。钻井中发现

地层有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产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气涌井喷，并把可能产出的气体引入燃烧装置燃烧后排

放。 

施工

废水 

(1)钻井废水：钻井废水排入井场防渗泥浆池用于配制泥

浆，循环使用。钻井完毕后，经自然沉淀，泥浆池中上清

液（指不含粗颗粒岩屑的部分含泥浆废水）抽走运至下一

井场循环使用，剩余少量废水与废弃泥浆、钻井岩屑一起

无害化处置。 

压裂废水：前期钻井排出的压裂液贮存于井场内水泥池

中，可循环利用于后期钻井压裂，不外排。到气田施工末

期，排返的压裂废水不能循环利用时，则与排采废水一同

送入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外排。 

(2)生活污水：钻井队应设置了旱厕、污水收集池，生活

污水排入池中处理后用于除尘、绿化洒水。 

落实 

施工

噪声 

(1)施工中应使用性能好、低噪音的设备，对施工场界噪

声超标准的要设置隔音、减震、降噪的设施，以减少对周

围环境的噪声和振动影响。钻井施工人员佩戴耳罩、耳塞

等保护听力。 

(2)离居民区较近的施工点施工时，应根据机械设备产生

噪声的特点，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在夜间使用高噪声

设备。 

(3)本项目钻井柴油机采用壳装方式，置于钢结构活动房

内部，隔声量达到 15dB(A)，有效的降低了钻井期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4)运输要采用车况良好的车辆，并应注意定期维修和养

护；在敏感路段时要限制鸣笛；一般情况应禁止夜间运输。

落实 

施工

垃圾 

(1)施工期的生活垃圾集中存放，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收

集。 

(2)选用无毒无害的钻井泥浆，从源头控制；对废弃钻井

泥浆、岩屑采用无害化固化处理后就地填埋；井场泥浆池

做防渗处理，防止钻井泥浆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泥浆

池容积应大于设计井深的排污容积，保证完井后废弃物面

低于池表面 50cm，以防止外溢污染环境。 

落实 

管理 

措施 

建设单位应与施工单位联合组建施工期环保机构，组织实
施环保设施“三同时”和施工引起的各类污染防治，监督
和检查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 

 

 

落实 

3、试运行阶段 

经现场调查后确定，项目试运行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4、

环评批复文件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5。 

表 4   试运行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井场动力设备全部采用燃气发电机组，燃用煤层气 落实 

站场放空和分离器检修时，对少量放空的煤层气，引入装置

区外的高压火炬系统进行焚烧处理 
落实 

废气 

集气站、排采基地设置燃气锅炉或采用电采暖方式，不得设

置燃煤设施。 

保 4集气站为煤层气无人值守

橇装集气站不供暖，排采基地

设置采用电采暖方式。 

采出水共设置 7个采出水处理站，输水采用地埋式串接输水

方式，输水管道大部分与输气管道同沟铺设，仅根据地形，

个别地段单独铺设。采出水处理站，采用氧化、混凝、沉淀、

过滤、生物活性碳吸附、消毒处理工艺，采出水经处理后，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后

外排。在各个采出水处理站出口各安装一套废水在线监测系

统。 

落实 

每个集气站设设沉淀池 1座。 

进站分离器、脱水装置产生的污水由管道收集经隔油池进行

油水分离后进入站内的污水回收池，污水池废油定期清理，

送站内危废暂存装置储存。分离器污水与生活污水由罐车送

至排采 2基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站场绿化及场

地、道路洒水。 

保 4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装集

气站，不产生生活污水。 

废水 

排采生活基地设 1座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采用“生物

接触氧化法＋过滤＋消毒”处理工艺，处理规模为 6立方米

/天。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由

罐车送往 1#采出水处理站处

理。 

噪声 

发电机、压缩机等设备，控制气体流速，选用高效低噪声设

备，合理布置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安装消声器，在压缩机、

发电机等强噪声源周围布置隔声板，站界绿化。 

基本落实 

站界绿化基本完成 

废水处理站污泥，其主要成分为煤粉，由当地居民拉运作燃

料。 
落实 

固废 
废润滑油及废液压油，每个集气站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在站内设专门区域放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桶收集废油，区域搭防雨篷、地面作防渗

处理。并与吉县九洲废油再生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由吉县九

州公司按照危废转运要求将危险废物送至该公司处置。

落实 

环境 

管理 

设立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环境管理工作计划和环境

监测计划 
完成 

表 5   环评批复文件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文件环保措施 实际环保措施 

1 

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

设备和管理体系，降低工程造成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进一步优化井场、站场选址和管网选线，有效避让各类

环境敏感区和植被良好区域。施工安排避开耕作期，减

少对农民耕种造成的影响。严格控制井场、管线、站场

和道路的施工作业范围，减少临时占地面积。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运营期配合当地政府做好

规划控制工作，禁止在井场、场站和管道附近建设住宅、

医院、学校等敏感建筑物。 

落实 

2 

认真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尽

量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对植被的破坏及临时占地造

成的水土流失。土方工程应避开雨季合理安排施工期，

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已落实

运营期生态保护措施基本落

实 



严格控制开挖面和开挖量。管沟开挖采取分层开挖、分

层回填措施；管道穿越农田施工应保留表层耕作土；施

工结束后及时恢复临时占地原有地貌和功能。退役后的

井场占地要采取生态恢复措施，减轻对区域生态环境的

影响。运营期完善井场、站场、道路绿化美化工程并加

强管理维护，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 

3 

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采取边界围挡、物料遮盖、

场地洒水、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措施减少施工扬尘。管

沟挖填随挖随用，减少土方存留时间及运输距离。钻井

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引入燃烧装置燃烧后排放，禁止

直接放空。施工选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柴油动力机组，确

保废气达标排放。管道穿越河流段施工时，严禁将油污、

污废水、生活垃圾撒落河床。钻井废水在泥浆池内收集

沉淀后回用。选用低噪声、低振动施工机械、设备，采

取合理的降噪措施和工艺，禁止夜间高噪声施工，施工

场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钻井产生的废弃水基泥浆、钻井岩屑

干化后用于铺垫井场，剩余部分进行填埋，沟底应做好

防渗处置，表层覆土绿化。施工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

期送往保德县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管网穿越河流、公路

段施工方案须经相关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 

落实 

4 

落实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采气井场采出水经

管道收集后送至 7座采出水处理站（部分井场采出水利

用北区项目采出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分别为 1320 立

方米/天、960 立方米/天、600 立方米/天、120 立方米/

天、840 立方米/天、1680 立方米/天、720 立方米/天，

采用“氧化、混凝、沉淀、过滤、生物活性碳吸附、消

毒”处理工艺；另北区 4号采出水处理站扩建一套采出

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为 480 立方米/天。采出水经处理

后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V类

标准后排放。排采生活基地设 1座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过滤＋消毒”处理工艺，

处理规模为 6立方米/天。各集气站产生的过滤分离水和

设备检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沉淀池暂存，站内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沉淀池暂存，统一送至排采

生活基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达到《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准后

用于绿化和洒水抑尘，不得外排。做好生产废水贮水池、

生活污水沉淀池、采出水处理站、污水站及调节池、污

水管网的防渗措施，确保地下水水质安全。 

落实 

5 

落实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集气站、排采基地设置

燃气锅炉或采用电采暖方式，不得设置燃煤设施。保 5、

保 6集气站、排采基地设置的燃气锅炉，废气排放须满

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

锅炉标准。各井场、集气站设置燃气发电机，废气排放

须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中燃气轮机组标准。井场、集气站及集输系统检修或事

故放空的煤层气，引入装置区外的高压火炬系统进行燃

烧处理，点火采用自动电子点火方式，严禁直接向大气

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须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 

落实 

保 4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装

集气站，不设置采暖设施，

供电采用网电。 



6 

落实运营期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

低振动生产设备和工艺，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音、消声、

减振等综合降噪措施，确保站场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在集气站

规范设置危废贮存间，运营期产生的废机油、废棉纱、

油泥等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在站内暂存，定期由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处置。水处理站污泥由当地居民

拉运作燃料，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送当地环卫部门

指定地点。 

基本落实 

水处理站污泥由叠螺式污泥

干化机干化后外卖。 

保4集气站不设危废暂存库，

废油收集桶送保1-28井场危

废暂存库。 

7 

加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建立完善的地下水动态监测

体系、保护及应急方案，动态监测井田周边地下水水位

及水质变化情况，一旦出现采气影响周边居民饮用水供

应和安全，应立即启动应急供水方案，并采取相应的补

救措施。 

落实 

8 

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环境监测、管理要求。

运营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必须满足核定的氮氧化物

13.22t/a、烟尘 1.24t/a、化学需氧量 58.21t/a、氨氮

2.91t/a 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

备，规范排污口的建设，废水总排口应安装自动在线监

测设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落实 

项目实际排放总量，满足核

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9 

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建立环境风险应急组织

机构，健全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事故风

险防范措施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与地方政府建立应急

联动机制，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防止因煤层气

泄漏、火灾和爆炸等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落实 

10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工作。进一步优化、细化环境保

护设施，在项目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

标文件中应明确环保职责和责任，确保《报告书》规定

的各项生态和环保对策措施落实到位。 

落实 

11 

本项目依托的北区项目 2号、4号采出水处理站及扩建工

程，应与本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成投运。依托工程未

建成投运之前，本项目不得投入运营。 

落实 

 

4、调查结论 

本项目阶段性建设试运行过程中，基本落实了山西省环保厅

关于项目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建设地点、开采方式、主要生产

设施均未发生变化，基本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

于施工期后开展环境监理工作，对集气站、井场及输气管线区域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植被恢复，建设项目按环评要求对大气、废水、

噪声、固废、水保措施基本落实，实际环保投资略低于概算投资。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在设施调试期间，太原华环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建



设项目的环保设施试运行效果进行了现场监测，效果如下： 

1、废气 

（1）监测期间保 4集气站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测浓

度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非

甲烷总烃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4.0mg/m3的标准要求；井场燃气发电

机排放烟气中 NOx 可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中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 

2、废水 

本项目各个井场产生的采出水均通过输水管道送至采出水处

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根据现场调查，共设置 4 座采出水处理站

（6 号、7 号、8 号、12 号），均采用采用氧化、混凝、沉淀、过

滤、生物活性碳吸附、消毒处理工艺，经监测，4座采出水处理站

出水口水质均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Ⅴ类标准，能够做到达标排放。 

3、噪声 

1）合理布置噪声源，在压缩机、发电机等强噪声源周围布置

隔声板，并在外围植树绿化； 

2）选择低噪声设备，设备设有减振基础并采用消声措施； 

3）设备与管道之间的连接采用柔性连接，以减少噪声和振动

的传递；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废水处理站污泥、废机油。废

水处理站污泥由叠螺式污泥干化机干化后外卖；废机油送保 1-28

井场危废暂存库，由太原市海鑫润泽商贸有限公司按照危废转运

要求将危险废物送至该公司处置。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 

井场废气主要为井场燃气发电机（57 座井场中 8 个井场采用

网电，49 个井场配备 1 台燃气发电机，燃料均为本项目开采煤层



气，为清洁能源，采用直排）产生的废气，无组织泄漏烃类气体，

检修、事故放空火炬燃烧烟气引入装置区外的高压火炬系统进行

焚烧处理，点火采用自动电子点火方式。 

保 4 集气站对少量放空的煤层气，引入装置区外的高压火炬

系统进行焚烧处理，点火采用自动电子点火方式。 

根据污染源监测结果本项目大气污染源均能达到相应的环保

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采出水：共设置 4 个采出水处理站（6#、7#、8#、12#），处

理规模分别为 720m3/d、360m3/d、720m3/d、576m3/d，采用氧化、

混凝、沉淀、过滤、生物活性碳吸附、消毒处理工艺，采出水经

处理后，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

准，外排。在各个采出水处理站出口各安装一套废水在线监测系

统。 

根据现场调查，保 4 集气站为无人值守橇装集气站，井场巡

检人员 26 人，全部在保德县城驻扎，集气站进站分离器、脱水装

置产生的生产污水由管道收集进入站内的废水回收池，由罐车送

至采出水处理站；排采 2 基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由罐车

送往 1#采出水处理站处理，1#采出水处理站处理在原有氧化、混

凝、沉淀、过滤、生物活性碳吸附、消毒处理工艺的基础上提标

改造，增加了高效生物脱氮+砂滤，原有加氯消毒工艺调整至砂滤

池后仍作为消毒使用，提高了 COD 和氨氮去除效率，因此，不会

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3、噪声 

发电机、压缩机等设备，控制气体流速，选用高效低噪声设

备，合理布置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安装消声器，在压缩机、发

电机等强噪声源周围布置隔声板，站界绿化，可使厂界噪声达标。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废水处理站污泥、废机油。废

水处理站污泥由叠螺式污泥干化机干化后外卖；废机油送保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