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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兰炭清洁生产》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必要性

我国煤炭储量丰富，但是低变质程度煤炭所占比例较高，据中国

煤炭地质局第三次全国每煤田预测，我国低变质煤已占到全国探明储

量的 55%，约 5612 亿吨。我国 85%的煤炭直接用于燃烧，而低阶煤

直接燃烧的热效率低，而且烟尘、硫化物等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大，

近年来我国雾霾大范围的持续蔓延，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大气环境质

量关注的焦点。以低变质煤为原料，采用低温干馏技术生产的兰炭产

品，具有含固定碳高、灰分低、排放少、气孔多、化学活性高等优点，

可作为清洁燃料用于民用，也可用作生产铁合金、化肥造气用的优质

原料。且兰炭是低阶变质煤实现就地转化量最大的一个行业，并由此

带动铁合金、金属镁、电力和煤焦油的发展，对区域发展和循环经济

产业的聚集有着重要的贡献。因此，兰炭产业是发展煤化工的一个重

要领域。

我国兰炭行业的发源地主要分布在晋、陕、蒙、宁、新五省区，

由于行业发展的基础技术较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有毒有害气

体、废水废液、固体残渣等一度曾对生产当地的大气、土壤和地下水

都造成严重污染。为了规范兰炭行业的发展，遏制行业低水平重复建

设和盲目扩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近年

来从国家部委、到省市两级政府以及焦化行业层面，陆续出台了一些

关于兰炭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污染物排

放标准、清洁生产的地方标准以及促进行业升级改造的行动方案等。



这些意见、标准、规划、方案等具有地域、时间、法律效力等方面的

差异，甚至有些标准指标已经不能满足于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不利

于行业的整体推进和发展。制定本团体标准，能够统筹不同区域的兰

炭产业建设和发展的标准，使兰炭行业清洁生产的评价有统一的依据，

填补兰炭行业范围内此类标准的空白，着力推进我国兰炭产业向着向

节约型、清洁型、循环型、大规模型方向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二、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1.参与单位

牵头单位：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编单位：陕西省能源质量监督检验所

2.编制过程

2019 年 8 月，确定了标准编制任务后，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组织陕煤集团和陕西省能源质量监督检验所的专家成立了标准起草

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中有 2 位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有 2

位兰炭企业技术负责人，从技术层面确保了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查询消化大量文献资料，咨询相关专家，技

术研讨，并认真学习了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要求》，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环节，制定了标准编制

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



（1）市场调研，确定标准思路框架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 月，依据清洁生产的相关技术要求，

拟定兰炭企业清洁生产情况摸底调查问卷，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汇总

分析，了解兰炭企业生产的现况和对标准的需求。根据调查问卷回收

信息，确定标准思路框架，并初步拟定出标准草案稿。

（2）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0 年 1 月--2020 年 5 月，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牵头，标

准起草工作组前往兰炭产业发展势头较好的神木、府谷、鄂尔多斯等

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并与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标准草案稿上的技术指

标进行座谈，收集企业在标准条款上的意见和建议。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西安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首次会议，本着促

进行业向生产清洁型、技术先进型方向发展的原则，再次讨论标准条

款的合理性：既要满足清洁生产对企业技术先进性的要求，制约和限

制行业低水平的扩张，又要充分考虑现有产业基础，让企业能够做到

“跳起来够桃子”，以确保标准能够顺利实施，切实起到促进清洁生

产，提升产业技术的作用。

依据会议确定的原则及实地调研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稿

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查漏补缺，调整相关条款，迅速开展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初稿的编制，初步形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讨论稿。

（3）标准意见稿的审查阶段

2020 年 7 月 2 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兰炭分会在西安召开

“关于《清洁生产标准 兰炭行业》、《民用兰炭规格与质量要求》两



项团体标准专家论证会议”，论证会议在全国范围邀请到高校教授、

焦化行业专家、管理机构专家、炉具协会专家代表、兰炭企业技术代

表等 13 名评审专家和二十余名生态环保部门、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和用户代表参会。会议采用现场和视频配合的方式开展，多方面充分

地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讨论，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通过论证会收集到的信息，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

认真分析和处理，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初稿。

2020 年 8 月 7 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在西安再次针对两个

标准召开小范围讨论会，参会代表除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的四位专

家外，还有陕煤集团尚建选等的 5 名煤炭领域技术专家以及陕西省能

源所四名标准编写人员，会议对标准的格式规范要求、技术指标必要

性、指标量化值的合理性等再次进行讨论。会后，由标准起草小组对

标准再次进行修改，并提交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审查。

2020 年 9 月 10 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兰炭分会一届三次会

员大会在榆林神木举行，大会中对两项标准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公开讨

论，参与谈论的各方代表近 200 人，对标准进行了讨论。

（4）送审稿审查阶段

2020 年 10 月，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召开送审稿审查会，对送

审稿进行审查。根据审查会议纪要，综合各相关方意见，对标准送审

稿再次进行修订完善，完成团体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

总处理表，上报审批。



兰炭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现状调研

三、标准编制指导原则

1. 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规范性”原则；

2.与已经颁布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文件相协调。

3.符合清洁生产的思路，体现生产全过程以污染预防为主的原则，

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向生产清洁型发展。

4. 覆盖从原料的储备到生产过程和产品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

选取能基本反映兰炭企业总体生产状况的典型工艺，设定清洁生产技

术要求，力求技术要求具有普遍适用性。

5. 力求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尽量选取兰炭行业和环保部

门常用的考核指标，便于相关人员理解和掌握。

四、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兰炭行业国内清洁生
产水平现状调研

兰炭行业典型企
业五项指标现状
国内清洁生产水
平现状调研

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
规，兰炭行业发展趋势，产
业政策、准入条件、发展规
划，环境保护政策、标准、
规范

资料整理、统计、验证、定值



五、标准编制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5.1 编制本标准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 年 2 月 29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

5.2 编制本标准的主要参考资料

GB/T 51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方法

GB/T 2281 焦化油类产品密度试验方法

GB/T 2288 焦化产品水分测定方法

GB/T 2292 焦化产品甲苯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GB/T 2295 焦化固体类产品灰分测定方法

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提交研讨会征求各方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经审定通过后形成报批稿

经由煤炭加工与利用协会批准后发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09 洗油黏度的测定方法

GB/T 25211 兰炭产品技术条件

GB/T 29995 兰炭单位能源消耗限额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T 28 固定污染物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

光光度法

HJ/T 4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

光光度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126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HJ/T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7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

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502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溴化容量法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2306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SH/T 0170 石油产品残炭测定法（电炉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 焦化行业规范条件（2020 年 6 月 11 日发布）

六、清洁生产指标确定

6.1指标分级

根据兰炭行业现有技术水准、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考虑到

今后进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公告制度，将各项技术指标划分为

三个等级：一级指标代表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指标代表国内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指标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6.2标准指标的分类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结合兰炭行业特点，体现污染预防思



想，兰炭行业清洁生产采用以下五类指标：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资

（源）能源消耗和副产品综合利用指标、产品指标、废物排放与回收

利用指标、生产过程管理要求、废水、废气各项污染物指标检测采样

及分析方法等。本指标体系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部分，凡能

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异。定性评价

指标主要依据国家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选取，用于定性评价企业

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度。定量评价指标

选取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的能反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轻污

染、增加效益”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量化评价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的状况和水平。指标构成见下表。

指标构成表

第一层指标 第二层指标 指标分类

生产工艺与装备指

标

原煤贮存 定性

原煤输送、筛分 定性

运煤车 定性

煤末储存方式 定性

加煤系统控制 定性

加热系统控制 定性

荒煤气 定性

熄焦与出焦 定性

兰炭筛分、转运 定性

荒煤气净化回收 定性

各工段储槽放散管排出气体 定性

氨水循环池和焦油分离池 定性

资（能）源消耗及

副产品综合利用指

标

新鲜水耗量 定量

电耗量 定量

单位兰炭产品耗能 定量

炭化炉煤气利用率 定量

废水循环水利用率 定量

产品指标 兰炭 定量



煤焦油 定量

废物排

放与回

收利用

指标

废气

原料煤、兰炭破碎筛

分及运转
颗粒物 定量

加煤

颗粒物 定量

SO2 定量

苯并（a）芘
定量

出焦
颗粒物 定量

SO2 定量

干法熄焦/低水分熄

焦

颗粒物 定量

SO2
定量

兰炭烘干

颗粒物 定量

SO2 定量

氮氧化物 定量

苯并（a）芘 定量

兰炭炉加热烟气

颗粒物 定量

SO2 定量

氮氧化物 定量

vocs 定量/定性

废水 / 定量

废渣 / 定性

生产过程管理要求

生产过程管理
定性/定量

环境管理 定性

相关方环境管理 定性

6.3定性指标的确定

6.3.1 生产工艺与装备中定性指标的确定

生产工艺与装备中定性指标包括原煤贮存、原煤输送、筛分、运

煤车、煤末储存方式、加煤系统控制、加热系统控制、荒煤气、熄焦

与出焦、兰炭筛分、转运、荒煤气净化回收、各工段储槽放散管排出

气体、氨水循环池及焦油分离池。以上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目前国内



兰炭行业先进水平和现状水平，及清洁生产相关要求、产业发展规划

要求而确定。

生产工艺与装备定性指标的确定

指标名称 指标确定依据

生

产

工

艺

与

装

备

要

求

备煤工艺与装备 根据调研，目前兰炭行业备煤工艺中原煤贮存

主要以全封闭大棚、内部设抑尘、除尘设施的

半封闭大棚存储为主。规模较大企业以环保密

闭煤库/棚为主，规模较小企业以半密闭及普

通储煤棚为主。焦化行业规范条件要求：“焦

化生产企业应同步配套煤（焦）储存、煤粉碎

（筛分）、装煤等抑尘、除尘设施”，兰炭行业

环保升级改造要求：“要重点对物料运输、装

卸、储存、转移等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实施治

理”。标准制定本着结合实际实际又优于焦化

行业条件要求的原则，对生产工艺与装备进行

分级，原煤贮存选择自动化程度高，产生煤尘

少的密闭储煤仓（棚），内部设置抑尘、除尘

设施，卸车与储煤独立设置为一级指标，全封

闭储煤仓（棚），内部设置抑尘、除尘设施的

确定为二三级。原煤输送、筛分中的防尘措施

中：机械输送，密闭输煤通廊，配自然通风和

除尘设施；破碎、筛分室全部封闭作业；自动

控制的确定为一级；机械输送，密闭输煤通廊，

配自然通风和除尘设施；破碎、筛分室全部封

闭作业的确定为二三级。防噪声措施中，筛分

机有减震减噪设施，设立隔音操作间的确定为

一级，筛分机有减震减噪设施的确定为二三

级。运煤车以采用防尘措施（如加盖篷布等）

保持车辆清洁作为清洁生产统一要求。煤末的

贮存，以仓筒贮存为一级要求，全封闭物料仓

库，配备粉尘浓度监测装置，装卸处配备除尘

设施为二三级要求。

干馏工艺与装备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的加煤控制方式主要

以皮带机人工控制、半自动连续加煤和电液双

室双闸控制全封闭皮带输送两种方式为主。依

据 2019 年实施的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防治可



行性技术指南中推荐的双室双闸给料技术，可

有效减少碳化炉荒煤气排放，确定采用双室双

闸自动给料，配备除尘装置和无组织排放收集

系统为一级指标，自动连续加煤，双室双闸自

动给料，配备除尘装置为二三级指标。

根据多次专家讨论结果，将加热控制系统

采用集中控制调节系统的确定为一级指标，仪

表监控方式确定为二三级。荒煤气方面，确定

全部通过管道回收再利用，不设放散口，配备

炉体无组织泄漏废气逸散收集系统和事故状

态下自动点火焚烧装置为一级指标，全部通过

管道回收再利用，不设放散口，配备事故状态

下自动点火装置为二三级指标要求。

熄焦与出焦指标中，依据兰炭行业环保升

级改造要求“积极推广热焦余热回收利用，实

施干法、低水分熄焦技术，防止熄焦后兰炭附

着物对空气的再次污染”结合调研实际情况，

确定干熄焦，出焦口配备密闭烟气回收处理系

统，实现达标排放，设置有余热利用系统为一

级指标；确定低水分封闭熄焦，出焦口配备烟

气尘等逸散物回收处理系统，实现达标排放，

熄焦水为清水或处理后的合格水为二三级指

标。

兰炭筛分与运转方面，防尘措施中确定筛

分机全部封闭作业，配备抑尘、除尘设施，作

业仓排气口粉尘达标排放，兰炭密闭储存为统

一指标要求；防噪声措施中，确定筛分机有减

震减噪设施，设立隔音操作间为一级指标，确

定筛分机有减震减噪设施为二三级指标。

荒煤气处理系统及化产

回收

焦炉产生的荒煤气净化是清洁生产的关

键控制点，根据调研目前在煤气净化工序上不

同企业配备不尽相同，因此根据 4.28 日专家

讨论一致意见，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手段和措

施，最后只要达到将气体捕收净化后再利用，

即满足清洁生产要求。

对于各工段储槽放散管排出气体，只要企

业将废气全部回收利用或者进行了有组织的

达标排放，即满足清洁生产要求，不做工艺上

的限制。



氨水循环池和焦油分离池装置方面，依据

焦化行业规范条件中的要求：半焦（兰炭）企

业氨水循环水池、焦油分离池应建在地面以

上，配套建设事故储槽（池）及初期雨水收集

装置，结合实地调研情况，确定配套建设于地

面以上，安装密闭罩，配套建设事故储槽（池）

及初期雨水收集装置，并做规范的防渗漏处

理，四周设置围堰确定为统一指标要求。

6.3.2 废物排放与回收利用指标中定性指标的确定

废物排放与回收利用指标中主要指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与回

收利用。废气中对 vocs的排放依据 GB37822-2019《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控制标准》进行了定性/定量要求，要求企业 vocs的无组织

排放应得到有效控制。废水排放指标中，依据《焦化行业规范条件

（2020）》要求：“半焦（兰炭）企业氨水循环池、焦油分离池应建在

地面以上，配套建设事故储槽池及雨水收集装置，生产废水处理采用

焚烧或者其他有效处理方法”的指导精神，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将企

业酚氨废水、水封水等生产废水进行处理后满足 GB16171 中 4.1.5 条

款定量要求后回用或达标排放作为废水处理统一指标要求。废渣排放

定性指标，依据兰炭行业环保升级改造要求：“兰炭企业产生的收集

煤尘、粉尘，焦油渣、废水处理污泥等可通过专门的回配系统掺煤炼

焦，或者按固体废物管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结合实际调研

结果，确定将各工序渣尘全部密闭储存，回收利用作为统一指标要求。

6.3.3 生产过程管理要求的确定

生产过程管理要求包括生产过程管理、环境管理以及相关方环境



管理等。指标是根据兰炭行业特点参考其他行业环境管理要求的指标

而确定。

生产过程管理定性指标包括原料用量及质量、装煤、熄焦等主要

工序的操作管理、岗位培训、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煤气管理、事故、非正常生产状态应急等 6

项。其中前 5 项依据其管理水平比照国内外先进管理模式分为三级，

第 6 项涉及安全生产，不分级别，按照统一指标要求。

环境管理定性指标，包括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

理计划、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污染源监测系统、信息交流等 6 项，

其中除环境管理机构、信息交流两项统一要求具备且独立运行外，其

他 4 项均依据企业环境管理水平比照国内外先进管理模式分为二级

或三级。

相关方环境管理定性指标包括原辅料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和

危险固体废物转移的预防。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将“相关方协议中要

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危险固

废物的转移要严格按危险固体废物处理要求执行，建立台账，定期检

查”确定为统一指标。

6.4 定量指标的确定

6.4.1 资（能）源消耗及副产品综合利用中定量指标的确定

资（能）源消耗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指标包括新鲜水耗量、电耗量、

煤焦油回收率、单位兰炭产品能耗、炭化炉煤气利用率、废水循环水

利用率等 6 项，全部为定量指标。



6.4.2 产品指标中定量指标的确定

指标名称 指标确定依据

资（能）

源

消

耗

及

副

产

品

综

合

利

用

新鲜水耗量（m3/t）

依据焦化行业规范条件（2020）中规定：

常规焦炉及半焦炉企业吨焦耗新水≦

2.4立方米，热回收焦炉吨焦新水≦1.2
立方米。但依据调研结果，目前规模较

大，装备先进的兰炭企业，每吨兰炭的

新鲜耗水量最好水平为 0.4立方米，大

部分在（0.2-0.7）立方米之间。据此确

定新鲜水耗量指标一级为 0.3立方米，

二级为 0.5立方米，三级为 0.7立方米。

电耗量（KW·h/t）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规模较大，装备先

进的兰炭企业，每吨兰炭的耗电量最好

水平为 14度，大部分在（20-35）度之

间，据此确定耗电量指标一级为 30度，

二级为 32度，三级为 35度。

兰炭单位产品能耗

根据国家强制标准 GB 29995-2013《兰

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规定，兰

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定值应不大于

240kgce/t，新建准入值为 210kgce/t，先

进值为 190kgce/t。依据调研，目前规模

较大，装备先进的兰炭企业，每吨兰炭

的综合能耗最好水平为 88.1 kg标煤，大

部分在（200-220） kg标煤之间。并考

虑到企业使用的焦炉类型存在差异，据

此确定单位兰炭产品能耗指标一级为≤

190kgce/t二级为≤210kgce/t，三级为

≤240kgce/t。

炭化炉煤气利用率

依据调研，目前规模较大，大多数的兰

炭企业（21/33）炭化炉煤气利用率均能

达到 99%，个别企业（8/33）煤气利用

率在 90%-100%之间，4/33低于 90%，

依据据此确定炭化炉煤气利用率一级指

标为 99%，二三级指标为 95%。

废水循环水利用率

依据调研，大多数的兰炭企业，废水循

环利用率均能达到 98%（21/30），（7/30）
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在 85%-95%之间，

据此确定废水循环利用率一级指标为

98%，二三级指标为 95%。



产品定量指标包括兰炭产品技术指标和煤焦油产品技术指标。

6.4.4 废物排放与回收利用指标中定量指标的确定

废物排放与回收利用指标中主要指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与回

收利用。气体污染主要来源于原料煤、兰炭破碎、筛分及运转中的颗

粒物、加煤工序中的颗粒物、SO2、苯并（a）芘，出焦工序中的颗粒

物、SO2，低水分熄焦、湿法熄焦工序中的颗粒物、SO2以及兰炭烘

干工序中的颗粒物、氮氧化物、SO2、苯并（a）芘。由于实际调研时

企业给出的相关数据量少，数据范围过大而不具备参考性，该指标结

合环保要求和兰炭行业升级计划，参照 GB16171《炼焦化学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表 5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的要求作为

最低的三级指标限值，表 6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中的指标要求作

为二级指标限值，以 2018 年发布的《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的超低排放指标作为一级指标要求。

根据 2020 年 8 月 7 日讨论结果，删除煤焦油回收率指标，主要

是考虑到原来给出的煤焦油回收率指标可能会因为企业工艺装置和

工况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而不能通用。相对科学严谨的方法应是采

用从焦炉顶端收集荒煤气并测定其焦油含量后，计算出企业该批次的

指标名称 指标确定依据

产

品

指

标

兰炭

确定将GB/T25211中相应兰炭产品技术

指标 I 级确定为兰炭产品的一级指标。

确定符合GB/T25211中相应兰炭产品技

术指标 II 级或 III 级指标的为二三级统

一指标要求。

煤焦油
确定产品质量满足 DB61/T 995《中低温

煤焦油》中表 1的技术要求。



焦油产量，再用企业实际回收的焦油量和计算值进行比较，得到的焦

油回收率值才具有参考性。但由于测定荒煤气中焦油含量的方法目前

没有公开发布的标准方法，需要对该方法进一步研究成熟后，再对焦

油回收率指标进行限定。

指标名称 指标确定依据

废

气

原料煤、兰炭破碎、

筛分及运 转
颗粒物（mg/m3）

依据GB16171《炼焦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5新建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中的要求作为最低的三级

指标限值，表6大气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中的指标要求作

为二级指标限值，以2018年发

布的《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中的超低排放指标作

为一级指标要求。

装煤

颗粒物（mg/m3）

SO2（mg/m3）

苯并（a）芘（μg//m3）

出焦
颗粒物（mg/m3）

SO2（mg/m3）

低水分熄焦

颗粒物（mg/m3）

SO2（mg/m3）

氮氧化物（mg/m3）

苯并（a）芘

（μg//m3）

兰炭烘干

颗粒物（mg/m3）

氮氧化物（mg/m3）
苯并（a）芘（mg/m3）

SO2（mg/m3）

兰炭炉加热烟气

颗粒物（mg/m3）

氮氧化物（mg/m3）

SO2（mg/m3）

七、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制定本标准时，一方面考虑到清洁生产对企业提出的技术要求，

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我国半焦企业的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现状参差



不齐。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内半焦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从

整体上讲，大多数兰炭企业达到三级指标在技术装备上是完全可以实

现的。通过学习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强化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

极性，并积极投入资金，是完全可以实现二级甚至一级目标的。

兰炭清洁生产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对于落实国家炼焦产业的各

项刚性指标，统筹指导和推动兰炭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

利用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切实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八、标准实施的经济可行性

本标准指标包括定性和定量要求，定性要求给出明确的限定或

说明，对行业的生产过程提出操作和管理上的要求，大部分指标是兰

炭企业管理现已考核的指标，部分需要投入一定量的资金即可达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可以在经济上接受这一要求。另一类指标是定

量要求，这些指标大部分是兰炭行业企业目前考核的经济指标，目前

从整体上来看要达到这些指标，企业需投入一定量的资金。从指标上

讲，兰炭企业产能、单炉生产能力以及综合能耗指标与实际差距较大，

指标值的实现需要较大的投资及配套政策。一旦投资建成后可以提高

经济效益，从长远角度看，经济上可行。

九、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负责监督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