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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卫中心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其他

建设地点 晋城市钟家庄办事处苇匠村东南约 0.83km处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初步设计单位 城市建设研究院

环评审批部门 晋城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及时

间

晋市环审[2013]45号
2013年 3月 26日

施工单位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山西德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验收调查单位 山西绿洁环保有限公司 调查日期
2019.1~2019.4
2020年~2021年

设计规模
垃圾填埋总量 200余万立

方

建设项目

开工日期
2014年 1月

实际生产规模 —— 调试日期 ——

验收调查期间

生产规模
—— 验收工况

因封场无渗滤液及填埋气，渗滤

液及填埋气系统未运行

投资总概算

（万元）
5372.20 环保投资总概

算（万元）
5372.20 比例 100%

实际总概算

（万元）
5372.20

环保投资

（万元）
5372.20 比例 100%

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项目立

项~调试）

2012年 4月 13日，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局以晋市发改路便字[2012]14号
文对“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出具开展前期工

作的通知。

2012年 8月 18日，晋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了“晋城市苇匠生活垃

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的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报告，报告编号为：晋市

环监环评字[2012]第 027号。

2012年 4月 20日，晋城市绿和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始编制了《晋

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3年 3月 26，晋城市环境保护局以晋市环审[2013]45号文对“晋城市

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市建设研究院于 2013年 8月完成了《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

场环境整治工程初步设计》，工程编号：133A0106-05H12-1。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2014年启动封场工程，2015年完成

封场工程。调试时间为 2015年 1月~3月。

2019年 7月 15日，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卫中心（原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局）组织了“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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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评审会。

专家意见结论如下：通过对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现场踏勘，对大气环

境、地下水环境进行监测，得知地下水环境已受到污染，并且建设单位未按《晋

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晋城市环境保护

局批复文件要求，对封场后的填埋场进行管理，未进行地下水例行监测、未对堆

体沉降进行观测记录，渗滤液处理站和填埋气处理系统均处于闲置状态，在整改

完善以下内容后该项目可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专家建议如下：

1、按要求进行封场边坡、场顶及管理区绿化维护与灌溉工作，确保植被的

成活率。

2、定期维护渗滤液处理站和填埋气处理系统设施，保证正常运转。

3、按照环评在作业道路、堆体平台、场顶布设的 6~9个堆体沉降监测点，

进行每年两次的监测，并保存纸质版监测结果。

4、根据填埋场区新建的地下水监测井，应进行每年一次的地下水水质监

测；并设立地下水监测点标识、标牌，并定期维护。

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卫中心根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结论和专家建议，对地下水

监测井进行持续 3年的跟踪监测，根据跟踪监测结果，现再次组织环境保护竣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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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封场环境整治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垃圾堆体整治、封场覆盖与防渗系统；填埋气体导

排与处理系统、渗滤液导排与处理系统、雨洪水导排系统、绿化与植被恢复工程，同时配套

建设了场外道路、供配电、给排水及配套设施用房。

主要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

体

工

程

垃圾堆体整治：垃圾堆体分层压实，压实密度大于 800kg/m3，堆体边坡处理。

封场覆盖与防渗系统：封场覆盖系统主要为边坡封场覆盖系统和顶部封场覆盖系

统，其结构从垃圾堆体表面至顶表面依次为排气层、防渗层、排水层和植被层；

防渗系统主要为封场覆盖系统防渗和垂直帷幕灌浆防渗两方面，对垃圾整形工程

新增占地区域进行场地防渗层的铺设。

填埋气体导排与处理系统：采取主动导排集中燃烧排放的处理方式；填埋气导排

系统主要由集气井、抽气设备、滤管、集气管网等组成，本次工程新建 68 座导

气井、6座集气站，通过 3948m的 DN90 集气支管、963m的 DN160 集气干管和

700m的 DN250集气主管连接，最终送管理区火炬集中燃烧排放。

渗滤液导排与处理系统：设 6 座排水井，24 套渗滤液抽排装置，渗滤液通过气

液两用集气井导出后，经 1252m的 DN100渗滤液抽排管道收集后集中排放。

雨洪水导排系统：包括入渗地表水导排系统、平台排水系统、截洪沟系统；入渗

地表水导排系统主要位于边坡及封场顶部，中间锚固平台设排水沟，沟底标高沿

各级平台逐渐下降，最终汇入急流槽和截洪沟。

绿化与植被恢复：封场后在场区边坡及顶部进行绿化，堆体绿化面积总计 13.06

万 m2。

辅助

工程

场内道路、行政办公用房、门房、车库、变配电房、值班宿舍、储物间、卫生

间。

公

用

工

程

供

电

管理区工程外部电源由管理区以东的苇匠村引来，填埋场封场工程外部电源由填

埋场以西的西苇匠村引来；管理区及填埋场区各设置干式变电站一座，配备

100kVA变压器一台。

供

水

水源为城市自来水，由西苇匠村接入，管理区及填埋区用水采用枝状管网的方式

进行布置。

排

水

管理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体制，生活污水收集后排入化粪池，定期用罐车运至

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

填埋区排水：统一收集后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的出水作为封场后植被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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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建设渗滤液处理站，站内少量生活污水排入管理区化粪池，定期抽吸至渗滤

液调节池，与渗滤液一同处理。

供

热
冬季采暖全部使用空调供给。

环

保

工

程

填埋气导排处理

工程
采用铺设集气井进行集中收集，再根据浓度采用火炬燃烧。

渗滤液处理工程

在管理区建设固定式渗滤液处理站，处理工艺采用碟管式反渗透

处理工艺，渗滤液处理后的出水作为填埋场绿化用水回用。浓缩

液排入浓缩液储存池中，用泵输送或用罐车运至附近正在运营的

填埋场进行回灌处理。

生态恢复 封场顶部和边坡绿化。

封场后环境与安

全监测系统

填埋气监测：填埋场区及管理区火炬排放口甲烷浓度监测

地下水监测：新建 5眼地下水监测井

堆体沉降情况监测：作业道路、堆体平台、场顶设 6-9个测点。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

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是晋城市 20 世纪末为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堆放问题而设置

的一座垃圾填埋场，位于市区钟家庄办事处苇匠村东南面的一个山沟中，总占地约 260亩，

距离市区 5km左右，于 1997年 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该垃圾填埋采用直接倾倒和简易

填埋的方式对垃圾进行处理，没有采用任何防渗、导排气、渗滤液处理等措施，达不到国家

规定的卫生填埋要求，存在着诸多安全和环境隐患。

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在运行 15 年后正式停用，其垃圾填埋总量达 200 余万立方米，堆

体高度达 40 余米，渗滤液、填埋气的扩散已经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尽可

能减少苇匠简易填埋场对当地环境的危害，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卫中心对其实施封场整治。

管理区位于填埋区西北侧，管理区从西北至西南分别布置渗滤液处理车间、调节池、填

埋气处理车间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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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区与管理区的位置关系图

主要工艺流程

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环境整治工程是简易垃圾填埋场封场整治工程，属环境

治理、生态整治类项目，主要方案及具体的工程情况介绍如下：

环境整治的主要方案流程图

封场技术、工程方案的确定 封场工程的实施 封场后环境管理与监测

防

渗

工

程

垃

圾

堆

体

整

形

工

程

道

路

交

通

工

程

雨

洪

水

导

排

工

程

填

埋

气

导

排

及

处

理

工

程

渗

滤

液

导

排

及

处

理

工

程

生

态

恢

复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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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艺流程图

一、封场工程方案

苇匠填埋场运行时间已达 15余年，垃圾堆存量大(200余万立方米)，且无机物含量较

高，工程采用原地封场的方案。根据生活垃圾自然堆放场产生的污染机理可知，垃圾产生的

污染和危害主要有渗滤液的污染、填埋气体爆炸。封场的工程措施主要从控制滲滤液和填埋

气体。最终覆盖层增加防渗层可以避免降水进入垃圾堆体，从很大程度上减少渗滤液的产

生；同时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修建截洪沟，防止场外的雨水进入填埋场；渗滤液污染物浓度

高，建设渗滤液导排及处理设施；修建导气系统，避免甲烷在垃圾堆体内爆炸。

修建坝体，同时施工垂直帷幕，堆体整形压实

打集气导液井，铺设气体、渗滤液管道，修建排水井

修建封场覆盖防渗系统

修建环场截洪沟及平台排水沟

铺设土层，种植植被

填埋区封场后 1 填埋区封场后 2



7

二、垃圾堆体整形工程

根据《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程》(CJ12-2007)的规定：堆体整形与处理宜实行

分区作业方案，挖方作业时，应采用斜面分层作业法；堆体整形时应分层压实垃圾，压实密

度应大于 800kg/m3；整形与处理过程中，应采用低渗透性的覆盖材料临时覆盖；整形作业中

挖出的垃圾应及时回填，堆体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裂隙、沟坎空洞等应填充密实;整形与处理

后，垃圾堆体顶面坡度不应小于 5％；应设置台阶式收坡，台阶间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

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2m，高差不宜大于 5m。结合工程区实际情况，封场工程完成后，全场垃

圾堆存区域将向东稍做扩展，封场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5.5万 m2，总新增占地约 4.0万 m，

其中因整形工程新增的垃圾堆体占地面积约 1.56万 m2(封场后垃圾堆体占地 13.06m2)。

三、防渗工程

根据《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程》(CJ12-2007)的规定：填埋场封场后必须建立

完善的封场覆盖系统，封场覆盖系统结构由垃圾堆体表面至顶表面顺序依次为：排气层、防

渗层、排水层、植被层。

综合水池（调节池、浓缩液池、清水池）导排气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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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渗滤液导排工程

本次工程采用气液两用集气井渗滤液收集方式进行渗滤液收集导排。

①集气井设置

本工程填埋场集气井呈梅花型布置，间距 40m，钻入填埋层内部场底渗滤液导排层处，

整个封场区共设 68 座；工程另外设 6 座排水井，每座排水井与其辐射范围内的导气井(10-

12 座)通过花管连通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渗滤液导排系统，每套系统设置 4套渗滤液抽

排装置，通过导气井和排水井抽排出来的渗滤液全部进入沿厂区西北边界铺设的

dn100HDPE渗滤液抽排管道，最终进行集中的处理。

②集气井结构

集气井直径为 600mm，竖井内安装 dn160HDPE的抽气井管，在井头上安装压缩空气排

水装置，井底部用封头密封。井底至地面以下 3.0m 之间，井内填充粒径 d＝2050mm 的碎

石;地面以下 3.Om 采用粘土回填，其中最上 1m 处的粘土回填直径为 2000mm。dn160HDPE

管从底部至地面以下 4.0m 之间为开孔管(沿圆周打 6 个Φ16 的通孔，每排孔间距 100mm)；

dn160HDPE 管从地面以下 4.0m 至地面以上 1.2m 处为实管； dn 160HDPE 管内放置

dn63HDPE 的排水管，将井内收集到的渗滤液抽排到 dn100HDPE 滲滤液抽排管道内，最后

汇入调节池。

五、渗滤液处理工程

晋城市苇匠生活垃圾填埋场滲滤液处于中后期水质，碳源和营养物均不足，采用常规处

理工艺需要外加碳源和营养物，同时本阶段氨氮和总氮指标较高，为了保证出水达标，必须

在生物处理阶段强化处理工艺，以耗能为前提。本次工程建设了“预处理十深度处理(两级

DTRO(碟管式反渗透)“为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防渗工程（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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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液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

六、填埋气导排及处理系统

封场整治工程采用新建导气井的方法进行填埋气导排，导出的气体通过铺设与垃圾层中

的集气管道收集后统一送管理区填埋气处理系统，根据浓度集中燃烧排放。整个填埋区共建

68座导气井，6座集气站。

由于晋城市再 2011 年前，气化率还比较低，生活垃圾主要成分是燃烧后的煤球、煤

渣，且生活垃圾随时用土覆盖，灰分较大，加之露天堆放时间较长，填埋气量非常少。详见

填埋气监测报告。

渗滤液收集管

化粪池生活污水

调节池 原水罐 预过滤

加酸系统
阻垢剂

一级 DTRO

二级 DTRO

脱气塔及清水池

清水回用

浓缩液池

加药系统

回灌于垃圾堆体

渗滤液收集管施工 渗滤液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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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洪、雨水导排工程

封场整治工程雨水导排系统在结合封场后景观布置的基础上，分入渗地表水导排系统、

平台排水系统、截洪沟系统三部分。

入地表水导排系统主要位于边坡及封场顶部，工程拟选用 5.0mm土工复合排水网作为场

区地表水收集系统主材料。本工程截洪沟排水系统按 100 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汇水面积

13.06公顷。截洪沟采用梯形断面，断面尺寸为底部宽 0.8 米，顶部宽 1.0米，深 0.8米。另

外，为疏导填埋区上游来水，在场区底部并排预埋 2根 dN500mm混凝土排水管，总长度为

800 米。本工程中间铺固平台排水沟为梯形断面，下底宽为 0.4 米，深度为 0.6 米。沟底标

高沿各级平台逐渐下降，并保持一定的坡度，最终汇入急流槽和截洪沟。

集气站 导气管

施工时的垃圾场状况 整治过程中出现的爆燃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