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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修改背景

2018年，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单位对《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620—2013）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与2010年排放量对比，2017年砖

瓦工业烟尘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减排率均高达90%以上，氮氧化物

（NOx）排放量也有显著下降；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减排率在60%以上，充分说明

GB 29620—2013的制订和实施对促进砖瓦工业污染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标准执行中也存在烟气基准含氧量规定与生产实际差距较大，造成企业达标困

难从而影响了污染治理积极性，以及重点地区特别排放限值缺失等问题，迫切

需要解决。

1.1现行标准烟气基准含氧量规定不符合生产实际

目前，我国砖瓦工业的焙烧工艺基本为内燃烧工艺，焙烧过程需要大量的

空气提供氧气来焙烧制品，从而产生大量的过剩空气；且在干燥处理时为使干

燥温度、湿度达到工艺要求，也会掺入大量空气以控制干燥室温度、湿度，从

而使烟气含氧量大幅度增加。

根据典型企业监测及现场调研走访，我国砖瓦工业正常生产时烟气含氧量

一般在17%~19%之间，不同的操作条件和生产工艺有一些波动。标准中规定的

基准过量空气系数1.7，折合为烟气基准含氧量为8.6%，与砖瓦工业生产工艺实

际情况差距非常大，造成实测大气污染物浓度一般要乘以4倍，才能与排放限值

比较，这就要求实测排放浓度要非常低，否则很容易超标。

与砖瓦生产工艺相近的陶瓷行业，原来执行的《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25464—2010）也存在同样问题，2014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陶

瓷标准修改单，将喷雾干燥塔、陶瓷窑烟气基准含氧量调整到了18%。

1.2因基准含氧量折算问题造成标准严格，企业虽经治理仍达标困难

在重点地区砖瓦企业分布广泛，一些砖瓦企业采取了石灰-石膏法脱硫、湿

式电除尘、湿式氧化/臭氧/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脱硝等措施，但由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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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环节烟气含氧量控制不下来（有些超过19%），造成实测排放浓度按基准含

氧量折算后不达标的情况。特别是颗粒物项目，现行标准在8.6%含氧量条件下

规定的颗粒物排放限值为30mg/m3，实际含氧量在18%左右，只有控制在限值的

1/4以下（颗粒物实测值不能超过7.5mg/m3）才能保证达标，造成颗粒物超标现

象较为普遍。

1.3 新形势下需要完善标准满足环境管理新要求

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

22号），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重点地区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等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但我国现行砖瓦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未规定特别排放限值，应根据环境管理新要求，增加制订适用于

重点地区的特别排放限值。

2019年7月，生态环境部等四部委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环大气〔2019〕56号）提出砖瓦行业的治理要求，重点地区以煤、煤矸石等

为燃料的烧结砖瓦窑应配备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

应以科学完善的标准作为行业治理依据。

2行业生产与污染治理情况

2.1行业生产情况

我国砖瓦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约占全球产能的60%。2018年我国有砖瓦

生产企业约3.5万家，年生产烧结制品约8100亿块，其中粘土实心砖约2500亿

块；空心制品2500多亿块（折标砖）；各种利废（煤矸石、粉煤灰和各种废

渣）和环保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年产近3000亿块（折标砖）；烧

结瓦约400亿片。其中，年产6000万块及以上的企业约占16%（5千多家），年

产3000万～6000万块的企业占42%（1.5万多家），年产3000万块以下的企业占

42%（1.5万多家）。年产6000万块及以上的大型企业在逐年增加，年产3000万

以下的小型企业呈逐年下降趋势。

砖瓦行业生产有隧道窑和轮窑等不同窑型，但工艺大体相同，均是经原料

燃料制备、成型、干燥、烧成等工序制成砖瓦产品。原料燃料制备和成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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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生粉尘，干燥和焙烧阶段既有排气筒的烟气排放，也有无组织的粉尘排

放，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SO2、NOx、氟化物。砖瓦工业典型生产

工艺流程见图1所示，其中砖瓦窑（隧道窑和轮窑）是主要的热工设备，也是大

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目前，工艺落后的轮窑企业数量约占行业的50%，

产品产能约占行业总产能的40%，产品产量约占行业总产量的25%，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淘汰期限是2020年12月31日前。

图 1 砖瓦工业典型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2.2 废气治理现状

砖瓦行业虽然单家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不高，但企业数量多、产量大，使得

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相对较大。自2014年GB 29620—2013实施以来，开始了整

个砖瓦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安装脱硫除尘设施的砖瓦企业自标准实施前

的不足20家，发展到现在1万家以上。

砖瓦行业有组织排放废气种类少且处理技术较为成熟，主要包括砖瓦企业

产尘点除尘技术和砖瓦窑烟囱废气治理技术。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燃料制

备、成型、包装等产尘点的除尘技术通常采用袋式除尘；对于砖瓦窑废气中的

颗粒物，通常采用湿式除尘、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湿式电除尘等技术；对于

废气中的SO2，通常采用湿法脱硫，包括双碱法、钠碱法、石灰-石膏法、简易

湿法等；对于废气中的NOx，主要治理方法是优化调整生产工艺，配合使用湿

式氧化法、臭氧法脱硝和SNCR脱硝等技术；对于烟囱废气中的氟化物，一般通

过烟气脱硫过程中与碱发生反应得到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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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内容说明

目前砖瓦行业执行GB 29620—2013，梳理标准存在的问题，对砖瓦窑烟气

基准含氧量、重点地区特别排放限值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修改前后标准变化情

况见表1。

表 1 修改单与现行标准比较

标准版本 生产过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含氧量

污染物排

放监控位

置

说明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计)
氟化物

(以 F计)

现行标准

（GB
29620—
2013）

原料燃料破碎及制

备成型
30 — — — 实测

车间或生

产设施排

气筒

无特别排放限

值
人工干燥及焙烧 30 300 200 3 8.6%

修改单征求

意见稿

原料燃料破碎及制

备成型

（一般/特排）

30/20 — — — 实测
车间或生

产设施排

气筒

增加特别排放

限值
人工干燥及焙烧

（一般/特排）
30/20 150/100 150/100 3/3 18%

3.1关于修改烟气基准含氧量的说明

砖瓦窑在实施GB 29620—2013之前执行的是《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9078—1996），其中规定工业炉窑（含砖瓦窑）过量空气系数1.7

（相当于烟气含氧量8.6%）。GB 29620—2013延续了GB 9078—1996关于过量

空气系数1.7的规定。考虑到可操作性，并与新发布的其他排放标准保持一致，

本次修订将过量空气系数调整为含氧量。

GB 29620—2013修改单编制组对2019年66家企业81条砖瓦窑含氧量监督性

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含氧量在16.4%～20.2%之间，平均值为18.9%；对263家砖

瓦窑在线监控数据进行分析，含氧量在10.1%～20.9%之间，平均值为18.6%。

本次修订还调研了国内外砖瓦窑基准含氧量，其中明确规定含氧量要求的有韩

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排放标准以及欧盟砖瓦行业最佳可行技术（BAT）

文件，基准含氧量分别为16%、17%、18%和18%，美国、英国等有关排放标准

中没有明确要求含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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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我国砖瓦工业生产工艺现状、砖瓦窑实测烟气含氧量情况，参考

国内外相关标准，对烟气含氧量进行修改，将人工干燥及焙烧窑烟气基准含氧

量调整为18%。

3.2关于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说明

3.2.1砖瓦窑污染物排放现状

2017年7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开展砖瓦行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的通

知》（环办环监函〔2017〕1095号），全国共排查砖瓦企业32103家，各地对具

备监测条件的11691家砖瓦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结果显示仅54%的企业满足现

行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对GB 29620—2013的评估结果显示，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四省137家

砖瓦窑2018年在线监控数据（均为隧道窑数据）中，仅69家颗粒物、SO2和NOx

三项指标全部达标，全指标达标企业比例为50.4%；分项统计的颗粒物、SO2和

NOx达标率分别为74.9%、85.9%和83.1%。

GB 29620—2013修改单编制组对263家砖瓦窑2019年在线监控数据（均为

隧道窑数据）的颗粒物、SO2和NOx三项污染物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如下：

①现行标准条件下，颗粒物平均浓度为32.6mg/m3，有36.0%的数据满足

30mg/m3以下；在含氧量18%条件下，颗粒物平均浓度为7.9mg/m3，49.1%的数

据满足30mg/m3以下，其中满足20mg/m3以下的数据占比为46.5%。

②现行标准条件下，SO2平均浓度为128.3mg/m3，有71.8%的数据满足

300mg/m3以下；在含氧量18%条件下，SO2平均浓度为31.0mg/m3，86.6%的数据

满足150mg/m3以下，80.2%的数据满足100mg/m3以下。

③现行标准条件下，NOx平均浓度为107.3mg/m3，有88.9%的数据满足

200mg/m3以下；在含氧量18%条件下，NOx平均浓度为26.0mg/m3，96.7%的数

据满足150mg/m3以下，94.2%的数据满足100mg/m3以下。

GB 29620—2013修改单编制组对64家企业的80条砖瓦窑三项污染物监督性

监测数据进行分析：颗粒物、SO2和NOx的总体达标率分别为96.2%、96.2%和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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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考虑到轮窑将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淘汰，因此本次修改以隧道窑相关

数据为依据。考虑到监督性监测数据量少且为最佳工况条件下的排放，本次修

改以在线监控数据为基础，且以2019年最新数据为主要参考依据。

根据砖瓦行业可行控制技术应用情况、砖瓦行业排放现状，结合相关行业

排放标准要求，确定污染物排放限值。

①颗粒物控制

目前，砖瓦窑烟气颗粒物控制主要采用湿法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因烟气

含湿量较高，没有采用袋式除尘器的砖瓦窑，部分有在线监控设施的砖瓦窑为

提高除尘效率，在湿法脱硫除尘塔后上了湿式电除尘、管束除尘或单独除尘塔

等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燃料破碎、制备、成型等产尘点通常采用袋式除尘

技术。

在当前环保形势下，需要提高砖瓦行业各环节颗粒物控制水平。采用湿法

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在工艺控制好、不投外燃煤的情况下，可将砖瓦窑颗粒

物浓度控制在30mg/m3以下。通过后端加装湿式电除尘、管束除尘或二级湿式

除尘，可进一步控制颗粒物浓度在20mg/m3以下。其他工艺环节通过采取封闭

措施和采用袋式除尘技术，颗粒物排放浓度能稳定控制在20mg/m3以下。

②二氧化硫控制

砖瓦行业SO2控制主要采用湿法脱硫技术，其中双碱法脱硫应用最为普遍，

部分企业采用钠碱法脱硫，部分煤矸石砖瓦企业采用石灰-石膏法等高效脱硫方

式，可将SO2控制在150mg/m3以下。通过加装喷淋层等措施提高脱硫效率、加

强原料燃料含硫量控制，可进一步控制SO2浓度在100mg/m3以下。

③氮氧化物控制

砖瓦窑烧成温度在850℃~1100℃之间，考虑到砖瓦窑NOx排放浓度相对较

低，通过调整原燃料和生产工艺精细化控制，一般可将NOx浓度控制在

100mg/m3以下，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个别地区砖瓦企业因原料问题或烧结高档

制品需要更高的烧成温度，可以通过烟气脱硝方式实现氮氧化物达标排放。目

前，国内砖瓦企业开展脱硝治理的较少，一些企业脱硝设施仅为备用，当氮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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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不能达标排放时临时开启。

④氟化物控制

氟化物主要来自于原料粘土，从调研和监测数据分析，砖瓦行业氟化物排

放浓度较低，通常通过脱硫设施协同去除氟化物。个别企业可能因原料中含氟

量较高造成氟化物排放浓度高，需更换原料或采取干法/湿法除氟措施，可控制

在3mg/m3以下。

综合上述分析，本次修改单建议将颗粒物、SO2和NOx一般排放限值确定为

30mg/m3 、 150mg/m3 、 150mg/m3 ， 将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确 定 为 20mg/m3 、

100mg/m3、100mg/m3。

对263家砖瓦窑2019年在线监控数据进行统计，同时对颗粒物、SO2和NOx

三项污染物设定的排放限值和达标率情况进行分析，详细情况见表2。

表 2 修改单建议的排放限值及相应达标率

项目

颗粒物 SO2 NOx

含氧量限值

(mg/m3)
达标率(%)

限值

(mg/m3)
达标率(%)

限值

(mg/m3)
达标率(%)

一般排放限值 30 49.1 150 86.6 150 96.7 18%

特别排放限值 20 46.5 100 80.2 100 94.2 18%

GB 29620—2013 30 36.0 300 71.8 200 88.9 8.6%

标准修改后各项污染物达标率均有所提高，但颗粒物达标比率仍远低于SO2

和NOx，其原因在于颗粒物来源广泛，不仅有砖瓦窑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窑车、窑底、窑门、砖坯以及脱硫浆液等的排放也会造成颗粒物浓度上升，需

要重点加强控制。

4污染治理技术经济分析

目前，砖瓦企业每万块标砖平均总投资成本为4000元～7500元。我国砖瓦

企业常用环保设施以脱硫、除尘技术为主，采用“单独除尘”技术的投资成本

占总成本的0.2%～0.7%，采用“脱硫除尘”技术的投资成本占总成本的0.4%～

2.0%，采用“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的投资成本占总成本的0.7%～

3.8%。

考虑不同区域限值要求的差异、已有设施情况及改造工作量等因素，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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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测算，标准修改单发布后，全国3.5万家烧结砖企业约有90%企业需进行改造

或新建污染治理设施，全国投资成本估算约30亿元~80亿元，每年环保运行成本

增加约162亿元~405亿元。全国烧结砖瓦年产量约8100亿块标砖，按照每块标砖

价格为0.3元计，平均每块标砖需增加环保治理成本0.03元~0.05元，生产成本增

加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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