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1

《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组
2022 年 7 月

目

录

1 标准编制背景..................................................................................................................................1
1.1 任务来源 .............................................................................................................................1
1.2 工作过程 .............................................................................................................................1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分析..................................................................................................................2
2.1 国家环境管理部门要求.......................................................................................................2
2.2 产业政策要求.......................................................................................................................3
3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3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4
4.1 适用范围 .............................................................................................................................4
4.2 术语和定义...........................................................................................................................5
4.3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5

i

1 标准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制革工业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依托水专项课题“重点
行业最佳可行技术评估验证与集成”，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由中国皮革制鞋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河北中皮
东明科技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编制任务。

1.2 工作过程
1.2.1 第一阶段
2011 年 5 月起，项目编制组针对国内外制革工业现状开展深入调研，查阅了欧盟和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标准体系和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相关文件，以及我国制革工业污染防治相关的管理政策和文
件等。采取现场考察、座谈和调研问卷等形式对国内制革企业开展调研，并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
行业协会等部门合作开展调研工作。2013 年 10 月，项目组编制完成了《皮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14 年 1 月～7 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办函〔2014〕64 号文向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编制组根
据反馈意见修改形成了《皮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送审稿）
。
2014 年 8 月，对《皮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送审稿）召开了预审会，形
成了专家意见。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了《皮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送审稿）。

1.2.2 第二阶段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制革工业作为《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中规定的重点行业之一，应于2017年底前完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根据排污许可证内容，
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是排污许可证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7年10月，编制组依托水专项课题“重点行业最佳可行技术评估验证与集成”，根据当前环
境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结合前期的研究成果，将研究范围精确至制革工业，对制革工业现状进行
了全面的整体调研，编制《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0 年 4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委托环境标准研究所通过网络视频形式组织召开
《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议。专家组认为编制单位征求意见稿材
料齐全，内容完整、规范，依据充分，提出指南需进一步体现制革工业含铬废水的特征、充实完善
相对应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并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6—2013）
修改工作充分衔接等建议。编制组按照会上讨论结果和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标准编制说明进行
了修改完善，对指南中制革工业含铬废水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充实完善相对应的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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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技术，并依据 GB 30486 修改单中的相关内容对指南进行了修改。同时，对其余的一些内容和
细节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0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针对本标准征求了部内水生态环境司、大气环境司、
土壤生态环境司、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意见，以上司局对标准文本提
出了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家环境管理部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要求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
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和设备，采用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以减少
污染物的产生。
（2）《水污染防治法》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要求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提高
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废水和污染物排放量。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要求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废水，防止污染环境。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当分类
收集和处理，不得稀释排放。第四十八条要求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
清洁工艺，并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根据“水十条”第
一部分“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中的相关要求，制革行业应制定专项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
于 2017 年底前实施铬减量化和封闭循环利用技术改造。
（4）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目前制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执行的国家标准为《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及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等。
（5）排污许可制度要求
我国的环境管理已转移到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上。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健全基于排放标准的可行技术体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污
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推进企业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为
适应当前环境管理新形势，生态环境部启动《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编写工作，以达
到对制革行业全过程所采用的技术及管理措施进行指导、推动制革企业排污许可证的实施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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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标准对于在制革工业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核
发及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2 产业政策要求
2014 年 5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制革行业规范条件》。在企业规模方面，要求新建（改扩
建）制革企业，生产成品皮革的，年加工能力不低于 30 万标准张牛皮。在工艺技术与装备方面，
要求企业使用固体盐对原料皮进行防腐处理的，原料皮浸水前需进行转笼除盐，并对废盐回收利用
或者单独规范处理，以减少进入制革废水中的氯离子；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应采取各种清洁生
产技术，减少 CODCr、氨氮、挥发性有机物（VOCs）
、氯离子和三价铬的产生量，应采用低硫或无
硫保毛脱毛工艺，低灰浸灰工艺，少氨或无氨脱灰工艺，低盐或无盐浸酸或浸酸废液循环工艺，铬
循环利用或高吸收铬鞣、低铬、无铬鞣制工艺等清洁生产技术；现有企业应进行节水和清洁生产技
术改造，积极采用节水工艺，采用低硫或无硫保毛脱毛，少氨或无氨脱灰，低盐或无盐浸酸，高吸
收铬鞣或低铬鞣制工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浸灰废液或铬鞣废液的循环使用技术，减少废
水及污染物的产生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采用低毒、易降解的环境友好型皮革化学品，鼓励采用
水性涂饰材料，如采用有机溶剂型涂饰材料时，应安装 VOCs 收集处理装置，不得采用含游离甲醛、
禁用偶氮染料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鼓励企业采用富铬污泥和含铬皮革废碎料资源化利用技术。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发展改革委第 29 号令）中提出制革工业的鼓励类包
括：制革及毛皮加工清洁生产、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开发及关键设备制造、含铬皮革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皮革及毛皮加工废液的循环利用，三价铬污泥综合利用；无灰膨胀（助）剂、无氨脱灰（助）
剂、无盐浸酸（助）剂、高吸收铬鞣（助）剂、天然植物鞣剂、水性涂饰（助）剂等高档皮革用功
能性化工产品开发、生产与应用。淘汰类包括：年加工生皮能力 5 万标张牛皮、年加工蓝湿皮能力
3 万标张牛皮以下的制革生产线。
2021 年 8 月，《皮革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2021-2025 年）》正式发布，提出皮革行业“十
四五”要实现的八个重点目标，主要涉及生产效益、科技创新、质量品牌、出口结构、绿色制造、
产业集群、数字化运营、人才梯队，尤其是关于生产效益、科技创新、质量品牌和绿色制造的目标，
奠定了皮革行业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基调。
2022 年，《五部门关于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专栏 5 绿色低碳技术发
展工程提出，皮革行业需加强废液循环利用技术、废气治理技术、无铬鞣剂鞣制技术、少盐无盐浸
酸技术、除臭技术、生物制革技术及皮革固废资源再利用技术及设备等节能降耗和减污降碳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使资源利用率大幅提高，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
续下降。
为实现制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制革企业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
迫切需要实施制革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编制《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可为企业应用节能
减排新技术发挥引领作用，指导企业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对
于减少制革工业污染物排放及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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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策相符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产业政策等文件。本标准规定的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须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相关要求。
b） 综合防治原则
立足我国制革工业现状，借鉴发达国家制革工业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成功经验，并充分考虑我国
的制革工业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等背景，编制适合我国国情的
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综合考虑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固体废物、
噪声等污染控制及污染物跨介质转移。污染防治措施既考虑源头替代与削减、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
也考虑末端治理技术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加强环境管理，全过程降低污染物产生和削减末
端排放。另外，既关注主要污染源的有组织排放，也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对无组织排放加强控制。
c） 客观公正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在工艺筛选、污染治理技术筛选、技术调查、文件审查、专家组成等方面严
格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的要求执行。
d） 全面覆盖原则
本标准覆盖了行业生产重点区域，同时兼顾不同规模的企业。涵盖了应用于制革企业的主要原
辅材料、主要产品及生产工艺、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企业环境管理措施等。
e）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坚持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科学理念，结合环境效益分析、经济分析、技术分析，针对不同原
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等确定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路线，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
性和可操作性。
f） 开放应用原则
未列入本标准的污染防治技术，可由制革工业企业自行证明具备达标排放的能力。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革工业污染防治的可行技术。为配合排污许可管理，本标准与《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制革工业》（HJ 859.1）的适用范围一致，所指“制革工

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 C 1910皮革鞣制加工一致。本标准所覆盖的
废水污染物排放环节、废水污染物类型均来源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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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原料皮”
、“制革工业”
、“含铬废水”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共4个术语。其中，
“原料皮”引用于HJ 859.1；
“含铬废水”来源于《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486）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制革工业”基于HJ 859.1中“制革”的定义制定，用于界定本标准涵盖的
行业范围，与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和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保持一致；“污染防治
可行技术”引用于HJ 2300，用于说明污染防治技术覆盖范围。

4.3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根据《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的要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通过技
术初筛、技术调查和技术评估工作程序确定。根据行业产能和企业数量在全国的分布，在全面掌握
我国制革工业污染防治技术现状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选用河北省（无极、辛集）
、浙江省（嘉兴、
温州）、福建省（泉州、漳州）作为重点样本选择区域，分别选择 45 家、27 家、25 家作为重点调
研，同时选择广东（肇庆、佛山）、河南（开封、商丘）等地进行采样作为补充数据。根据要求，
列入本标准的每一项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都有 3 个以上的稳定运行达标案例，每个案例都有详细的技
术调查数据支持。

4.3.1 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4.3.1.1 含铬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制革企业对含铬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或回用，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后排入综合废水处理设
施。可行技术如下：
可行技术 1： 碱沉淀处理技术
可行技术 2： ①高吸收铬鞣技术+②碱沉淀处理技术
可行技术 3： ①铬鞣废液直接循环利用技术+②碱沉淀处理技术
可行技术 4： 铬鞣废液间接循环利用技术
可行技术 5： 无铬鞣技术
污染预防技术：高吸收铬鞣技术适用于以铬盐为主鞣剂的工艺，通过添加高吸收助鞣剂以提高
铬盐的吸收率，可将铬吸收率提升至 80%～95%，铬粉用量减少 30%～50%，铬鞣废液中的总铬含
量减少 80%以上；铬鞣废液循环利用技术适用于铬鞣工序含铬废液的循环利用，可直接循环或间接
循环，实现铬鞣废液循环利用率 95%以上，铬鞣废水中总铬含量降低 95%以上；无铬鞣制技术适用
于生产无铬且对收缩温度要求不高的特殊皮革产品，可从源头消除铬污染，无含铬废水和含铬固体
废物产生。
废水治理技术：碱沉淀处理技术适用于含铬废水的脱铬处理，包括格栅、贮存、反应、沉淀、
压滤等工序，铬液 pH 值控制在 8.5～10.0，总铬去除率高达 99%以上，产生的含铬污泥属危险废物。
4.3.1.2

综合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制革企业综合废水应依次经过物化处理、生化处理后达标（GB 30486 或地方标准）排放，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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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度处理可根据排放或回用要求进行选择。
（1）执行直接排放标准的从生皮到成品革、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
执行直接排放标准的从生皮到成品革、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的综合废水污染防治技术包括
污染预防技术+物化处理+厌氧/好氧（A/O）+深度处理。
可行技术 1：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转笼除盐技术+③低硫低灰脱毛技术/脱毛浸灰废
液循环利用技术+④少氨或无氨脱灰技术+⑤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⑥A/O 或其变型工艺+⑦芬顿氧化/
曝气生物滤池/臭氧氧化。
污染预防技术：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包含了浸水、浸灰、脱脂、浸酸、鞣制、染整、涂
饰等工序的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可减少三价铬、氯离子、有机卤素、VOCs、致癌芳香胺
等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转笼除盐技术适用于对盐腌皮进行除盐，降低废水中氯离子浓度及处理成
本；低硫低灰脱毛技术适用于保毛脱毛工序，可降低脱毛浸灰工序硫化物、氨氮和 CODCr 产生量；
脱毛浸灰废液循环利用技术适用于以硫化物和碱为脱毛剂的脱毛浸灰工序，分为直接循环和间接循
环，可节水并回收硫化钠；少氨或无氨脱灰技术适用于脱灰工序，可实现废水中的氨氮含量降低
50%～90%。
综合废水物化处理技术：混凝沉淀法是指通过向水中投加混凝剂及助凝剂，使制革综合废水中
难以沉淀的悬浮物能互相聚合而形成胶体，再形成更大的絮凝体而下沉，适用于含油脂较少的废水
处理，悬浮物去除率为 70%～90%，CODCr 去除率为 50%～70%，BOD5 去除率为 35%～45%；混凝
气浮法分为加药反应和气浮两个部分，通过添加混凝剂和絮凝剂在废水中形成较大的絮凝体，再通
入气浮分离设备中，使其与大量密集的细气泡相互粘附，形成比重小于水的絮凝体，依靠浮力上浮
到水面，从而完成固液分离，适用于含油脂较多的废水处理，悬浮物去除率为 80%～90%，CODCr
去除率为 40%～50%，BOD5 去除率为 35%～45%。
综合废水好氧生化处理技术：A/O 工艺是目前制革企业应用最为广泛的综合废水好氧生化处理
技术，对于一级 A/O 工艺，污泥浓度为 3500～4000 mg/L，污泥负荷一般小于 0.08 kg BOD5/（kg
MLSS∙d），水力停留时间（HRT）不低于 24 h，如两级 A/O 工艺串联使用，第一、二级污泥回流比
为 85%和 15%左右，一级 A/O 工艺的悬浮物、CODCr、BOD5、氨氮和总氮去除率分别大于 70%、
93%、94%、90%和 70%，若采用两级 A/O 工艺，CODCr 和氨氮的去除率均可提升至 96%以上。
深度处理技术：芬顿氧化技术主要用于去除难降解的 CODCr，悬浮物去除率为 50%～70%，CODCr
和 BOD5 去除率分别大于 60%和 50%，但处理后出水有一定色度，不宜直接回用；曝气生物滤池技
术对于生化性良好的废水处理效果较好，可达到 CODCr 60 mg/L 以下和氨氮 10 mg/L 以下的出水水
质要求；臭氧氧化技术主要用于对低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进行处理，对臭味、色度、有机物和无
机物都有显著的去除效果。
（2）执行直接排放标准的从蓝湿革至成品革加工企业
执行直接排放标准的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的综合废水污染防治技术包括污染预防技术+物
化处理+厌氧生化处理技术+好氧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可行技术 2：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水解酸化+④生物接触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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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⑦芬顿氧化/曝气生物滤池/臭氧氧化。
综合废水厌氧生化处理技术：水解酸化适用于采用蓝湿革至成品革生产工艺的企业，HRT 宜选
取 6～12 h，反应器中 pH 值应控制在 7.5 以下，该技术对复鞣和染色工序废水的生化调节作用显著，
但需结合好氧处理技术才能满足废水排放标准。单独使用时，CODCr 和 BOD5 去除率分别为 10%～
30%和 10%～20%。与其他废水好氧生化处理工艺结合使用，CODCr 去除率可达 90%以上，出口氨
氮可达 15 mg/L 以下。
综合废水好氧生化处理技术：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对生化段污泥沉淀池要求低，CODCr 容积负荷
一般为 0.8～1.8 kg/（m3d）
，HRT 为 16～36 h，悬浮物、CODCr、BOD5、氨氮、总氮去除率分别为
70%～90%、80%～90%、90%～98%、65%～95%和 40%～80%。
（3）执行间接排放标准的从生皮到成品革、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
执行间接排放标准的从生皮到成品革、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的综合废水污染防治技术包括
污染预防技术+物化处理+好氧生化处理技术。
可行技术 3：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转笼除盐技术+③低硫低灰脱毛技术/脱毛浸灰废
液循环利用技术+④少氨或无氨脱灰技术+⑤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⑥A/O 或其变型工艺。
可行技术 4：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转笼除盐技术+③低硫低灰脱毛技术/脱毛浸灰废
液循环利用技术+④少氨或无氨脱灰技术+⑤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⑥生物接触氧化。
（4）执行间接排放标准的从蓝湿革至成品革加工企业
执行间接排放标准的从蓝湿革至成品革加工企业的综合废水污染防治技术包括污染预防技术+
物化处理+厌氧生化处理技术+好氧生化处理技术。
可行技术 5：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水解酸化+④A/O 或其变
型工艺。
可行技术 6：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A/O 或其变型工艺。
可行技术 7：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水解酸化+④序批式活性
污泥（SBR）技术。
可行技术 8：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水解酸化+④生物接触氧
化。
综合废水好氧生化处理技术：SBR 技术耐负荷冲击，兼具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但技术控制要
求较高。污泥浓度一般为 3～5 g/L，污泥负荷为 0.16～0.32 kg CODCr/（kg MLSS ∙d），HRT 为 30～
60 h。SBR 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577 的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BOD5、氨氮、
总氮去除率分别为 75%～90%、80%～90%、50%～95%、85%～95%和 55%～85%。
（5）执行直接和间接排放特别排放限值的从生皮到成品革、从生皮到蓝湿革加工企业
可行技术 9：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转笼除盐技术+③低硫低灰脱毛技术/脱毛浸灰废
液循环利用技术+④少氨或无氨脱灰技术+⑤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⑥A/O 或其变型工艺+⑦膜过滤+蒸
发结晶工艺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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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脱盐技术：膜过滤+蒸发结晶工艺处理技术主要是利用预处理系统、膜过滤系统（根据需
要选择超滤膜、纳滤膜或反渗透膜中的一种或其组合）、蒸发结晶系统的有机组合，对达标后的废
水进行再处理。该技术的前期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适用于执行废水特别排放限值的制革企业。废
水处理后可回用于工艺生产，蒸发系统产生的结晶盐等固体物质装袋外运处理。
（6）执行直接和间接排放特别排放限值的从蓝湿革至成品革加工企业
可行技术 10：①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技术+②混凝沉淀/混凝气浮+③水解酸化+④A/O 或其变
型工艺+⑤膜过滤+蒸发结晶工艺处理技术。

4.3.2 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制革企业废气应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处理达标（GB 14554、GB 16297或地方标准）后排放。
制革工业有组织废气产生的主要环节包括磨革、摔软、干削匀、涂饰工序及生皮库和污水处理设施。
可行技术如下：
可行技术 1：制革企业涂饰工序VOCs及颗粒物的污染防治可采用水性涂饰材料+高流量、低气
压（HVLP）喷涂技术/辊涂技术+水膜除尘器+酸碱法喷淋吸收技术。水膜除尘利用含尘气流与液滴
或液膜接触，使涂饰工序废气中的颗粒物与气流分离，捕集粒径小于5 µm。酸喷淋一般使用稀硫酸
溶液，pH值保持在5以下，碱喷淋一般采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溶液，pH值保持9以上。处理后VOCs
排放浓度为10～20 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可小于20 mg/m3。
可行技术 2：磨革、摔软、干削匀工序废气中的颗粒物可采用袋式除尘器，常采用软质滤料缝
制成布袋，主要靠布袋外表面形成的颗粒物层维持除尘效率，需定期清理或更换滤袋，该技术捕集
粒径小于5 µm，处理后颗粒物排放浓度可小于20 mg/m3。
可行技术 3：废水治理设施及生皮库集中收集的恶臭气体可采用生物滤塔技术，除臭罐空池停
留时间为1～3 min（可视臭气浓度变化），进气流速2～3 m/s。该技术工艺设备简单、操作方便，
处理后臭气浓度可达500～2000。
可行技术 4：废水治理设施及生皮库集中收集的恶臭气体可采用酸碱法喷淋吸收技术，酸喷淋
一般使用稀硫酸溶液，pH值保持在5以下，碱喷淋一般采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溶液，pH值保持9以上，
处理后臭气浓度可达500～2000。

4.3.3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技术
（1）资源化利用技术
可行技术 1：较高浓度含铬废水（一般为铬鞣废液）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可用于制备再生铬鞣
剂。
可行技术 2：废毛、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等固废可用于制备工业蛋白及蛋白填料。
可行技术 3：原料皮和灰皮边角料、含铬皮革废碎料等固废可用于制备工业明胶。
可行技术 4：含铬皮革废碎料可用于生产再生革。
可行技术 5：含铬皮革废碎料可用于生产静电植绒材料。
（2）处理与处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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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革工业企业产生固体废弃物类型、特点，分类收集、管理与处理处置，存储和处置方法
应满足GB 18597、GB 18599、HJ 2025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如废
毛、无铬皮固废等，可收集后资源化利用。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一般固体废物的贮存和处置，包
括综合污泥、生活垃圾、生产原料包装物等，应满足GB 18599的相关规定的要求。危险废物如较高
浓度含铬废水（一般为铬鞣废液）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含铬皮革废碎料等可在厂区内进行综合利
用。不能在厂区内回收再利用的含铬污泥及其它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和处置，应满足GB 18597、
HJ 2025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要求。

4.3.4 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企业噪声应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处理达标（GB 12348）后排放。制革工业的噪声主要产生于
生产设备（如转鼓、磨革机、振软机、剖层机、削匀机等）和辅助生产设备（如风机、空气压缩机、
水泵、气泵等）的运行。一般情况下，各主要噪声源源强均大于 80 dB（A）
。
噪声污染控制通常从声源、传播途径和受体防护三方面进行。企业规划布局宜使主要噪声源远
离厂界和噪声敏感点；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消声、隔声及减振等措施从声源上控制噪声；采
用隔声、吸声及绿化等措施在传播途径上减低噪声。
去肉、磨革作业噪声较大，不易治理，生产上一般将此类型设施设置在独立作业区，使用砖墙
或钢筋混凝土（RC）隔间，并设置吸音材料，如玻璃纤维棉、矿物纤维棉、吸音泡棉等。
根据设备噪声的产生部位，在风机进排气管上安装消声器；同时对机体与风管之间采用软连接，
对设备安装减振垫。
空气压缩机在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进出风口产生的强烈噪声，包括曲柄连杆系统中的冲
击声和活塞往复运动摩擦振动的机械噪声，电机冷却风扇噪声及电机轴承运动时产生的机械噪声。
各部分噪声中进出风口噪声最高，对总的噪声起决定作用，整机噪声特性以低频为主，呈宽频带。
因此对空压机进出风口采用阻抗复合消声器，机体与风管之间用软接头连接。泵类噪声主要来源于
泵电机冷却风扇噪声、泵汲取物料而产生的空化和气蚀噪声，脉冲压力不稳定而产生的噪声及机械
噪声。这些噪声以冷却风扇产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为最强。电机的噪声频带比较宽，以低中频为主。
一般用内衬有吸声材料的电机隔声罩和减振垫，泵的噪声可降低 15 dB（A）
。

4.3.5 环境管理措施
环境管理措施为实现污染物有效预防和控制而采取的管理方法和措施。结合制革工业特点和发
展水平，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要求，为了预防和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本部分的内容从环境管理制度、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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