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有关要求，推进水泥行

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实施范围。包括水泥（熟料）制造企业和独

立粉磨站。

（二）主要目标

——2023 年 9 月底前，黄河流域各市率先完成水泥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2023 年年底前，全省全面完成水泥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

——全省新建（含搬迁）水泥企业投产时要全面实

现超低排放。

列入我省关停退出计划的水泥企业或主要生产设

施，不再要求实施超低排放改造，但应满足污染物排

放标准限值要求，并按时完成产能关停退出。各市可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要求提前实施。

二、指标及措施要求



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是指对全部生产环节（矿山开采

及输送、原料破碎、原料预均化及储存、原料烘干、

原料配料库、生料粉磨、生料库、煤预均化及储存、

煤磨、熟料煅烧、熟料储存及散装、混合材库、水泥

粉磨、水泥储存及散装、水泥包装和发运等）的大气

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实施全流

程升级改造，完善监测监控设施，系统提升环境管理

水平。具体要求如下。

（一）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要求。水泥窑及窑尾余

热利用系统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条件下，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

10mg/m3、35mg/m3、50mg/m3；采用独立热源烘干的企

业应采用余热、天然气、电等热源，在基准氧含量 8%

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

均值分别不高于 10mg/m3、35mg/m3、50mg/m3。采用

氨法脱硝、脱硫的氨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 8mg/m3。

矿山开采生产过程中破碎机，生料及煤粉制备过程中

破碎机、磨机，熟料、石膏、混合材料储存及输送，

水泥粉磨，水泥储库、包装、散装、发运等主要环节

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所有产尘设施废气颗粒物排放浓

度小时均值不高于 10mg/m3。达到超低排放的水泥企

业在线监测数据生产月份至少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



排放浓度满足上述要求，不能满足超低排放的时段不

应超过《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 2373

—2018）的有关要求。

（二）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加强全流程无组

织排放控制，按照“应收尽收”原则配置废气收集设

施，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治

理措施，有效提高废气收集率，产尘点及车间不得有

可见烟粉尘外逸，各企业颗粒物和氨无组织排放监控

点浓度限值分别不高于 0.5mg/m3 和 1mg/m3。

加强矿山开采扬尘控制，所有水泥矿山达到《非金

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37/T 3843—2019）建设

要求，矿山机械钻孔机应配置除尘器或其他有效除尘

设施。提高物料储存环节扬尘控制能力，粉状物料全

部密闭储存，其他物料全部封闭储存。强化物料输送

过程扬尘防控，物料采用封闭式皮带、斗提、斜槽运

输，散状原燃料卸车、上料、配料、输送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密闭作业。提升生产工艺过程烟粉尘排放治

理水平，熟料厂熟料散装、包装车间以及粉磨站破碎

机、辊压机、磨机全封闭。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及措

施的界定见附件 1。

（三）物料产品清洁运输改造要求。鼓励企业通过

新建或利用已有铁路专用线、打通与主干线连接等方



式，有效增加铁路运力；对短距离和厂内运输的大宗

物料，鼓励采用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密闭方式运

输，减少物料二次倒运。进出厂的煤炭及其制品、石

灰质原料、校正原料、混合材、熟料、水泥等大宗物

料和产品采用铁路、水路、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

清洁方式运输比例达到 60%以上；达不到的，汽车运

输部分应全部使用（除水泥罐式货车外）新能源汽车

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汽车。

厂区内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

排放标准的汽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为新能源或达

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机械，严禁使用列入淘汰范围

的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四）污染排放监测监控要求。水泥企业应全面加

强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监控设施建设，并与生态环境

部门联网。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

业》（HJ848—2017）要求，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开展

自行监测，如实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水泥企业，应按要求全面加强

自动监控、过程监控和视频监控设施建设。在水泥窑

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冷却机（窑头）、独立烘干系

统、水泥磨等重点有组织排放源安装烟气排放连续在

线监测系统（CEMS）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采用



氨法脱硝、脱硫的企业在线监测设施应增加氨排放监

测。无组织排放源实现清单化管理，对应建设无组织

排放集中控制系统和颗粒物监控设施。矿山开采区域、

原料与燃料储库料场进出口、熟料生产各生产工艺下

料口及发运进出口等重点工序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施。

矿山开采、厂区内主要产尘点周边、厂区内运输道路

两侧安装空气质量颗粒物监测设施，厂界安装环境空

气质量颗粒物自动监测站。在运输车辆进出通道安装

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运输车辆进出厂区情

况，门禁电子记录要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CEMS、DCS

系统、门禁电子记录等数据要保存一年以上，视频监

控数据要保存六个月以上。具体要求见附件 2。

三、重点任务

（一）严控水泥行业产能和环境准入。严禁新增水

泥熟料产能，严格执行产能置换要求，确保产能总量

只减不增。严格执行《全省落实“三个坚决”行动方

案（2021—2022 年）》（鲁动能〔2021〕3 号）等文

件要求，按期关停退出 2500 吨/日及以下水泥熟料生

产线和直径 3.2 米及以下水泥磨机。

（二）有序推进现有水泥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各水

泥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因厂制宜选择低氮分级分区

燃烧和成熟稳定高效的脱硝、除尘、脱硫技术及装备，



确保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改造要求。采用氨法脱硝工艺

的，应采取合理控制喷氨量、优化反应温度和反应区

间等有效措施控制氨逃逸。

（三）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企业环保管理

制度，规范档案台账管理，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

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等档案应保存完整，主要

原辅材料与燃料消耗、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

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信息（除尘滤料更换量和时间、脱硝剂添加量和时间、

含烟气量和污染物出口浓度的月度 DCS 曲线图等）、

污染排放口废气排放信息（手工监测和在线监测）等

台账记录应完整规范，可随时调阅，并及时完成监测

数据联网报送工作。

（四）实施差异化管控。对水泥企业实施差异化管

控，树立标杆，引导行业转型升级。对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的水泥企业，在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等方面予以

倾斜；对未按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水泥企业，不得

评为 A 级、B级或引领性企业，并执行差别电价政策。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

方案要求，明确任务分工，分解落实责任，密切配合

协作，及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生态



环境部门负责指导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发展改革

部门负责制定并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推进产能整合退出，交通运输部门

负责协调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等部门负责绿色矿山监督管理，税务部门负责落实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做好监督、管

理和服务工作，建立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管理台账，

并于每月 10 日前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水泥企业作为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的责任主体，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和各市的

计划安排，制定超低排放改造方案，确保按期完成改

造任务，并及时依法变更或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各

企业要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有关要

求，按照技术规范确定的环保和安全要求建设、运行，

加强人员技术培训，健全内部安全环境管理机制，确

保治理设施长期连续稳定运行。

（三）强化激励约束。积极推进水泥企业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纳入中央、省级项目储备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有关条款规定，对符合超低

排放条件的水泥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落实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四）加强技术支撑。鼓励水泥企业与高校、科研

机构、环保工程技术公司等开展合作。省水泥行业协

会要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成

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五）严格监测评估。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并连续稳定运行一个月后，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监

测机构和有能力的技术机构，对有组织、无组织、清

洁运输和监测监控超低排放改造完成情况开展评估监

测，并形成评估监测报告，报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的企业评估监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六）实施动态管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事

后监管，对于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备案的企业，检查发

现达不到有组织、无组织、清洁运输以及监测监控等

相关要求的，视情节取消相关优惠政策，重新实施差

别电价。严厉打击无证排污、超标超总量排放、弄虚

作假、擅自停运环保设施等违法行为。

附件：1.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和控制措施界定

2.企业污染排放监测监控安装点位

附件 1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和控制措施界定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序号 主要管控环节 控制要求

1 矿山开采

（1）矿山机械钻孔机应配置除尘器或其他有效除尘设

施；

（2）矿山爆破应采用微差爆破等扬尘较低的爆破技术；

（3）运矿道路应进行硬化并定期洒水；

（4）运输皮带应封闭，运输车辆应采用封闭或全覆盖

等抑尘措施；

（5）石灰石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集气罩或喷

淋等抑尘措施，集气罩应同步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2
熟料生

产

原辅料堆存
（1）在满足安全条件下，粉状物料应采用密闭料仓、

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其它物料全部封闭储存

原辅料转运

（2）运输皮带应封闭，在密闭廊道内运行，斗提、斜

槽、拉链机等应密闭，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

集气罩，并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原煤储存 （3）原煤应封闭储存

煤粉制备及转

运

（4）煤粉采用密闭储存；

（5）运输皮带、斗提应封闭，铰刀、斜槽等应密闭，

各转载、破碎、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套高

效除尘设施，库顶等卸压口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熟料储存 （6）熟料全部封闭储存

熟料输送及转

运

（7）运输皮带、斗提等应封闭，各转载、下料口等产

尘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套高效除尘设施，库顶等卸压口

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8）熟料散装车辆应采用封闭或覆盖等抑尘措施

脱硫

（9）石灰石、石灰等粉状物料应密闭保存；

（10）石灰石、石灰等粉状物料下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

送；

（11）石灰石库、石灰粉仓等卸压口应配套高效除尘设

施

脱硝

（12）氨水或液氨使用专用密闭罐车运输，配套氨气回

收或吸收回用装置；

（13）氨罐区及易泄露点位设置氨气泄漏检测设施

3
水泥粉

磨

物料堆存及运

输

（1）粉状物料全部密闭储存，其它物料全部封闭储存；

（2）运输皮带应封闭，斗提、斜槽等应密闭；各物料

破碎、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套高

效除尘设施；库顶等卸压口应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3）粉煤灰采用密闭罐车运输

水泥散装 （4）水泥散装采用密闭罐车；散装应采用带抽风口的



散装卸料装置，物料装车与除尘设施同步运行

包装运输

（5）包装车间应封闭；

（6）袋装水泥装车点位采用集中通风除尘系统，进出

通道至少有一端应设置自动门

4 发运

（1）物料采用封闭式皮带、斗提、斜槽运输；各转载、

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库顶等卸压口应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2）水泥及熟料等物料采用密闭库储存

5 其他

（1）厂区运输道路应全硬化，定期洒水、及时清扫；

（2）各除尘器、运输管道、廊道等应完好运行，无粉

尘外逸；

（3）厂区设置车轮和车身清洗、清扫装置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

序号 作业类型 措施界定 示例

1 密闭

物料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

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

式

——

2 密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与环境空气隔离的建（构）

筑物、设施、器具内的作业方式
料仓、储罐等

3 密闭输送 物料输送过程与环境空气隔离的作业方式

管道、带式输送机、

气力输送设备、罐车

等

4 封闭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

与周围空间阻隔的状态或作业方式，设置

的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配套设施在非必

要时应关闭

——

5 封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

顶结构的建筑物内的作业方式，建筑物的

门窗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储库、仓库等

6 封闭输送

在完整的围护结构内进行物料输送作业，

围护结构的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配套设

施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皮带通廊、封闭车厢

等

7 封闭车间
具有四面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

建筑物，建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

注：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

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附件 2

企业污染排放监测监控安装点位

序号 监控要求 工序 安装点位

1
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

测系统（CEMS）

熟料生产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窑尾）、

冷却机（窑头）排气筒

水泥粉磨 独立烘干系统、水泥磨排气筒

2
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

熟料生产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窑尾）、

冷却机（窑头）等生产设施及废气治

理设施

水泥粉磨
独立烘干系统、水泥磨等生产设施及

废气治理设施

3 高清视频监控设施

矿山 开采区域

燃料、原料储库

（仓库）
进出口

熟料生产
各生产工艺下料口及输送通道、成品

装卸点

发运 进出口

4 无组织排放监测设备

矿山开采 主要产尘点周边

厂区内部

生产工艺和物料输送环节主要产尘

点密闭罩、收尘罩等无组织排放控制

设施周边设置 TSP 浓度监测仪；燃料、

原料储库进出口，熟料生产、水泥粉

磨、发运等易产尘区域或车间进出

口，运输道路路口、长度超过 200 米

的运输道路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微站，

监测 PM2.5、PM10指标

厂界

安装环境空气质量颗粒物自动监测

站，四周距离排放源最近点至少各设

一个监测点

5 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 厂区

厂区进出口，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

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建立

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注：CEMS、DCS 系统、门禁系统电子记录等数据要保存一年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数据要保存

六个月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