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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西安市西微控制电机厂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西安市西微控制电机厂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镇

主要产品名称 微电机、压缩机零件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微电机 3万台，压缩机 80万件；每年工作 300天，每天工作 8小时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微电机 3万台，压缩机 80万件；每年工作 300天，每天工作 8小时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年 11月 开工建设时间 1994年 6月

调试时间 1994年 7月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19年 3月 7日至

2019年 3月 8日止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

鄠邑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65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4.2万元 比例 21.8%

实际总投资 60万元 环保投资 11.7万元 比例 19.5%

建设项目名称 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

验收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

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

4、《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中污染事故防范

环境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站验字[2005]188号；

5、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西省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意见》的通知，陕环监发[1996]065号；

6、国家环保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有关监测方法；

7、陕西省环境保护局陕环发[2003]96号文《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

8、《西安市西微控制电机厂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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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 10月；

9、.《关于西安市西微控制电机厂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鄠环评批复[2018]1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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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固体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第 36号）

中有关规定；危险废物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中相关规定；

（2）其他要素评价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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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工程建设内容

1、地理位置及交通

本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蒋村镇，坐标为北纬N34°04'41.90"，东经E108°28'33.41"。项

目地东侧、西侧和北侧均为蒋村镇民房，南侧为108省道。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1，四邻关

系见附图2。

项目周围200m内存在声环境和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为厂房四周的蒋村镇居民。环境保

护目标现状与环评描述相符，无变化。

2、建设规模

项目已建成 1条年产 3万台微电机生产线、1条年产 80万件压缩机零件生产线，现有

土建设施包括电机机加车间、热处理间、压缩机零件机加车间和职工食堂等。项目占地面

积 4698m2，建筑面积 2800m2。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3、项目组成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对比见表 2-1，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内容对比见

表 2-1，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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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内容一览表

类

别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环评报告） 实际建设内容

与环评是

否一致

主

体

工

程

生产

厂房

微电

机生

产线

电机机加车间：三座，车间内放置各

类机加车床，用于对微电机中各零部

件进行车、钳、磨等基础加工。

电机机加车间：三座，车间内放置各

类机加车床，用于对微电机中各零部

件进行车、钳、磨等基础加工。

一致

热处理间：一座，车间内放置 2台电

热炉，用于对电机零件进行高温调质

处理，改变其内应力，增加钢材硬度。

热处理间：一座，车间内放置 2台电

热炉，用于对电机零件进行高温调质

处理，改变其内应力，增加钢材硬度。

一致

自动绕线间：一座，车间内放置自动

点焊机和自动绕线机，用于将漆包线

绕制在电机内，并对其进行点焊。

自动绕线间：一座，车间内放置自动

点焊机和自动绕线机，用于将漆包线

绕制在电机内，并对其进行点焊。

一致

动平衡间：一座，车间内放置 1台动

平衡机，用于平衡电枢，减少其振动。

动平衡间：一座，车间内放置 1台动

平衡机，用于平衡电枢，减少其振动。
一致

装配车间：二座，用于对已加工好的

各类零件进行组装。

装配车间：二座，用于对已加工好的

各类零件进行组装。
一致

检测间：一座，车间内放置专用检测

仪器，用于对已加工组装好的微电机

进行检测。

检测间：一座，车间内放置专用检测

仪器，用于对已加工组装好的微电机

进行检测。

一致

滴漆车间：一座，车间内放置滴漆烘

干机，用于对电机电枢进行绝缘处理。

滴漆车间：一座，车间内放置滴漆烘

干机，用于对电机电枢进行绝缘处理。
一致

压缩

机零

部件

生产

线

压缩机零部件机加车间：一座，用于

对压缩机零部件进行车、铣、钻、钳

等基础加工。

压缩机零部件机加车间：一座，用于

对压缩机零部件进行车、铣、钻、钳

等基础加工。

一致

储

运

工

程

库房

厂区共有六座库房：1、2、3号库房为

三间旧厂房，用于存放各式原料，计

划将其改为一间厂房；4号库房用于存

放钢材原料；5号库房用于存放绕线后

的半成品；6号库房用于存放装配检测

后的成品微电机。

1、2、3号库房目前尚未改建，未来计

划进行建设，改建后为两层建筑，做

车间和库房两用；

原有 4号（现②号）库房保持不变，

用于存放钢材原料；原有 5号（现③

号）库房保持不变，用于存放绕线后

的半成品；原有 6号（现④号）库房

保持不变，用于存放装配检测后的成

品微电机；

增设了⑤号库房，用于存放生产所需

的各类油性原料。

1、2、3
号库房目

前尚未改

建为一间

厂房，未

来计划进

行建设；

增设了⑤

号库房，

用于存放

生产所需

的各类油

性原料

一般固废存

放间

用于存放员工日常生活垃圾、边角料

和废金属屑等一般固体废物。

用于存放员工日常生活垃圾、边角料

和废金属屑等一般固体废物。
一致

危险废物暂

存间

用于临时存放生产时产生的危险废

物，交由有危废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

处理。

用于临时存放生产时产生的危险废

物，交由陕西中环信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收集处理。

一致

辅

助
员工宿舍

员工宿舍：位于装配间楼上，用于员

工日常休憩。

员工宿舍：位于装配间楼上，用于员

工日常休憩。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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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办公室

办公室：两处，一处位于 3号库房楼

上；一处位于电机机加二车间楼上，

为职工日常的办公场所。

办公室：两处，一处位于 3号库房楼

上；一处位于电机机加二车间楼上，

为职工日常的办公场所。

一致

职工食堂
职工食堂：包括食堂和职工日常就餐

区域。

职工食堂：包括食堂和职工日常就餐

区域。
一致

公

用

工

程

给水 项目给水由市政自来水管网提供。 项目给水由市政自来水管网提供。 一致

排水

生产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餐饮废水：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后

排入厂区化粪池；

生活污水：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肥田。

生产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餐饮废水：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后

排入厂区化粪池；

生活污水：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肥田。

一致

供电 项目用电由市政供电电网提供。 项目用电由市政供电电网提供。 一致

通风 项目各生产车间均采用机械通风换气 项目各生产车间均采用机械通风换气 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水治理

生产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肥田。

生产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附近村民定期清掏肥田。

一致

废气治理

食堂油烟：食堂炊事时产生的油烟加

装 1套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废气通过一根高 5m的烟囱排放。

食堂油烟：食堂炊事时产生的油烟加

装 1套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废气通过一根高 5m的烟囱排放。

一致

热处理油雾：在废气处理间加装 1套
“活性炭吸附+等离子+UV光解”装置

进行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的排气筒

排放。

热处理油雾：在废气处理间加装 1套
“活性炭吸附+等离子+UV光解”装置

进行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的排气筒

排放。

一致

浸漆、喷塑有机废气：在废气处理间

加装 1套“活性炭吸附+等离子+UV光

解”装置进行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

的排气筒排放。

浸漆、喷塑有机废气：在废气处理间

加装 1套“活性炭吸附+UV光解”装

置进行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的排气

筒排放。

未安装等

离子装

置，处理

设施为

“活性炭

吸附+UV
光解”装

置

焊接烟尘：点焊时会产生焊接烟尘，

加装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

理。

焊接烟尘：点焊时会产生焊接烟尘，

加装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

理。

一致

喷塑粉尘：喷塑设备生产时逸出的粉

尘加装 1台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处理。

喷塑粉尘：喷塑设备生产时逸出的粉

尘加装 1台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处理。
一致

噪声治理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

减振、距离衰减等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

减振、距离衰减等措施。
一致

固废治理

食堂废油脂：食堂废油脂收集后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

食堂废油脂：食堂废油脂收集后，由

附近村民清运，回用至沼气池。
不一致

生活垃圾：设生活垃圾箱，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清理。

生活垃圾：设生活垃圾箱，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清理。
一致

废活性炭、废乳化液、废润滑油：定

期收集后临时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后

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

废活性炭、废乳化液、废润滑油：定

期收集后临时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后

交由陕西中环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

单位回收。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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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金属屑：项目机加过程中产生的废

金属屑，收集后运至一般固废存放间，

后由原料厂家回收。

废金属屑：项目机加过程中产生的废

金属屑，收集后运至一般固废存放间，

后由原料厂家回收。

一致

布袋除尘器收集塑粉：喷塑时产生的

塑粉，由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

生产。

布袋除尘器收集塑粉：喷塑时产生的

塑粉，由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

生产。

一致

表 2-2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内容一览表

类

别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环评批复） 实际建设内容

与环评是

否一致

废气治理

热处理油雾、浸漆、喷塑废气：产生

的有机废气，由 1套“活性炭吸附+等
离子+UV光解”装置进行处理，处理

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热处理油雾：在废气处理间加装 1套
“活性炭吸附+等离子+UV光解”装置

进行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的排气筒

排放。

浸漆、喷塑有机废气：在废气处理间

加装 1套“活性炭吸附+UV光解”装

置进行处理，后与热处理废气共用一

根 15m高的排气筒排放。

加装 1套
“UV光

解+活性

炭吸附”

装置单独

处理浸

漆、喷塑

的有机废

气

焊接烟尘：焊接过程产生焊接烟尘，

加装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

理。

焊接烟尘：焊接过程产生焊接烟尘，

加装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

理。

一致

噪声治理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

减振、距离衰减等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

减振、距离衰减等措施。
一致

固废治理

废活性炭、废乳化液、废润滑油：定

期收集后临时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后

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

废活性炭、废乳化液、废润滑油：定

期收集后临时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后

交由陕西中环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

单位回收。

一致

废金属屑：项目机加过程中产生的废

金属屑，收集后运至一般固废存放间，

后由原料厂家回收。

废金属屑：项目机加过程中产生的废

金属屑，收集后运至一般固废存放间，

后由原料厂家回收。

一致

布袋除尘器收集的塑粉：喷塑时产生

的塑粉，由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

于生产。

布袋除尘器收集塑粉：喷塑时产生的

塑粉，由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

生产。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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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实际主要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单

位
型号 数量 生产线 车间 工艺

1 冲床 台 J23-80 1

微电机

电机机加车间 冲片

2 压力机 台 Y832-100 1 自动绕线间 压轴

3 换向器高速精车机床 台 JC-200 1 动平衡间 精车

4 换向器点焊机 台 ZLH-10G 1
自动绕线间

点焊
5 高频机 台 XG-606 1
6 自动绕线机 台 XTAA-MS 1 绕电枢

7 滴漆机 台 DJ-80 1 滴漆喷塑车间 绝缘处理

8 电枢综合检测仪 台 KYCA-1 1 检测间 检测电枢

9 锯床 台 G3120 2

电机机加车间

车零件

10 车床 台 C616 4 车零件

11 车床 台 BJ-1640GD 5 车零件

12 插床 台 B5020 1 车零件

13 滚齿机 台 YB3612 2 滚齿

14 滚齿机 台 YBA3112 1 滚齿

15 滚齿机 台 Y3608 2 滚齿

16 磨床 台 M7120A 1 磨外径

17 磨床 台 M1420 2 磨外径

18 线切割床 台 DK-7716 3 磨外径

19 数控车床 台 SK40P 2 车零件

20 数控车床 台 CK6136S 2 车零件

21 数控车床 台 XK5325A 4 车零件

22 铣床 台 X62W 3 铣键槽

23 立式加工中心设备 台 XH7132 2 齿轮箱镗孔

24 电热炉 台 DR-20 2 热处理间 热处理

25 数控车床 台 XCP-52 6

压缩机

零部件

压缩机零部件

机加车间

车外径

26 攻丝机 台 JTDM25 2 攻螺纹

27 多孔钻 台 JTDZ25 4 钻孔

28 多孔钻 台 JTDZ35 6 钻孔

29 加工中心设备 台 VH6 1 钻定位孔

30 立轴平面磨床 台 M7475D 2 磨平面

31 喷塑烘干机 台 C2P-2000 1 微电机 滴漆喷塑车间 表面喷涂

合 计 68台

4、项目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1）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表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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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原辅材料消耗表

名称
设计年用量 实际年用量

来源
单位 消耗量 单位 消耗量

钢材 t/a 18 t/a 18 外购

硅钢片（电枢毛坯） t/a 7 t/a 7 外购

铝齿轮箱 t/a 3 t/a 3 外购

漆包线 t/a 1.5 t/a 1.5 外购

电线电缆 t/a 2.8 t/a 2.8 外购

轴承 套 60000 套 60000 外购

电刷 只 60000 只 60000 外购

螺杆 个 60000 个 60000 外购

46号机油 t/a 0.6 t/a 1.0 外购

水性绝缘漆 t/a 0.3 t/a 0.3 外购

乳化液 t/a 1.7 t/a 1.7 外购

工业润滑油 t/a 0.5 t/a 0.5 外购

铸铁件（气缸毛坯） t/a 120 t/a 120 外购

塑粉 t/a 0.012 t/a 0.12 外购

（2）水平衡

①给水

本次技改项目无生产用水，厂内员工生活、餐饮用水通过市政给水管网供给。项目共

有生产人员100人，年工作300天，厂房设食堂、宿舍。

根据陕西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标准，生活用水按人均35L/d计算，餐饮用水量按人均生

活用18L/d计算，食堂每日提供两餐，供20人就餐。生活用水量为3.5m3/d（1050m3/a），食

堂用水量为0.75m3/d（204m3/a）。

②排水

生活废水按照生活用水量的80%，其产生量为2.8m3/d（840m3/a）；餐饮废水按用水量

的80%计，则餐饮废水产生量为0.6m3/d（180m3/a），通过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厂区化粪池；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处理，定期清掏后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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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m3/d

5、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微电机生产线工艺流程详见下图 2-2和图 2-3，压缩机零部件生产线工艺流程见下图 2-4

和图 2-5。

一、微电机生产工艺简介：

图

图 2-2 电机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1）微电机零件加工工艺

①下料：对于进厂的钢材，按照各零部件指定的材料、数量、质量，在电机机加车间

内对其进行切割下料，此过程中产生金属屑；

②热处理：下料后的工件会进入热处理间，先利用电热炉将工件加热至 680℃，然后

将高温工件放入机油中冷却，本次使用机油闪点为 220℃，故高温工件在与机油接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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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会产生火苗，但因高温工件体积很小，而热处理间内机油池容积为 1m3，机油量远大于

工件体积，且池中机油温度均为室温，故机油在与高温工件接触后其温度会迅速降低至闪

点以下，随后池内机油会将高温工件冷却至室温，冷却时间为 30min，然后将冷却后的工

件放入电热炉内回火至 450℃，利用高温改变工件的硬度，此过程高温工件与机油接触时、

工件上的机油烘干时会产生油雾，其中成分为非甲烷总烃。

③机加工：对于热处理后的工件，会在电机机加车间内对其按照微电机各零部件的规

格进行机加工，工艺包括车、磨（使用磨床对工件进行表面处理）、铣（使用铣床加工部

分零件上的键槽和外形）、钳（使用钻床和攻丝机加工零件上的安装空和螺纹）、滚齿（使

用滚齿机加工齿轮）、镗（使用加工中心设备加工齿轮箱内各个孔），此过程会产生金属

屑。

（2）微电机电枢加工工艺

①电枢压轴：对于进厂的电枢毛坯，在自动绕线间内使用压力机将电机轴和硅钢片铁

芯压在一起；

②电枢绕线：对于压轴后的电枢，在自动绕线间内使用自动绕线机将漆包线绕制在铁

芯内；

③电枢点焊：对绕线后的电枢，在自动绕线间内使用自动点焊机将漆包线和换向器焊

接在一起，此过程在焊接时产生焊接烟尘；

④电枢滴漆：对于点焊后的电枢，在滴漆喷塑间内，使用滴漆烘干机对电枢做绝缘处

理，此过程在烘干过程中产生非甲烷总烃；

⑤电枢动平衡：对于绝缘处理后的电枢，在动平衡间内使用动平衡机对电枢做平衡，

减少震动；

⑥换向器精车：对于动平衡后的电枢，在动平衡车间内，使用专业车床加工电换向器

表面，保证光洁度。

（3）装配：将加工合格的微电机零部件和电枢组装起来。

（4）喷塑固化：此工段为本次技改增加工段，对于组装完成的微电机，对其表面进行

喷塑处理，美化其外观，此过程在静电喷塑时会产生粉尘，在固化时会产生非甲烷总烃。

（5）检测、成品入库：对于喷塑后的微电机进行检测，合格后方能作为成品入库。

二、压缩机零部件（气缸）生产工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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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2-3 压缩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①机加工：对于进厂的气缸毛坯按照零件规格进行加工，加工工艺包括车、钻铣（使

用加工中心设备钻铣气缸中的定位孔）、钳（使用多孔钻加工气缸表面孔径）、平磨（使

用平面磨床加工气缸两平面）；

②激光打字：使用激光打字机在机加工完成的气缸表面打上标识；

③检测入库：对打字完成后的气缸进行检测，合格后方能作为成品入库。

（1）绝缘处理 （2）线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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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处理 （4）机加工

（5）喷塑 （6）检测

图 2-4 微电机主要生产线流程照片

图 2-5 压缩机零部件生产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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