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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新增部分）

序号 特性1

产品 行业

产品名称（别名） 产品代码2 行业名称3 行业代码

1 GHW
塑料彩印软包装

（柔印工艺除外 4）
23010310

包装装潢及

其他印刷
2319

2 GHW/GHF
1,4-丁二醇（BDO）
（正丁烷/顺酐法，

水煤浆法除外）

2602090202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 GHW/GHF
丁二酸

（清洁电化学法除外）
2602130704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4 GHW/GHF
促进剂 NS

（氧气氧化法除外）
2614030100

化学试剂

和助剂制造
2661

5 GHW
阳离子淀粉

（干法、半干法）
1312060202

淀粉及淀粉

制品制造
1391

6 GHW
镀铬薄钢板（三价铬电

镀工艺除外）
32081710 钢压延加工 3130

7 GHW/GHF
氰化金钾电镀金产品

（无氰镀金工艺除外）
28433000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3360

8 GHW
彩涂板

（无铬彩涂工艺除外）
320818xx 钢压延加工 3130

9 GHW/GHF 环己醇（六氢苯酚）

（环己烯水合法除外）
2602100102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10 GHW/GHF 环己酮

（环己烯水合法除外）
26022511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1特性中，GHW代表高污染产品，GHF代表高环境风险产品。
2参照《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国家统计局）。
3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4除外工艺是指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不宜予以限制的生产工艺，具体说明详见除外工艺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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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性1

产品 行业

产品名称（别名） 产品代码2 行业名称3 行业代码

11 GHW/GHF
丙酮（二甲基酮）

（异丙苯法除外）
26022501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12 GHW
再生粗铜

（富氧熔池熔炼工艺

/稀氧燃烧技术）

3311010200 铜冶炼 3211

13 GHW 粗锡（富氧熔池

熔炼工艺除外）
3314xxxx 锡冶炼 3214

14 GHW 再生铝合金（双室熔炼

炉熔炼工艺除外）
3316040100 铝冶炼 3216

15 GHW
工业氧化钼（钼焙砂）

（无碳焙烧法除外）
3332010299 钨钼冶炼 3231

16 GHW/GHF 氟虫腈 2606010106 化学农药制造 2631

17 GHW/GHF
氯化苦

（硝基甲烷法除外）
2904903000

化学试剂

和助剂制造
2661

18 GHW/GHF
乌洛托品

（气相法除外）
3606909000

化学试剂

和助剂制造
2661

19 GHW/GHF
辛硫磷

（催化合成法除外）
2606010101 化学农药制造 2631

20 GHW/GHF
氯化聚丙烯

（水相悬浮法除外）
2613010404

初级形态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

造

2651

21 GHW/GHF
氟化氢（电湿法磷酸配

套法除外）
2601010901 无机酸制造 2611

22 GHW
牛磺酸

（环氧乙烷工艺除外）
1411160000

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制造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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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性1

产品 行业

产品名称（别名） 产品代码2 行业名称3 行业代码

23 GHW
甜叶菊苷（浸提液和柱

析水回用工艺除外）
1411030304

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制造
1495

24 GHW
乳酸链球菌素（发酵废

液综合利用工艺除外）
1411050103

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制造
1495

25 GHW
糖化酶

（超滤提取工艺除外）
1407050100

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制造
1495

26 GHW/GHF
聚甲氧基二甲醚

（离子液催化法除外）
260216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27 GHW/GHF
己二酸

（环己醇法除外）
2602132001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28 GHW/GHF
苯甲醛（甲苯液相直接

氧化法除外）
2602201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29 GHW/GHF
不溶性硫磺

（连续法除外）
2603010299

其他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
2619

30 GHW/GHF
双酚 A（离子交换

树脂法除外）
2602110204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1 GHW/GHF
苯乙酸

（羰基合成法除外）
2602131801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2 GHW/GHF
乙二醇甲醚

（丙二醇甲醚除外）
26021702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3 GHW/GHF
乙二醇乙醚

（丙二醇甲醚除外）
260217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4 GHW/GHF
乙二醇丁醚

（丙二醇丁醚除外）
26021704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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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性1

产品 行业

产品名称（别名） 产品代码2 行业名称3 行业代码

35 GHW/GHF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丙

二醇甲醚醋酸酯除外）
260217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6 GHW/GHF
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丙

二醇丁醚醋酸酯除外）
260217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7 GHW/GHF
邻氨基苯甲醚（加氢还

原工艺除外）
260216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8 GHW/GHF
三聚甲醛

（离子液体法除外）
260220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39 GHW/GHF
苯甲腈

（气相氨氧化法除外）
260215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40 GHW 三氯蔗糖 1411030307
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制造
1495

41 GHF
使用氯化石蜡增塑剂的

塑料玩具
2408030101 塑胶玩具制造 2452

42 GHW/GHF 高硫石油焦 2502130101
原油加工及

石油制品制造
2511

43 GHW/GHF 磺化对位酯 2602089900
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
2614

44 GHW/GHF 除草定 2606010399 化学农药制造 2631

45 GHW
铅、铬含量超过 1000毫
克/千克的铁路车辆涂料

32089090 涂料制造 2641

46 GHW
铅、铬含量超过 1000毫
克/千克的建筑钢结构防

腐涂料

32089090 涂料制造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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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性1

产品 行业

产品名称（别名） 产品代码2 行业名称3 行业代码

47 GHW
含游离双酚 A的

食品包装内壁涂料
32099010 涂料制造 2641

48 GHW
铅、铬含量超过 1000毫
克/千克的集装箱面漆

2608xxxx 涂料制造 2641

49 GHW
室内装饰涂料用

含铅、铬色浆
2610xxxxxx 工业颜料制造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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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除外工艺名录（新增部分）

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1 塑料彩印软包装 柔印工艺

1台柔印机每天挥发有机溶剂约 1.224吨；相比溶剂型干式

复合工艺，无溶剂复合工艺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率可达 99%，

使用水性等环保型溶剂可减少 80%的异丙醇、酯类、酮类

等物质排放。

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性、植物

基等油墨，并采用无溶剂复合技

术、共挤出复合技术等。

2 1,4-丁二醇（BDO） 正丁烷/顺酐法，水煤浆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7吨，主要污染物为酸碱、BOD、COD

等，COD浓度约为 0.2克/升；产生废气 1500标准立方米，

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采用顺酐和甲醇为原料，无副产

物甲酸钠产生。采用乙炔和甲醛

为原料，泥浆床工艺联合水煤浆

工艺。

3 丁二酸 清洁电化学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5吨，主要污染物为酸碱、BOD、COD

等，COD浓度为 0.2克/升；产生酸性废气 16标准立方米。

不使用隔膜，采用钛基催化涂层

电极连续电解技术。

4 促进剂 NS 氧气氧化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5吨，主要污染物为有机物、COD等，

COD浓度为 0.1克/升；排放废气 1500标准立方米，主要

成分为叔丁胺。

原料采用氧气，催化剂为醋酸

铜、酞菁钴等，母液循环利用。

5 阳离子淀粉 干法、半干法工艺 无大量高盐废水排放。 采用干法、半干法工艺。

6 镀铬薄钢板 三价铬电镀工艺
产生三价铬废水，不产生六价铬酸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使用三氯化铬等三价铬镀液，镀

层物质为铬氧化物。

7 氰化金钾电镀金产品 无氰镀金工艺 镀液不含氰化物，较为稳定，环境风险小。 采用亚硫酸盐镀金等无氰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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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8 彩涂板 无铬彩涂工艺 无需加入含铬钝化剂，环境风险较小。 原料不含铬及其他有害物质。

9 环己醇（六氢苯酚） 环己烯水合法
废水 COD浓度为 250毫克/升，不产生难以处理的高浓度

有机废液。
中间产物环己烯。

10 环己酮 环己烯水合法
废水 COD浓度为 210毫克/升，不产生难处理的高浓度有

机废液。
中间产物环己烯。

11 丙酮（二甲基酮） 异丙苯法 吨产品：产生 COD1.2～5.7千克，远小于粮食发酵法工艺。 丙烯、苯或异丙苯反应制取。

12 再生粗铜
富氧熔池熔炼工艺

/稀氧燃烧技术

吨产品：产生二氧化硫气体 0.48千克，浓度约为 160～400

毫克/立方米；产生烟尘 0.17千克，浓度约为 30～80毫克/

立方米，奥斯麦特炉工作温度大于 1300℃，正常工况条件

下不产生二噁英。

工序在一个熔炉内完成，原料适应性强，出渣含铜率低，

全密闭式生产，烟气逸散少。

采用富氧熔池熔炼工艺或稀氧

燃烧技术

13 粗锡 富氧熔池熔炼工艺

吨产品：产生二氧化硫浓度约为 310毫克/标准立方米，排

放量为 7.75千克；烟尘排放浓度为 20毫克/立方米。

熔炼效率高、强度大、物料适应性强、自动化水平高。

还原熔炼过程使用富氧浸没熔

池熔炼炉。

14 再生铝合金 双室熔炼炉熔炼工艺

吨产品：产生二氧化硫 0.1千克、烟粉尘 0.09千克、氟化

物 0.17克，其中二氧化硫浓度为 14～150毫克/立方米，烟

粉尘浓度为 1000～2000毫克/立方米。

采用双室炉熔炼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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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15 工业氧化钼（钼焙砂） 无碳焙烧 吨产品：产生二氧化硫 20千克。
只在开始时进行加热，不需要在

焙烧过程中另外加热。

16 氯化苦 硝基甲烷法
硝基甲烷法使工艺路线缩短，成本降低，生产中产生的盐

水循环利用。
以硝基甲烷为原料。

17 乌洛托品 气相法 吨产品：甲醇、氨氮的排放与液相法相比降低 90%以上。
以甲醇气、氨气为原料进行反

应。

18 辛硫磷 催化合成法 以水为溶剂催化合成法，催化剂为三乙胺等，产污量减少。 以水为反应溶剂。

19 氯化聚丙烯 水相悬浮法 污染物产生量少，且较易处理。
采用替代溶剂或换为水相悬浮

法、半水相氯化法。

20 氟化氢 电湿法磷酸配套法 氟化物产生量较小。
以湿法磷酸、磷肥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氢氟酸和四氟化硅为原料。

21 牛磺酸 环氧乙烷工艺 吨产品：产生废水 0.9吨，其中 COD产生量 0.27千克。 以环氧乙烷为原料。

22 甜叶菊苷 浸提液和柱析水回用工艺 吨产品：产生废水 24吨。 采用浸提液和柱析水回用技术。

23 乳酸链球菌素 发酵废液综合利用工艺 吨产品：产生废水 12～18吨，其中 COD0.4吨。
使用电渗析等发酵废液综合利

用工艺。

24 糖化酶 超滤提取工艺 吨产品：产生废水 8吨，其中 COD0.19吨。 使用超滤提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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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25 聚甲氧基二甲醚 离子液催化法

吨产品：产生有机废水 0.6吨，主要成分为甲酸钠、甲醛；

产生废气 2000标准立方米，主要成分为甲醛、甲醇、甲缩

醛；产生固体废物 1吨。

离子液催化法工艺流程短，产品收率高，能耗低，三废产

生少，环境污染减少，治理成本降低。

采用离子液作催化剂。

26 己二酸 环己醇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5.6吨，主要污染物 COD、氨氮等；产

生废气 4360标准立方米，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尘、工业粉尘等；产生固体废物 0.04吨。废气中不含高

毒物质苯，环境风险相对较小。

中间产物不同，苯加氢生成环己

醇。

27 苯甲醛 甲苯液相直接氧化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2.29吨，主要污染物为苯甲酸、苯甲酸

苄酯、甲苯、苯甲醇等；产生废气 3290标准立方米；产生

固体废物 0.17吨。

采用空气作氧化剂，原料廉价易得且清洁无污染，无氯化

过程，也无需水解反应，环境风险相对较小。

原料和催化剂不同，采用空气进

行甲苯氧化反应，不需水解。

28 不溶性硫磺 连续法

吨产品：产生少量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悬浮

物、石油类等；产生废气 18500标准立方米，主要成分为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硫化碳、烟尘、粉尘等；产生固

体废物 0.03吨，硫磺可循环利用。

硫磺返回气化工序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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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29 双酚 A 离子交换树脂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0.2吨，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乙

苯和苯酚等，其中 COD1500毫克/升，BOD1500毫克/升，

乙苯 300毫克/升，苯酚 300毫克/升，pH3.5～6.5；产生废

气 40标准立方米；少量固体废物。

原料中，催化剂离子交换树脂、助催剂巯基化合物几乎没

有毒性、腐蚀性，易于分离，产品质量高而稳定。

催化剂不同，采用强酸性阳离子

交换树脂为催化剂、巯基化合物

为助催化剂。

30 苯乙酸 羰基合成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2～14吨，主要污染物为氯化钠、苯乙

酸、氯化氢、COD及其他微量有机物。废水中盐度 18%～

22%，苯乙酸 0.6%～0.8%，COD15000～30000毫克/升；

产生 48标准立方米废气；产生固体废物 13.6千克。

原料中，无剧毒物质。

原料不同，采用有机溶剂进行羰

基化反应。

31 乙二醇甲醚 丙二醇甲醚
丙二醇甲醚溶剂毒性远低于乙二醇甲醚，理化性质与乙二

醇甲醚系列溶剂相似。
以丙二醇甲醚为溶剂。

32 乙二醇乙醚 丙二醇甲醚
丙二醇甲醚溶剂毒性远低于乙二醇乙醚，理化性质与乙二

醇乙醚系列溶剂相似。
以丙二醇甲醚为溶剂。

33 乙二醇丁醚 丙二醇丁醚
丙二醇丁醚溶剂的毒性低于乙二醇丁醚，理化性质与乙二

醇丁醚系列溶剂相似。
以丙二醇丁醚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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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34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的毒性较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低，理化性

质与乙二醇乙醚醋酸酯相似。
以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为溶剂。

35 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丙二醇丁醚醋酸酯
丙二醇丁醚醋酸酯的毒性较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低，理化性

质与乙二醇丁醚醋酸酯相似。
以丙二醇丁醋酸酯为溶剂。

36 邻氨基苯甲醚 加氢还原工艺

吨产品：产生废水 2.2吨，COD浓度≤2000毫克/升；产生

少量废气；产生固体废物 0.2吨，主要为废催化剂。

该工艺产品收率高、质量好，不排放含硫废水，污染物产

生量显著降低。

使用氢气作还原剂。

37 三聚甲醛 离子液体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05吨，主要污染物为甲醛、甲酸钠、

苯、氨氮、悬浮物、BOD、COD等，COD浓度小于 200

毫克/升；产生废气 2200标准立方米，主要成分为甲醛、苯

等；产生固体废物 0.0014吨。

该工艺操作过程简单，可控性强，副产物少，“三废”少，

腐蚀性低，环保投资低。

使用离子液体作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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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38 苯甲腈 气相氨氧化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1.6吨，主要污染物为酸碱、BOD、COD

等，COD约 500毫克/升；产生废气 1500标准立方米，主

要成分为氮氧化物等；产生固体废物 0.15吨。

常压操作，无需特殊溶剂，工艺过程简单，投资小，原材

料消耗低。

生产使用甲苯、氨和空气等作原

料。

39 焦炭 干法熄焦工艺
利用惰性气体熄焦，大幅降低氨、挥发酚、氰化物等有害

物质的排放。

使用干法熄焦工艺，满足超低排

放标准要求。

40 间苯二酚 连续化磺化碱熔法
吨产品：产生废水 3.3吨、废气 50标准立方米、废渣/液 0.7

吨。

连续化、密闭生产，不产废

盐水。

41 纯苯 石化一体化工艺

吨产品：不产生酸焦油、再生酸等危险废物，不产生含苯

废气；产生废水 0.21吨，COD 0.271千克，石油类 0.012

千克；产生废气约 8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硫 0.5克，氮氧化

物 0.7克。

以石油为原料，采用石化一

体化装置，产品循环利用。

42 二甲苯 石化一体化工艺

吨产品：不产生酸焦油、再生酸等危险废物，不产生含苯

废气；产生废水 0.7吨，COD 0.083千克，石油类 0.035千

克；产生废气约 12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硫 1.5克。，氮氧

化物 2.1克。

以石油为原料，采用石化一体化

装置，产品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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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除外工艺

工艺名称 污染物排放情况 认定特征

43 聚乙烯醇 联产法电石乙炔法
生产聚乙烯醇过程中产生电石渣联产水泥，电石渣废水循

环使用，无外排。

聚乙烯醇与水泥联产，无电石渣

产生。



14

三、环境保护重点设备名录（新增部分）

土壤污染防治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指标及技术要求 主要适用范围

1 破碎筛分一体机
处理能力为 20～100 吨/小时；颚式破碎机破碎粒径≤50毫米；反击式破碎机破

碎粒径≤50毫米。
适用于异位土壤修复技术的前处理。

2 振动筛（最小分级

粒径≤10毫米）
适用于异位土壤修复技术的前处理。

适用于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的

土壤修复场地处理。

3 气味抑制设备

药剂喷洒量≥80升/分钟；发泡倍数 100倍以上；喷洒距离 10～30米；药剂成分：

绿色环保的表面活性剂，可生物降解，自然降解时间≤3月；每百平方米原浆药

剂使用量≤50升。

适用于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的

土壤修复场地处理。

4 间接热解吸设备

处理规模为 5～8吨/小时；土壤温度为 150～650℃；能耗（土壤含水率 20%）≤

3000兆焦耳/吨；有机污染物去除率可达 95%；废气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或相关标准等要求；废水排放达到《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 8978—1996）或相关标准等要求。

适用于高浓度有机物，含汞、砷等挥

发性物质的土壤修复场地处理。

5 土壤淋洗设备
处理量为 20～60吨/小时（粉粘粒含量 20%）；水土比 2:1～10:1；泥饼含水率≤

40%；砂性土分离效率≥90%；淋洗后砂砾中的污染物指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适用于重金属、有机物污染的土壤修

复场地处理。

6 土壤均化混合一

体机

处理量为 30～120吨/小时；混合搅拌停留时间≥2分钟/吨；搅拌轴转速≥30转/
分；改良后土壤的污染物指标满足填埋标准或相关标准要求。

适用于重金属、有机物污染的固化稳

定化土壤修复场地处理。

7 直推式钻探与采

样设备

进尺速度≥120米/天；单次取样推进深度 0.5～1.5米；钻探深度 0～30米；能够

进行非扰动（保持土壤样品垂向连续、定深、含水率等原有理化性状不变）土壤

采样，各种地层平均土壤采样岩心率＞70%。

适用于污染场地土壤的取样、地下水

和土壤气监测井建设、高分辨率原位

检测调查和原位药剂注射，当土层中

有含有卵石等坚硬物时，需移除阻碍

物或避开该位置在其附近进行取样。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30&highlight=%E6%B1%A1%E6%B0%B4%E7%BB%BC%E5%90%88%E6%8E%92%E6%94%BE%E6%A0%87%E5%87%86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30&highlight=%E6%B1%A1%E6%B0%B4%E7%BB%BC%E5%90%88%E6%8E%92%E6%94%BE%E6%A0%87%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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