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自行监测方案 

 

 

 

 

 

 

 

 

 

 

 

 

企业名称：光洋化学应用材料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              2021年 

 

                                                       

 



 

一、企业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光洋化学应用材料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0 月成立,注册地址位于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吴淞江路 168号,是一家台商独资企业。 

从事化学应用材料领域内的技术研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用高科技化学

品(氰化银钾、氰化银、硝酸银、氰化亚金钾)生产；生产开发加工有色金属新型

合金材料、真空溅镀靶材；汽车用尾气助剂；汽车用制动液及通用防冻液；屏板

显示器材料与导线支架；纯水废水回收设备；电镀设备；电镀加工；生产各类塑

料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及化学原料、化学产品的商业

批发、进出口业务及产品的相关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现有项目主体工程共有 3 个生产车间（包括 4 条生产线），分别为： ①靶

材生产线（年产氰化银 18t/a、氰化银钾 190 t/a、氰化金钾 8 t/a），②溅镀

靶材生产线（年产靶材 342 t/a、其中银靶 100 t/a、铝靶 222 t/a、铜靶 20 t/a），

③汽车化学品生产线（年产刹车液 600 t/a、汽车防冻液 1200 t/a），④IC 电

镀代工生产线（年加工导线支架 600万支），四者生产上没有上下游的关系，均

为独立的生产线，其中溅镀靶材生产线和 IC电镀代工生产线位于同一车间。 

现有项目总占地面积 50882m2，其中绿化面积 5610 m2，绿化率 28%。现有职

工人数 200 人,年生产 300 天,1 班制,每天 8 小时。厂内设有宿舍和浴室。现有

项目均已通过苏州市环保局和昆山市环保局审批。 

（二）排污情况 

1、废气排放及治理设施 

1.1 氮氧化物和氰化氢气体（4个排放口） 

氰化银、氰化银钾生产需要首先制备中间产品硝酸银，该过程产生的 NOx采

用封闭式过量氧气氧化为 NO2后，用水吸收生成硝酸水溶液，然后回用于银的酸

解过程，未吸收的 NO2废气经碱液喷淋吸收处理后由 21m排气筒达标排放；氰化

银和氰化银钾制程产生的 HCN废气经碱液喷淋吸收后，分别通过 25m高排气筒排

放；含氰废气来源于氰化银、氰化银钾、氰化金钾生产过程，氰化银、氰化银钾、

氰化金钾制程的工程设计为密闭系统，并设有抽排风系统，捕集率≥99.9％，含

氰废气经管道输送至含氰废气吸收洗涤塔吸收后，再经 25米高排气筒排入大气，

洗涤塔吸收率可达 95％以上，稳定可靠。 



 

1.2 熔炼烟尘（4个排放口） 

金属（银、铜、铝）熔炼产生熔炼烟尘，熔炼烟尘经集气罩捕集后通过耐高

温金属滤网过滤，集气罩捕集效率为 95%，滤网除尘效率为 60%，熔炼烟尘最大

排放浓度和速率为 4#排气筒，分别为 13.696mg/m3、0.041kg/h，低于《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 2 二级标准，分别通过 4 个 15m 高

排气筒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熔炼产生的熔炼烟尘粒径大部分低于 5.0

μm，用于吸收该废气的耐高温金属滤网设置于集气罩内，可去除粒径大于 0.3

μm 的熔炼烟尘，根据网上提供的该滤网的资料，其除尘效率不低于 60%，同时

风机每天 16小时连续抽风，可确保捕集率达到 95%。 

1.3 VOCs 废气（1个排放口） 

防冻液和刹车液制程，在投料过程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通过过滤棉预处

理再有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一根 15 米排气筒排放。经采取上述措施后废气

排放能达到《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表 2“其他行业”排放标准和表 5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产生

影响很小。 

2、噪声污染及防治措施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噪声主要来源于精密锻造车床、延压机、裁切机、整平

机、高速精密车床、CNC 车床、铣床、综合加工机、砂光机以及公辅设施空压机、

风机、水泵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为 85～95dB（A），精密锻造车床、延压机、

裁切机、整平机、高速精密车床、CNC车床、铣床、综合加工机、砂光机和水泵

通过隔声、减振；空压机、风机通过消声、减振；发电机通过隔声、消声及厂区

内绿化吸声和距离衰减等防治措施后，设备声源值大大降低，厂界噪声能够满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厂界可

以达标，不会降低项目所在地现有声环境功能级别。 

3、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公司含氰废水设施处理能力为＞10t/d，全厂最大含氰废水量≤10t/d，废水

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能满足全厂废水处理要求。同时厂家配置了多功能水质分析

仪，可以实时监测废水的处理情况，做到实时监控，根据厂方监测数据，该废水

站处理出水总氰出水稳定在 0.001～0.01mg/L；环境监测站的验收报告表明，该

废水站处理效果良好，出水总氰不到 0.01mg/L。 



 

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的原则设计，设置雨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三套

排水系统。雨水系统，在厂区道路两侧设置雨水管道，收集雨水，最终通过区域

雨水管网统一排入附近的河流。 

高周波炉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管道收集后，与原有项目生产废水一并于厂内

进行预处理，工艺流程及废水预处理。日排放量生产废水 7m3/d，废水进入厂内

废水处理站后，全厂日处理废水量达 49.6t/d，而厂内物化处理废水的处理设计

能力为 50t/d，因此，污水处理站有能力接收、处理本项目的废水。 

循环冷却水无特征污染因子，作为清下水进雨水管网。 

本项目综合废水站废水处理至一级排放标准排入电镀中心管理站后，有电镀

中心监测达标后统一排放到夏驾河；项目扩建后全厂生活污水排放到污水管网，

纳入光大水务（昆山）有限公司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污水均得到合理的防治。 

4、固体废物 

本厂所有固废都得到合理的处置，处置方式科学可行。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

要包括氰化物的包装材料及职工安全防护产生的固废、氢氧化钾等化学品包装材

料以及生活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同意收集处理；危废和氢氧化钾等化

学品包装材料外送到有资质有能力的承包商南通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按照废物性质和危废处理单位的处理资质、处理能力将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

物和氢氧化钾等化学品包装材料送到苏州荣望环保有限公司，苏州环保有限公司

的资质证书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颁发。 

苏州荣望环保有限公司对废物采用焚烧方式，以上措施可以避免固体废弃物

对环境的污染，是可行的。 

废切削油和废乳化液，均委托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再生利

用。 

本厂一般固废主要为不合格原料、废边角料、金属碎屑、不合格品、废模具、

熔炼废渣。为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废渣采取外售处理；不合格原料、废模具

由供应商回收；废边角料、金属碎屑和不合格品每天收集，经压饼机压饼后作为

原料全部回到项目熔炼工序。 

本厂内生活垃圾由昆山开发区环卫所清运。 

项目固废处理处置率达到 100%，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为避免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技改项目对废物采取分类收集、分类室内临时



 

存放，分类由专业处理单位运输处理。固废全部存放于室内，避免产生渗透、雨

水淋溶以及大风吹扬等二次污染。 

 

二、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说明 

我公司自行监测手段采用手工监测+自动监测相结合，目前开展自动监测的

项目有废水中的pH值、总磷、氨氮、COD，并与昆山市环保局进行联网。若自动

监测设备发生故障，我公司立即启动手工监测。 

我公司同时委托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手工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废

气、废水和厂界噪声。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编号：

161012050388。 

后期我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的要

求进行监测。 

 

三、监测方案 

1、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表 1   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污染源

类别 

排放口编号/

监测点位 

排放口名称/监测点

位名称 
污染物名称 监测频次 

1 

废气 

FQ-K-21901 氰化金钾排口 氰化氢 1 次/季 

2 FQ-K-21902 氰化银排口 氰化氢 1 次/季 

3 FQ-K-21903 氰化银钾排口 氰化氢 1 次/季 

4 FQ-K-21904 硝酸银排口 氮氧化物 1 次/季 

5 FQ-K-21905 贵化熔炼车间排口 颗粒物 1 次/季 

6 FQ-K-21906 35WK高周波炉排口 颗粒物 1 次/季 

7 FQ-K-21907 175KW高周波炉排口 颗粒物 1 次/季 

8 FQ-K-21908 250KW高周波炉排口 颗粒物 1 次/季 

9 FQ-K-21909 汽化车间排口 挥发性有机物 1 次/季 

10 

厂界 

挥发性有机物 

1次/半年 
11 氮氧化物 

12 颗粒物 

13 氰化氢 

14 废水 WS-K-21901 生产废水排放口 

氨氮（NH3-N） 自动 

总磷（以 P计） 自动 

化学需氧量 自动 

pH值 自动 

悬浮物 1 次/日 

总银 1次/半年 

氰化物 1 次/日 



 

WS-K-21902 生活污水排口 

化学需氧量 

1 次/年 

总氮 

氨氮 

pH值 

悬浮物 

总磷（以 P计） 

WS-K-21903 生活污水排口 2 

化学需氧量 

1 次/年 

氨氮（NH3-N） 

总氮 

pH值 

悬浮物 

总磷（以 P计） 

YS-K-21901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雨水排放口有流动水排

放时按日监测。若监测一

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

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pH值 

氨氮 

YS-K-21902 雨水排放口 2 

化学需氧量 

pH值 

氨氮 

15 噪声 / 厂界 昼间 1 次/年 

 

2、监测点位示意图 

见附图 1。 

 

3、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要求 

表 2   污染物监测方法一览表 

类别 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废水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银 水质 银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07-1989 

有组织废

气 

氰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1999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1999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挥发性有

机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 734-2014 

厂界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表 3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类别 项目 标准名称/编号 排放限值 mg/l 

生产废水 

pH值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6-9 

SS 30 

COD 40 

氨氮 5 

总磷 0.5 

氰化物 0.3 

银 0.5 

生活污水 

pH值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 

6.5-9.5 

SS 400 

COD 500 

氨氮 45 

总氮 70 

总磷 8 

有组织废

气 

氰化物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0.3 

氮氧化物 100 

颗粒物 10 

挥发性有机物 
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 
80 

无组织废

气 

氰化物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0.024 

氮氧化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0.12 

颗粒物 1.0 

挥发性有机物 
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

准》 
2.0 

厂界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60/50 

 

5、手工监测质量保证 

① 机构和人员要求：我公司委托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手工监

测，具有监测资质。 

② 监测分析方法要求：首先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在没有国标方法时，采用

行业标准方法或国家环保部推荐方法。 

③ 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 

④ 环境空气、废气监测要求：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194-2005）、《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和《固定污

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373-2007）中的要求进行。 

⑤ 噪声监测要求：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

进行声学校准。 

⑥ 记录报告要求：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确、不得随

意涂改。监测数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二）自动监测质量保证 

① 运维人员要求：我公司委托中科天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运维工

作。 

②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要求：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试行）（HJ/T75-2007）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 

③ 记录要求：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整并有相关

人员签字，保存三年。 

 

六 、自行监测信息公布 

（一）公布方式 

自动监测和手动监测分别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 

信息公开系统进行信息公开。 

（二）公布内容 

1、基础信息：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所属行业、地理位置、 

生产周期、联系方式、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 

2、自行监测方案； 

3、自行监测结果：全部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染物种类 

及浓度、标准限值、达标情况、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 

放去向； 

4、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5、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三）公布时限 

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 

测方案一经审核备案，一年内不得更改； 

2、手工监测数据每月底前公布； 

3、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自动监测的数据为每 4 小时均 

值



 

 

 

 

 

 

 

 

 

 

 

 

 

 

 

 

图 1  监测点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