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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名称 扩建 3000 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建设项目性质 扩建 

建设地点 常州市金坛区龙湖路 29号 

主要产品名称 宠物风味剂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10000 吨液态宠物风味剂、6000 吨粉状宠物风味剂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10000 吨液态宠物风味剂、6000 吨粉状宠物风味剂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9 年 3 月 

调试时间 2020 年 7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8 日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 
2020 年 11 月 23~24 日、

2020 年 12 月 24~25 日、

2021 年 1 月 21~22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江苏超日净化设备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江苏超日净化设备有限公

司 
投资总概算 10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80 万元 比例 28％ 

实际总概算 1000 万元 环保投资 280 万元 比例 28％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2017]682 号，2017 年 10 月)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2 日） 
4.《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原江苏省环保局，苏

环控[1997]122 号文，1997 年 9 月 21 日） 
5.《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苏环办[2019]327 号，2019 年 9 月 24 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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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5 日） 
7.《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苏环办[2015]256 号，2015 年 10 月 25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四十三号，2020 年 4 月 29 日） 
10.《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 3000 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2019 年 9
月） 
11.《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 3000 吨/年粉

状宠物风味剂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常州市生

态环境局，常金环审[2019]21 号，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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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 

验收

监测

依据 

12.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

（WXEPD201014068004CSR101M101M1） 

验收

监测

评价

标准、

标号、

级别、

限值 

根据报告表及审批意见要求，执行以下标准： 
1.1 废水 

本项目废水排放标准见表 1-1。 
表 1-1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监测点 污染物 标准值（mg/L） 依据标准 

污水处理设

施出口 

pH 值 6.5~9.0（无量纲）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

水水质》（GB/T19923-2005）
表 1 中洗涤用水标准 

化学需氧量 --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 

悬浮物 30 

氨氮 -- 

总磷 -- 

总氮 -- 
动植物油 -- 

生活污水排

口 

pH 值 6~9（无量纲） 

金坛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

标准要求 

化学需氧量 500 

五日生化需氧量 -- 

悬浮物 -- 

氨氮 35 
总磷 3 
总氮 50 

动植物油 -- 

雨水排放口 

pH 值 6~9（无量纲）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中一级标准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 

动植物油 20 
化学需氧量 50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

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表 2 中标准 

氨氮 4（5）a 

总磷 0.5 

总氮 12（15）a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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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 

验收

监测

评价

标准、

标号、

级别、

限值 

1.2 废气 
本项目废气排放标准见表 1-2。 

表 1-2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监测点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

(kg/h) 

排气
筒高
度(m) 

依据标准 

排气筒
FQ-02 
出口 

颗粒物 120 31 

3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中二级

标准 
二氧化硫 50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表 3 中燃气
锅炉标准 氮氧化物 150 -- 

氨 -- 27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中标准 
硫化氢 -- 1.8 

臭气浓度 -- 15000 
无量纲 

排气筒 
FQ-03 
出口 

颗粒物 120 9.3 

2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中二级

标准 
二氧化硫 50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表 3 中燃气
锅炉标准 氮氧化物 150 -- 

氨 -- 8.7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中标准 
硫化氢 -- 0.58 

臭气浓度 -- 6000 
无量纲 

排气筒
FQ-04 
出口 

饮食业油烟 2.0 -- 楼顶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 18483-2001）中标

准 

上风向
1#、 
下风向
2~4# 

颗粒物 1.0 --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 
氨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

建标准 

硫化氢 0.06 -- -- 

臭气浓度 20 
无量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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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续） 

验收

监测

评价

标准、

标号、

级别、

限值 

1.3 噪声 
本项目 24h 三班制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昼

间”是指 6:00 至 22:00 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 22:00 至次日 6:00 之间的时段。本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标准见表 1-3。 
表 1-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监测点 类别 时段 标准值
Leq[dB(A)] 依据标准 

厂界四周
▲N1~▲N8 3 类区 

昼间 6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表 1 中 3 类区标准 夜间 55 

 
1.4 固废 

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理管理检查已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及修改单、《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等中的相关要求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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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1 工程建设内容：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金坛市经济开发区龙湖路29号，占地面积18660m2；公

司于2015年总投资10000万元，建设“新建液态宠物风味剂、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一期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10000 吨液态宠物风味剂、3000 吨粉状宠物风味剂；厂区建成1 幢
生产车间、1 幢仓库、1 幢综合办公楼，1 个锅炉房；一期项目于2015年01月23日通过金

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局备案，于2015年6月获得了金坛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坛开环审

[2015]42 号）。 
一期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新增一级水喷淋+生物除臭装置对喷雾干燥废气进行治

理，新增全厂新风系统引入生物除臭装置对全厂废气进行治理，新增废水处理系统将全厂

废水处理后回用。建设单位于2017年10月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江

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建生产液态宠物风味剂、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变动影响分析报

告》，并于2017 年11 月委托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项目验收检测并编制了

验收监测报告，于2017年11月25日召开了“新建液态宠物风味剂、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评审会，得出验收结论：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建液态宠物风

味剂、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和环境监

理制度，验收资料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位，验收监测数据表明

废气、废水、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固废能够合理处置，符合环评报告及审批意见的要求。

验收组一致同意“新建液态宠物风味剂、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可正式投入生产。目前现有项目运行状态良好。 
随着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及考虑未来发展，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

及辅助工程，新增反应釜搅拌电机、喷雾干燥塔等生产设备扩建年产3000吨/年粉状宠物风

味剂生产线项目（即本次二期项目），扩建项目建成后全厂形成年产10000吨液态宠物风味

剂、6000吨粉状宠物风味剂规模。目前，扩建项目已取得金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局备案

通知书（坛开科经备字：2018072号，项目编码：2018-320458-13-03-537372）；2019年3月，

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3000吨/年粉状宠

物风味剂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9年3月20日取得了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的

审批意见（常金环审[2019]21号）。 
本项目原有职工56人，扩建项目新增职工12人；工作制度为年工作300天，三班制，每

班工作8小时，年生产7200小时。 
目前本项目（二期）已建设完成，生产工况稳定，各项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满足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条件。 
我公司于2020年11月10~11日、2020年11月23~24日、2020年12月24~25日、2021年1月

21~22日委托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废水、废气、噪声进行了现场检测工作。本公

司根据现场管理检查情况、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结果等，编制了本次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为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及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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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 

本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见表 2-1，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 
表 2-1  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 

序号 
工程名称 

（车间、生产装置

或生产线）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建设 
生产能力 

(一期+二期) 
年运行时数 

扩建前 本项目 扩建后全厂 

1 液态宠物风味剂 10000 t/a 0 t/a 10000 t/a 10000 t/a 300d×24h 
=7200h/d 2 粉状宠物风味剂 3000 t/a 3000 t/a 6000 t/a 6000 t/a 

 

2.2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详见表2-3。 

表 2-3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来源 
数量 

备注 
环评 实际 

1 冻品（冻鸡肝、鸡肉等） -- 外购 2911 t/a 2911 t/a  

2 磷酸 85％ 外购 30 t/a 30 t/a  

3 二氧化硅 85％ 外购 30 t/a 30 t/a  

4 木瓜蛋白酶 99％ 外购 12 t/a 12 t/a  

5 β-环状糊精 99％ 外购 15 t/a 15 t/a  

6 丁基羟基茴香醚（BHA） 99％ 外购 0.2 t/a 0.2 t/a  
7 二丁基羟基甲苯（BHT） 99％ 外购 0.3 t/a 0.3 t/a  

8 山梨酸钾 99％ 外购 1.5 t/a 1.5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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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环评 实际（一期+二期） 

备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套）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套） 扩建前 本项目 扩建后 

1 冻肉切块机 DQK2000 1 0 1 冻肉切块机 QP5230 1  

2 绞肉机 JRJ-140 2 0 2 绞肉机 JR200 2  

3 反应釜 5000L+1000L 8 0 8 反应釜 5000L 9 数量增加

1 台，总容

积不变 4 反应釜 10000L 0 1 1 反应釜 1000L 1 

5 立储料锅 5000L 2 0 2 
立式储料锅 5000L 4  

6 立式储料锅 5000L 2 0 2 

7 胶体磨 JMF-130 1 0 1 -- -- 0 -1 

8 均质机 SRH3000-30 1 0 1 均质机 SRH3000-25 1  

9 振动筛分机 ZS-Ø-600 1 0 1 振动筛分机 NHFF800A-S4S4 2  
10 振动筛分机 ZS-Ø-800 2 0 2 振动筛分机 NHFF1000A-S4S4 1  

11 振动筛分机 ZS-Ø-1000 1 0 1 振动筛分机 S49-1200 1  

12 盒中袋自动灌装机 BIB-CZ230 1 0 1 盒中袋自动灌装机 DGP-CS-1 2  

13 喷雾干燥塔 600 1 0 1 喷雾干燥塔 MDR-800 1  

14 喷雾干燥塔 R-900 0 1 1 喷雾干燥塔 QZR-900 1  

15 快速脚踏封口机 SF-B 1 0 1 半自动封口机 SF600-1 1  
16 台秤 -- 6 0 6 台秤 -- 6  

17 空气压缩机 HTA-120 2 0 2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RS37I-A7.5 1  

18 不锈钢电热蒸馏水器 YA.ZD 1 0 1 不锈钢电热蒸馏水器 YA.ZD 1  

19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蒸

汽灭菌器 SYQ-DSX-280A 1 0 1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蒸

汽灭菌器 SYQ-DSX-280A 1  

2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033BS-III 1 0 1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033BS-I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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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 实际（一期+二期） 

备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套）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套） 扩建前 本项目 扩建后 

21 生化培养箱 SPX-60BSH-II 1 0 1 生化培养箱 SPX-60BSH-II 1  

22 100 级净化工作台 SW-CJ-IFD 1 0 1 100 级净化工作台 SW-CJ-IFD 1  

23 酸度计 pHS-3C 1 0 1 酸度计 pHS-3C 1  
24 生物显微镜 XSP-2CA 1 0 1 生物显微镜 XSP-2CA 1  

25 0.1mg 电子天平 FA-1004N 1 0 1 0.1mg 电子天平 FA-1004N 1  

26 0.1g 电子天平 LT2000B 1 0 1 0.1g 电子天平 LT2000B 1  

27 通风柜 YA-1500 1 0 1 通风柜 YA-1500 1  

28 定氮蒸馏装置 -- 2 0 2 定氮蒸馏装置 / 2  

29 数显恒温水浴锅 -- 1 0 1 数显恒温水浴锅 / 1  
30 磷酸储罐 4m3 1 0 1 磷酸储罐 30m3 1  

31 蒸汽锅炉 4t/h 1 0 1 -- -- 0 -2， 
集中供热 32 导热油锅炉 4t/h 1 0 1 -- -- 0 

33 冷却塔  5m3/h 1 0 1 冷却塔 150m³/h 2 +1， 
1 用 1 备 

34 污水处理设备 -- 1 0 1 污水处理设备 SCL-7200 1  

35 MVR 蒸发器  3m3/h 1 0 1 双效升膜浓缩蒸发器 KMKNS-1500 1  

36 尾气处理设备 -- 1 0 1 
废气处理装置 ZTB-27 1  

废气处理装置 CRBF-35 1  
37 切片机 QP5230 0 1 1 冻肉刨肉机 GQ520 1  

38 骨泥磨 GNM300 0 1 1 

骨泥磨 GNM-300 2 +3， 
2 用 2 备，

湿法研磨 
骨泥磨 GNM-240 1 

骨泥磨 GNM-1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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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 实际（一期+二期） 

备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套）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套） 扩建前 本项目 扩建后 

39 螺杆泵 NM063BO02S12B 0 1 1 螺杆泵 NM063BO02S12B 1  

40 螺杆泵 YPRFS160-7.5-292 0 4 4 螺杆泵 YPRFS160-7.5-292 4  

41 振动筛 S49-1200 0 1 1 
振动筛 JBS-1200 1 +2， 

2 用 1 备， 
湿法筛分 振动筛 EL-1200-1S 2 

42 螺杆泵 GF30-2 0 2 2 螺杆泵 GF30-2 2  

43 旋震筛 Φ1200 0 1 1 -- -- 0 -1 

44 螺旋包装秤 -- 0 2 2 
半自动包装机 JBB-3000W 2 +1， 

2 用 1 备， 半自动包装机 SAF-450W 1 

45 热合机 600 型 0 1 1 半自动封口机 SF600-1 1  
46 真空上料机 JBS-Z-7 0 1 1 真空上料机 JBS-Z-7 1  

47 -- -- -- -- -- 高剪切乳化机 QDWZ3000-22D 4 +4 

48 -- -- -- -- -- 卧式犁刀混合机 JBH-30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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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 

本项目用水来自金坛经济开发区供水管网；本项目原有职工56人，扩建项目新增职工

12人；工作制度为年工作300天，三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年生产7200小时。 
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用水、设备清洗用水、废气喷淋装置用水、循环冷却补水及产品

用水，现年用水量约6540 t/a，项目水量平衡图见图2-1。 

 
 

 

图 2-1  项目水量平衡图（单位：t/d） 
注：本项目水量按验收监测期间工况核查登记表计算。 

 

注：    循环 5 次后废水进双效升膜浓缩

蒸发器蒸发浓缩，浓缩后产生的水蒸气进

入专用于设备清洗的水罐储存后回用于设

备清洗，浓缩物委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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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 

2.3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扩建9000 立方均质保温板，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详见图2-2。 
 

 
 

图2-2  粉状宠物风味剂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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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 

工艺流程简述： 
1、切块 
将“冻鸡肝”“冻鸡肉”投入冻肉切块机切成小块。切块工序会产生肉类异味Gu1-1

及动物血水W1-1。 
2、绞碎 
小块冻品转入绞肉机进一步绞碎至符合要求。绞碎的过程中会产生噪声N1-1。 
3、混合搅拌 
绞碎好的原料转入反应釜中，常温下，反应釜内的物料超过搅拌桨后，即开动搅拌，

并加入丁基羟基茴香醚和二丁基羟基甲苯，防止冻品氧化变质。搅拌过程中会产生噪声

N1-2，异味Gu1-2。 
4、酶解 
酶解的作用是使肉类变嫩，木瓜蛋白酶是一种肉类嫩化剂，利用木瓜蛋白酶能裂解肉

类中的胶原蛋白和肌肉纤维，而使肉的结构松散。酶解时，用蒸汽将反应釜加热至50-60℃
之间，反应4h。酶解设备密闭，无废气产生。 

5、灭酶 
将反应釜加热至95℃，使木瓜蛋白酶失去活性。 
6、配料 
将反应釜降温至50℃左右，投入磷酸、二氧化硅、山梨酸钾。项目投料为人工投料，

投料过程会产生少量无组织粉尘Gu1-3。 
7、过滤 
通过双联袋式过滤器及均质机，使物料有效地被均质和乳化，通过80目的过滤网，过

滤后的均质胶体转入暂存缸内暂存。过滤产生过滤残渣S1-1。 
8、清洗 
过滤网及设备使用自来水进行冲洗。清洗水W1-2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9、喷雾干燥 
将物料通过喷雾干燥塔，喷雾干燥塔的进口温度控制在170~210℃，出口温度控制在

80~100℃。喷雾干燥过程中会产生水蒸气及粉尘及异味。 
10、过滤 
振动网筛产生固废S1-2 焦粉异物。 
11、检验 
对项目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合格品入库，不合格品S1-3 作为一般固废综合利用。 
12、称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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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续） 

2.4 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文件要求，

逐一核查，项目变动情况对照检查表见表 2-4。 
表 2-4  项目变动情况对照检查表 

类别 苏环办〔2015〕256 号变动清单 实际变动情况 

性质 1、主要产品品种发生变化（变少的除外）。 产品品种未发生变化。 

规模 

2、生产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生产能力未发生变化。 
3、配套的仓储设施（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他

环境风险大的物品）总储存容量增加 30%及

以上。 

增加配套的仓储设施总储存容量未发生变

化。 

4、新增生产装置，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原有生产装置规模增加 30%
及以上，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实际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装置淘汰或设备

型号更新换代，部分设备数量发生变化，但

不会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 

地点 

5、项目重新选址。 项目未重新选址。 
6.在原厂址内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

置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 
在原厂址内未发生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或

生产装置发生变化）。 
7.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并新增了敏感点。 防护距离边界未发生变化，无新增敏感点 
8.厂外管线路由调整，穿越新的环境敏感区；

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路由发生变动且环境影

响或环境风险显著增大。 
相关管线未发生变化。 

生产 
工艺 

9.主要生产装置类型、主要原辅材料类型、主

要燃料类型、以及其他生产工艺和技术调整

且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主要生产装置类型、主要原辅材料类型、主

要燃料类型、生产工艺等未发生变化。 

环境

保护

措施 

10.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去向、

排放形式等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其他可能导致

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 

废气处理流程发生变化，新增一套“二级旋

风+水喷淋+生物除臭”处理装置；除新增气

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外，其他污染防治措施

工艺、规模、处置去向、排放形式等均未发

生变化，也不会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

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其他可能导致环

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也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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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3.1 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生产废水依托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

用于生产；生活污水依托厂区现有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进入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 
本项目废水处置情况详见表 3-1，废水治理工艺流程及监测点位见图 3-1。 

表 3-1  项目废水处置情况表 

废水类别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 
规律 

实际 
排放量 

m3/d 
治理设施 排放去向 

动物血水 原辅材料 COD、BOD5、SS、
NH3-N、TP、动植物油 间歇 -- 

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

回用 

回用于设备清

洗、喷淋用水 

清洗废水 设备清洗 COD、BOD5、SS、
NH3-N、TP、动植物油 间歇 -- 

喷淋废水 废气喷淋

装置 
COD、BOD5、SS、

NH3-N、TP 间歇 -- 

生产废水 -- COD、BOD5、SS、
NH3-N、TP、动植物油 间歇 9990 

生活污水 职工生活 COD、BOD5、SS、
NH3-N、TP、动植物油 间歇 744 隔油池+

化粪池 
接管金坛第二

污水处理厂 

 
 
 
 
 
 
 
 
 
 
 
 
 
 

图 3-1  废水治理工艺流程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 

注：★为废水采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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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续） 

3.2 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喷雾干燥粉尘、食堂油烟、异味及恶臭废气、投料粉尘废气；一期

项目喷雾干燥粉尘废气经二级旋风除尘处理后，进入1套水喷淋+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废

气通过35m 排气筒FQ-02（即H2）排放；二期项目喷雾干燥粉尘废气经二级旋风除尘处理

后，与车间新风系统收集的生产异味废气及污泥压滤间、污水处理厂的恶臭废气一并，进

入1套水喷淋+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废气通过22m 排气筒FQ-03（即H3）排放；食堂油烟

依托原有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烟道楼顶排放（排气筒FQ-04）；配料工序产生的粉尘量

较少，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本项目废气处置情况详见表 3-2，废气处理流程及监测点位见图 3-2。 

表 3-2  项目废气处置情况表 

废气名称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 
形式 治理设施 排放 

去向 

治理设施

监测点设

置或开孔

情况 

异味及恶臭废

气 

车间新风系统收集 
NH3、H2S 

有组织 

二级旋风除尘 
+水喷淋 

+生物除臭 
FQ-03 已开孔 

污泥压滤间、污水

处理厂 
喷雾干燥粉尘

废气 
二期项目 

喷雾干燥工序 颗粒物 

喷雾干燥粉尘

废气 
一期项目 

喷雾干燥工序 颗粒物 
二级旋风除尘 

+水喷淋 
+生物除臭 

FQ-02 已开孔 

食堂油烟废气 食堂 饮食业油烟 油烟净化器 FQ-04 已开孔 

投料粉尘废气 投料工序 颗粒物 无组织 车间通风 大气 -- 

 

 

 

 

 

 

 

 

 

 

 

 

 

 
图 3-2  废气处理流程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为废气采样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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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续） 

3.3 噪声 
本项目实行三班制，每班工作 8 小时；噪声主要为各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源

强为 75~90 dB(A)；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并采取车间合理布局、厂

房隔声、距离衰减等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 
 

3.4 固（液）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不合格品、焦粉异物、浓缩物、废水处理污泥、废包装桶及生

活垃圾；检测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过滤工序产生的焦粉异物，蒸发器蒸发产生的浓缩物，

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原料储存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桶委托常州市绿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金坛法盛环保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委托常州弘昌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金坛分公司清运处置。 
项目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项目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表 

固废名称 来源 性质 危废代码 
实际产生

及处理处

置量 t/a 
处理处置方式 

是否签订

固废处置

合同 
不合格品 检测 

一般

固废 -- 

15 
委托常州市绿泽

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金坛法盛

环保有限公司处

置 

是 

焦粉异物 过滤 3 

浓缩物 蒸发器蒸发 210 

污泥 废水处理 4.5 

废包装桶 原料储存 240 个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1.8 环卫清运处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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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4.1.1主要结论 

1、达标排放分析 
（1） 废气 
①锅炉烟气 
项目供热依托现有蒸汽锅炉、导热油炉，采用天然气清洁能源作为燃料，烟气通过35m 

排气筒（1#）排放，根据工程分析可知，项目建成后锅炉烟气排放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②喷雾干燥粉尘 
项目喷雾干燥粉尘经“初效旋风除尘器+高效旋风除尘器+水喷淋”处理后通过20m排

气筒（3#）排放，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2 中相关排放标准。 

③食堂油烟 
项目员工就餐产生的食堂油烟依托现有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烟道楼顶排放，现有

食堂油烟排放浓度为0.65mg/m3，本项目建成后食堂油烟排放浓度为

0.144+0.65=0.794mg/m3，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中规定

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Nm3的排放标准要求。 
④恶臭污染物 
污泥压滤及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物采用密闭收集措施，依托现有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

通过35m排气筒（2#）排放，根据工程分析可知，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站废气可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⑤废气环境影响 
扩建项目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喷雾干燥粉尘废气、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物、食堂油

烟以及配料粉尘，根据估算结果可知，项目有组织、无组织废气下风向预测浓度均小于地

面浓度标准限值10%的值。NOx最大落地浓度为0.003757mg/m3，出现最大落地浓度时占标

率为1.88%，最大落地浓度相对应的距离为373m，对环境影响较小。在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之内，扩建项目在生产车间需设置50m 的卫生防护距离，项目位于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现有厂区内，根据现有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现有项目生产车间已设置50m卫生防护

距离，本项目不需另设卫生防护距离，企业厂区周边50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卫生防

护距离包络线内无环境敏感点，扩建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可满足环境要求。 
根据评价区的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较好。因此，项目正常情况排放

的大气污染物对项目所在地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扩建项目生产废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设备冲洗及喷淋用水（当废水回

用5 次时，废水排入MVR 蒸发器进行蒸发浓缩处理），生产废水不外排；锅炉排水作为

清下水排入雨水管网；生活污水依托现有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接入污水管网至金坛市第二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 3000 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第 18 页，共 35 页 

表四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尾水达标后排入尧塘河。2021年1月1日前，尾水水质执行《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 标准及《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

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2021年1月1日后，尾水水质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 标准及《太湖地区城镇

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废水经深度处

理后达标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固废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废包装桶厂家回收，不合格品、焦粉异物、浓缩物、污

泥作为镇江市丹徒区沁华生态农业园作为有机肥、无机肥综合利用。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建设项目固体废物均可得到有效处置和利用，不会对周围环境

产生明显影响。 
（4）噪声 
扩建项目新增噪声设备主要有喷雾干燥塔、反应釜，切片机、上料机等，均采取降噪、

隔声措施，经过距离衰减，扩建项目厂界噪声与现有厂界噪声背景值叠加后可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 类标准，本次评价认为扩建项目建成

后，噪声排放满足相关标准，对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当地声环境 
功能区划。 
2、总量控制结论 
（1）本项目废气有组织排放量：颗粒物（烟粉尘）：1.376t/a，SO2 0.0001t/a，NOx 1.777t/a。 
废水：废水量：144m3/a，COD：0.049t/a（0.007 t/a）；SS：0.027t/a（0.0014t/a）；NH3-N：

0.004t/a（0.0007t/a）；TP：0.0004t/a（0.00007t/a）。水污染物总量纳入金坛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内。（括号内为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终排量） 
（2）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气有组织排放量为：颗粒物（烟粉尘）：8.0514t/a，SO20.0002t/a，

NOx 6.267t/a。 
（3）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水接管考核量为：废水量：744m3/a，COD：0.249t/a（0.037 

t/a）；SS：0.132t/a（0.007 t/a）；NH3-N：0.022t/a（0.004t/a）；TP：0.0014t/a（0.00004 t/a）。

（括号内为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终排量） 
本项目大气控制因子为烟（粉）尘1.376t/a，SO2 0.0001t/a，NOx 1.777t/a。 
项目新增生活污水接管进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水污染物COD、氨氮可在污水处

理厂范围内平衡。 
本项目新增废水接管考核量为：废水量：144m3/a，COD：0.049t/a、NH3-N：0.004t/a、

TP：0.0004t/a、SS：0.027t/a。 
项目固废零排放，无需申请总量。 
以上指标由企业向当地环保部门申请排污指标，在金坛区内平衡。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 3000 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第 19 页，共 35 页 

表四 

综上所述，扩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厂区现有厂房，不新增用地，经

采取本次评价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以后，各项污染物经采取相关措施处理后可以达标排放，

对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不会造成区域环境功能的改变，从环境影响角度来讲，本评价认

为该项目在坚持“三同时”原则并采取一定的环保措施后，项目的建设运营是可行的。 
 
4.1.2要求与建议 

1、加强环境管理，提高员工环保意识，由环境体系工作人员不定期持续开展环境检查，

确保各项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2、切实将环保资金落实到位，以保证污染物得到合理治理。 

 
4.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3000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的分析和结论，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

提下，该项目按照《报告表》确定的内容在拟建地点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常州市金坛区龙湖路29号。总投资1000万元。利用现有厂房及辅助

工程，新增反应釜搅拌电机、喷雾干燥塔等生产设备，扩建年产3000吨粉状宠物风味剂生

产线，扩建项目建成后全厂形成年产10000吨液态宠物风味剂、6000吨粉状宠物风味剂。 
二、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要求， 
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规划布局厂区格局，选用先进的生产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实施清洁生产

要求，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和污染物治理设施运维制度，

落实专人负责环保工作。 
2.严格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内容进行生产。项目须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作为燃料；

在区域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情况下，应将蒸汽锅炉改集中供热。 
3.落实“雨污分流”要求和《报告表》中提出的废水处理要求。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

回用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表1中洗涤用水标准；

生活污水接管排放。 
4.落实《报告表》中确定的废气治理要求。不断提升装备水平，强力生产管理，规范生

产操作，落实清洁生产，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生产过程中粉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相关标

准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物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中二级

新扩改建标准；项目燃气锅炉、导热油炉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3特别排放限值。食堂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中小型规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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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续） 

5.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并采取有效的减震、隔声以及距离衰减等

隔音措施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3类噪声功能区排放限值。 
6.按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废的收集、贮存和综合利

用措施，实现“零排放”。按规范要求建设一般固废暂存场所。有效落实生产过程中产生

不合格品、焦粉异物、浓缩物、污泥、废包装桶综合利用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

收集处理。 
7.落实原有项目中提出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8.按照《报告表》有关要求，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及标志。 
三、该项目污染物排放量须满足常州市金坛环境保护局核定的总量控制指标。 
四、项目竣工后，须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 
五、项目环评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报我局重新审；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

的，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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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续） 

4.3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4-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合理规划布局厂区格局，选用先进的生

产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实施清洁生

产要求，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制

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和污染物治理设施运维

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环保工作。 

已合理规划布局厂区格局，选用先进的生产

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实施清洁生产要求，

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已制定环保管

理规章制度和污染物治理设施运维制度，落实专

人负责环保工作。 

2 

严格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内容进行

生产。项目须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作为燃

料；在区域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情况下，应

将蒸汽锅炉改集中供热。 

已严格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内容进行生

产。项目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作为燃料；已将

蒸汽锅炉改集中供热，取消原有蒸汽锅炉及导热

油炉，锅炉已拆除。 

3 

落实“雨污分流”要求和《报告表》中

提出的废水处理要求。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

用，回用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

水水质（GB/T 19923-2005）》表 1 中洗涤用

水标准；生活污水接管排放。 

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废水主要为生活污

水及生产废水；生产废水依托厂内现有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依托厂区现有隔

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进入金坛第二污水处

理厂集中处理。 

4 

落实《报告表》中确定的废气治理要求。

不断提升装备水平，强力生产管理，规范生

产操作，落实清洁生产，采取有效措施以减

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生产过程中粉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相关

标准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物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中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项目燃气锅炉、导热油

炉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3 特别排放限值。食堂油烟执

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中小型规模标准。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喷雾干燥粉尘、食堂油

烟、异味及恶臭废气、投料粉尘废气；一期项目

喷雾干燥粉尘废气经二级旋风除尘处理后，进入

1 套水喷淋+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废气通过 22m 
排气筒 FQ-03（即 H3）排放；二期项目喷雾干

燥粉尘废气经二级旋风除尘处理后，与车间新风

系统收集的生产异味废气及污泥压滤间、污水处

理厂的恶臭废气一并，进入 1 套水喷淋+生物除

臭装置处理后废气通过 35m 排气筒 FQ-02（即

H2）排放；食堂油烟依托原有油烟净化器处理

后，通过烟道楼顶排放（排气筒 FQ-04）；配料

工序产生的粉尘量较少，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5 

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

理，并采取有效的减震、隔声以及距离衰减

等隔音措施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厂

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中 3 类噪声功能区排

放限值。 

本项目实行三班制，每班工作 8 小时；噪声

主要为各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源强为

75~90 dB(A)；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

维护和管理，并采取车间合理布局、厂房隔声、

距离衰减等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 

6 

按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置原则，落实各类固废的收集、贮存和综合

利用措施，实现“零排放”。按规范要求建

设一般固废暂存场所。有效落实生产过程中

产生不合格品、焦粉异物、浓缩物、污泥、

废包装桶综合利用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统一收集处理。 

已妥善处置各类固废垃圾；检测工序产生的

不合格品，过滤工序产生的焦粉异物，蒸发器蒸

发产生的浓缩物，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原料储

存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桶委托常州市绿泽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法盛环保有限公司处

置；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委托常州弘昌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清运处置。 

7 落实原有项目中提出的卫生防护距离要

求。 
项目已于生产车间已设置 50m 的卫生防护

距离。 

8 按照《报告表》有关要求，规范化设置

各类排污口及标志。 

所有排污口已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

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

规定进行设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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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内容： 
（1）本项目废水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5-1。 

表 5-1  废水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污水处理设施进口、出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总氮、动植物油、

五日生化需氧量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4 次 

生活污水排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总氮、动植物油、

五日生化需氧量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4 次 

雨水排放口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磷、总氮、动植物油、五日生化

需氧量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1 次 

 
（2）本项目废气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5-2。 

表 5-2  废气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排气筒 FQ-02 进口、出口 颗粒物、SO2、NOx、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3 次 

排气筒 FQ-03 进口、出口 颗粒物、SO2、NOx、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3 次 

食堂油烟废气出口 饮食业油烟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1 次，

每次采集 5 个样品 
厂界四周 

（布点按当天风向，上风向设一

个参照点上风向 1#，下风向呈扇

形设三个监测点下风向 2~4#） 

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连续 2 天，每天监测 3 次 

注：锅炉（FQ-01）取消，企业采用集中供热。 
 

（3）本项目噪声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5-3。 
表 5-3  噪声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厂界四周（▲N1～▲N8） 昼夜等效（A）声级 连续 2 天， 
每天昼间、夜间各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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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江苏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扩建 3000 吨/年粉状宠物风味剂项目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2020 年 11 月 23~24 日、2020 年 12 月 24~25 日、2021 年 1 月 21~22 日验收监测期间，

各项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生产工况详见表 6-1。 
表 6-1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统计表 

监测日期 主要产品 设计日生产量 实际日生产量 生产负荷 

2020 年 11 月 10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10000t/a， 
粉状宠物风味剂

6000t/a 

液态宠物风味剂

33.3t/d， 
粉状宠物风味剂

20t/d 

液态宠物风味剂 30t/d 90.1％ 

粉状宠物风味剂 20t/d 100％ 

2020 年 11 月 11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1t/d 93.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8t/d 90.0％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2t/d 96.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8t/d 90.0％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3t/d 99.1％ 

粉状宠物风味剂 20t/d 100％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3t/d 99.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9t/d 95.0％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0t/d 90.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9t/d 95.0％ 

2021 年 1 月 21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1t/d 93.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8t/d 90.0％ 

2021 年 1 月 22 日 
液态宠物风味剂 30t/d 90.1％ 

粉状宠物风味剂 19t/d 95.0％ 
注：本项目原有职工56人，扩建项目新增职工12人；工作制度为年工作300天，三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

年生产7200小时。 

验收监测结果： 
本次报告监测数据引用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

WXEPD201014068004CSR101M101M1（详见附件）。 
6.1 废水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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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2  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单位：mg/L，pH 值无量纲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污水处

理设施

进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pH 值 6.84 6.83 6.92 6.84 -- -- 
化学 
需氧量 1.93×103 2.04×103 2.04×103 2.02×103 -- -- 

五日生化

需氧量 593 626 632 622 -- -- 

氨氮 260 268 271 260 -- -- 

总磷 39.0 37.7 37.9 37.2 -- -- 

总氮 324 335 320 315 -- -- 

动植物油 42.8 129 70.2 38.6 -- --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悬浮物 1.78×103 1.71×103 1.70×103 1.75×103 -- -- 

污水处

理设施

出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pH 值 7.14 7.05 7.14 7.05 6.5~9.0 达标 
化学 
需氧量 26 24 24 25 -- -- 

五日生化

需氧量 8.2 7.4 7.5 7.7 30 达标 

氨氮 25.0 25.3 25.4 25.4 -- -- 

总磷 5.31 5.29 5.32 5.36 -- -- 

总氮 26.0 25.9 26.2 26.1 -- -- 
动植物油 5.23 1.38 9.58 2.91 -- --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悬浮物 27 28 26 28 30 达标 

污水处

理设施

进口 

2020
年 

11 月

24 日 

pH 值 6.91 6.84 6.94 6.85 -- -- 
化学 
需氧量 2.04×103 2.16×103 2.32×103 2.14×103 -- -- 

五日生化

需氧量 629 672 686 654 -- -- 

氨氮 270 261 260 268 -- -- 
总磷 40.6 39.6 39.9 40.7 -- -- 

总氮 318 330 310 320 -- -- 

动植物油 48.4 48.0 24.9 31.0 -- --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悬浮物 1.70×103 1.73×103 1.76×103 1.73×1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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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2  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单位：mg/L，pH 值无量纲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污水处

理设施

出口 

2020
年 

11 月

24 日 

pH 值 7.21 7.14 7.14 7.04 6.5~9.0 达标 
化学 
需氧量 25 30 28 26 -- -- 

五日生化

需氧量 8.0 9.2 9.2 8.4 30 达标 

氨氮 25.6 25.1 25.0 25.4 -- -- 

总磷 5.32 5.29 5.30 5.34 -- -- 

总氮 26.6 26.5 26.3 26.2 -- -- 

动植物油 0.30 0.91 0.27 0.45 -- --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悬浮物 28 26 29 25 30 达标 

生活污

水排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pH 值 6.92 6.84 6.94 6.85 6~9 达标 
化学 
需氧量 151 161 166 150 500 达标 

五日生化

需氧量 46.8 50.8 51.0 45.7 -- -- 

悬浮物 67 70 65 68 -- -- 

动植物油 1.18 1.72 5.13 3.66 -- -- 
2021
年 

1 月 
21 日 

氨氮 6.64 6.74 6.59 6.74 35 达标 
总磷 0.76 0.75 0.75 0.74 3 达标 

总氮 7.96 8.14 8.04 7.99 50 达标 

2020
年 

11 月

24 日 

pH 值 6.84 6.91 6.93 6.94 6~9 达标 
化学需 
氧量 170 159 163 158 500 达标 

五日生化

需氧量 51.8 49.2 50.0 48.0 -- -- 

悬浮物 68 70 67 69 -- -- 

动植物油 0.14 2.76 2.39 1.88 -- -- 
2021
年 

1 月 
22 日 

氨氮 6.70 6.62 6.81 6.74 35 达标 
总磷 0.74 0.76 0.75 0.76 3 达标 

总氮 8.12 8.04 7.83 8.22 5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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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2  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单位：mg/L，pH 值无量纲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雨水排

放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pH 值 7.12 -- -- -- 6~9 达标 
化学 
需氧量 5 -- -- -- 50 达标 

五日生化

需氧量 1.6 -- -- -- 30 达标 

氨氮 1.16 -- -- -- 4 达标 

总磷 0.32 -- -- -- 0.5 达标 

总氮 2.60 -- -- -- 12 达标 

动植物油 ND -- -- -- 20 达标 

2020
年 

11 月

24 日 

pH 值 7.05 -- -- -- 6~9 达标 
化学 
需氧量 5 -- -- -- 50 达标 

五日生化

需氧量 1.6 -- -- -- 30 达标 

氨氮 1.20 -- -- -- 4 达标 

总磷 0.45 -- -- -- 0.5 达标 
总氮 2.50 -- -- -- 12 达标 

动植物油 ND -- -- -- 20 达标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23~24 日、2020 年 12 月 24~25 日、2021 年

1 月 21~22 日验收监测期间， 
污水处理设施出口中 pH 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监测结果均符合《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表 1 中洗涤用水标准； 
生活污水排口中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监测结果均符合金坛市第二污

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 
雨水排放口中 pH 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表 4 中一级标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监测结果均符合《太

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表 2 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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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6.2 废气监测结果 
表 6-3  废气（有组织）监测结果及评价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排气筒
FQ-02 

2020
年 

11 月

23 日 

颗粒物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502 757 492 -- -- 

排放速率 kg/h 9.62 16.8 12.8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1.1 1.8 1.6 1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227 0.0374 0.0334 31 达标 

二氧化

硫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氮氧化

物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1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氨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29.7 28.9 29.5 -- -- 

排放速率 kg/h 0.672 0.593 0.715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0.60 0.50 0.64 -- -- 

排放速率 kg/h 0.0124 0.0104 0.0134 27 达标 

硫化氢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1.8 达标 

臭气浓

度 

进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74 174 174 -- -- 

出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98 98 15000 达标 

2020
年 

11 月

24 日 

颗粒物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436 692 491 -- -- 
排放速率 kg/h 9.42 15.4 11.0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3.8 2.1 1.8 1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829 0.0446 0.0376 31 达标 

二氧化

硫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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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3  废气（有组织）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排气筒
FQ-02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氮氧化

物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1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氨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28.2 27.0 28.0 -- -- 

排放速率 kg/h 0.564 0.615 0.610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0.58 0.43 0.54 -- -- 

排放速率 kg/h 0.0126 9.13×10-3 0.0113 27 达标 

硫化氢 

进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1.8 达标 

臭气浓

度 

进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74 174 130 -- -- 

出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98 98 15000 达标 

排气筒
FQ-03 

2020
年 

11 月

23 日 

颗粒物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153 191 156 -- -- 

排放速率 kg/h 3.50 4.18 3.24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20 ＜20 ＜20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1.3 1.3 2.1 1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710 0.0723 0.114 9.3 达标 

二氧化

硫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氮氧化

物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1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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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3  废气（有组织）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排气筒
FQ-03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氨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20.0 19.0 18.8 -- -- 

排放速率 kg/h 0.490 0.415 0.373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2.59 2.25 2.47 -- -- 

排放速率 kg/h 0.0618 0.0481 0.0561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3.39 3.09 3.58 -- -- 

排放速率 kg/h 0.185 0.172 0.194 8.7 达标 

硫化氢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0.58 达标 

臭气浓

度 

进口
1#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130 232 -- -- 

进口
2#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174 174 -- -- 

出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130 174 6000 达标 

2020
年 

11 月

24 日 

颗粒物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168 172 200 -- -- 

排放速率 kg/h 3.93 3.66 4.55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20 ＜20 ＜20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1.4 1.8 1.2 1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734 0.0938 0.0614 9.3 达标 

二氧化

硫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氮氧化

物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5 6 7 -- -- 

排放速率 kg/h 0.124 0.144 0.191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1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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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3  废气（有组织）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排气筒
FQ-03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氨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19.8 20.2 19.3 -- -- 

排放速率 kg/h 0.490 0.486 0.526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2.34 2.18 2.43 -- -- 

排放速率 kg/h 0.0547 0.0476 0.0592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3.12 3.33 3.04 -- -- 

排放速率 kg/h 0.164 0.174 0.156 8.7 达标 

硫化氢 

进口
1#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进口
2#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出口 
排放浓度mg/m3 ND ND ND -- -- 

排放速率 kg/h / / / 0.58 达标 

臭气浓

度 

进口
1#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74 174 174 -- -- 

进口
2# 

排放浓度  
无量纲 232 174 174 -- -- 

出口 排放浓度  
无量纲 130 174 232 6000 达标 

排气筒
FQ-04 

2020
年 

11 月

23 日 

饮食业

油烟 出口 

基准排放浓度
mg/m3 0.2 -- -- 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84×10-3 -- -- -- -- 

2020
年 

11 月

24 日 

饮食业

油烟 出口 

基准排放浓度
mg/m3 0.2 -- -- 2.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90×10-3 -- -- -- -- 

注：1、 二氧化硫检出限为 3mg/m3，氮氧化物检出限为 3mg/m3，硫化氢检出限为 0.01mg/m3；“ND”表
示低于方法检出限，下同。 

2、“/”表示检测项目的排放浓度小于检出限，故排放速率无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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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4  废气（无组织）监测结果及评价 
单位：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 
频次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 上风向

1# 
下风向

2# 
下风向

3# 
下风向

4# 最大值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颗粒物 

第一次 0.157 0.192 0.227 0.280 0.280 

1.0 达标 第二次 0.160 0.232 0.392 0.392 0.392 

第三次 0.143 0.233 0.287 0.251 0.287 

氨 

第一次 0.02 0.05 0.04 0.04 0.05 

1.5 达标 第二次 0.02 0.04 0.04 0.04 0.04 

第三次 0.02 0.05 0.05 0.03 0.05 

硫化氢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06 达标 第二次 ND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ND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1 15 13 14 15 

20 达标 第二次 10 13 15 13 15 

第三次 11 14 14 13 14 

2020
年 

11 月

11 日 

颗粒物 

第一次 0.123 0.228 0.298 0.228 0.298 

1.0 达标 第二次 0.143 0.215 0.232 0.304 0.304 

第三次 0.126 0.342 0.270 0.216 0.342 

氨 

第一次 0.02 0.04 0.04 0.04 0.04 

1.5 达标 第二次 0.02 0.04 0.05 0.05 0.05 

第三次 0.02 0.05 0.05 0.04 0.05 

硫化氢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06 达标 第二次 ND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ND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0 14 14 13 14 

20 达标 第二次 11 14 15 13 15 

第三次 11 13 15 13 15 
注：1、硫化氢检出限为 0.001mg/m3。  

表 6-5  废气（无组织）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温度℃ 气压 kPa 相对湿度 风速 m/s 风向 天气状况 

2020 年 
11 月 10 日 

09:00~10:00 14.7 101.8 73% 2.4 北 多云 

11:00~12:00 19.6 101.6 65% 2.3 北 多云 

13:00~14:00 21.2 101.5 61% 2.6 北 多云 

2020 年 
11 月 11 日 

09:00~10:00 15.6 101.7 69% 2.4 北 多云 

11:00~12:00 20.6 101.6 63% 2.3 北 多云 

13:00~14:00 22.1 101.5 56% 2.4 北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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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2020 年 11 月 23~24 日验收监测期

间， 
有组织废气中，排气筒 FQ-02、FQ-03 出口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均符

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3 中燃气锅炉标准，氨、

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监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中标准；排气筒 FQ-04 出口中饮食业油烟监测结果均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中标准； 
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厂界外最大值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结果均符合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6.3 厂界噪声 
表 6-6  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单位：dB(A) 
监测日期 测点编号 监测点位置 时段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2020 年 
11 月 10 日 

N1 厂界东偏北外 1 米 
昼间 55.5 65 达标 

夜间 47.4 55 达标 

N2 厂界东偏南外 1 米 
昼间 56.8 65 达标 

夜间 47.9 55 达标 

N3 厂界南偏东外 1 米 
昼间 55.5 65 达标 
夜间 47.8 55 达标 

N4 厂界南偏西外 1 米 
昼间 53.9 65 达标 

夜间 47.9 55 达标 

N5 厂界西偏南外 1 米 
昼间 56.9 65 达标 

夜间 48.4 55 达标 

N6 厂界西偏北外 1 米 
昼间 57.7 65 达标 
夜间 47.8 55 达标 

N7 厂界北偏西外 1 米 
昼间 58.0 65 达标 

夜间 47.4 55 达标 

N8 厂界北偏东外 1 米 
昼间 56.2 65 达标 

夜间 48.5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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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表 6-6  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续） 
单位：dB(A) 

监测日期 测点编号 监测点位置 时段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2020 年 
11 月 11 日 

N1 厂界东偏北外 1 米 
昼间 55.8 65 达标 

夜间 47.2 55 达标 

N2 厂界东偏南外 1 米 
昼间 55.2 65 达标 

夜间 45.9 55 达标 

N3 厂界南偏东外 1 米 
昼间 54.8 65 达标 
夜间 47.4 55 达标 

N4 厂界南偏西外 1 米 
昼间 56.0 65 达标 

夜间 47.3 55 达标 

N5 厂界西偏南外 1 米 
昼间 56.0 65 达标 

夜间 47.1 55 达标 

N6 厂界西偏北外 1 米 
昼间 56.7 65 达标 
夜间 46.0 55 达标 

N7 厂界北偏西外 1 米 
昼间 56.4 65 达标 

夜间 47.5 55 达标 

N8 厂界北偏东外 1 米 
昼间 56.3 65 达标 

夜间 45.6 55 达标 

 
表 6-7  噪声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采样时间 风速
m/s 

天气 
状况 监测日期 采样时间 风速

m/s 
天气 
状况 

2020 年 
11 月 10 日 

昼间 
14:30~15:49 2.4 多云 2020 年 

11 月 11 日 

昼间 
13:22~14:37 2.3 多云 

夜间 
22:00~23:18 2.3 多云 夜间 

22:02~23:25 2.2 多云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四周噪声

监测点（▲N1～▲N8）昼夜间等效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中 3 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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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续） 

6.4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表 6-8  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监测点 污染物名称 日平均排放浓度

（mg/L） 
年运行 

天数（d） 

全厂 
(一期+二期) 
废水年排放

量（t/a） 

实际排放量

（t/a） 

生活污水排

口 

化学需氧量 160 

300 744 

0.119 

五日生化需氧量 49.2 0.0366 

悬浮物 68 0.0506 

氨氮 6.70 4.98×10-3 

总磷 0.75 5.59×10-4 
总氮 8.04 5.98×10-3 

动植物油 2.36 1.75×10-3 
 

表 6-9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排放口 污染物 排放速率 
（kg/h） 

年运行时间 
（h） 

按实际负荷年排放

总量（t/a） 

排气筒 FQ-02 出口 

颗粒物 0.0431 

7200 

0.310 

二氧化硫 / / 

氮氧化物 / / 

氨 0.0115 0.0831 
硫化氢 / / 

排气筒 FQ-03 出口 

颗粒物 0.809 

7200 

0.583 

二氧化硫 / / 

氮氧化物 / / 

氨 0.174 1.25 

硫化氢 / / 
排气筒 FQ-04 出口 饮食业油烟 1.87×10-3 1500 2.80×10-3 

注：1、“/”表示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检出限，故不对其排放总量进行核算。 
    2、项目厨房按每天工作 5h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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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结论： 
（1）废水 
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23~24 日、2020 年 12 月 24~25 日、2021 年 1 月 21~22 日验收监

测期间， 
污水处理设施出口中 pH 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监测结果均符合《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表 1 中洗涤用水标准； 
生活污水排口中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监测结果均符合金坛市第二污

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 
雨水排放口中 pH 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表 4 中一级标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监测结果均符合《太

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表 2 中标准。 
（2）废气 
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2020 年 11 月 23~24 日验收监测期间， 
有组织废气中，排气筒 FQ-02、FQ-03 出口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均符

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3 中燃气锅炉标准，氨、

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监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中标准；排气筒 FQ-04 出口中饮食业油烟监测结果均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中标准； 
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厂界外最大值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结果均符合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3）噪声 
本项目 2020 年 11 月 10~11 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四周噪声监测点（▲N1～▲N8）

昼夜间等效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中 3 类

区标准。 
（4）固（液）体废物 
本项目已妥善处置各类固废垃圾；检测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过滤工序产生的焦粉异

物，蒸发器蒸发产生的浓缩物，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原料储存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桶委

托常州市绿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法盛环保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

垃圾委托常州弘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清运处置。 
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理管理检查已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

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及修改单、《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

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等中的相关要求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