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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名称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维杰 联系电话 13695460098

受检项目

名称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月度检测项目

采样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金岭工业园黄河路 2号

采样日期 2020.06.19-06.22 分析日期 2020.06.19-06.25

样品规格
/数量

500ml*72瓶、滤膜*12张、10ml吸收液*36瓶、活性炭管*15根、
2L 气袋*27 个、低浓度烟尘滤膜*33 个、不锈钢采样管*3根、

50ml吸收液*15 瓶、10L 气袋*3个

检测项目

一、无组织废气检测项目：颗粒物、氨、硫化氢、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
非甲烷总烃，共 8项；
二、有组织废气检测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硫

化氢、氨、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臭气浓度、氯化氢、硫酸雾，

共13项；

三、废水检测项目：pH、COD、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悬浮物、硫化物、

挥发酚、BOD5、总钒、苯、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乙苯、氰

化物、总有机碳、总砷、总汞、烷基汞，共22项；

四、地下水检测项目：pH、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苯、甲苯、二甲苯、

硫化物、挥发酚，共9项；

五、声环境检测项目：噪声，共1项。

工况状态 检测时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检测结果 见本报告第2-13页

备注
废水中总有机碳、烷基汞属于分包项目，分包公司：山东奥维诺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资质证书编号：181512341957。

报告编制：

审 核： 检 测 章：

批 准： 签 发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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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结果

（一）无组织检测结果（样品状态：完好无破损、标签清晰）

采样日期 2020.06.22 检测点位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厂界

采样点位 1# 2# 3# 4#

检测项目 颗粒物（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0.155 0.165 0.175 0.163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0.158 0.165 0.173 0.167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0.158 0.168 0.175 0.167

检测项目 氨（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0.01 0.042 0.033 0.044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0.01 0.042 0.033 0.045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0.01 0.042 0.034 0.046

检测项目 硫化氢（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0.001 <0.001 <0.001 <0.001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0.001 <0.001 <0.001 <0.001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0.001 <0.001 <0.001 <0.001

检测项目 氯化氢（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0.067 0.086 0.088 0.085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0.073 0.084 0.089 0.091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0.068 0.083 0.089 0.088

检测项目 苯（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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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项目 甲苯（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项目 二甲苯（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1.5×10-3 <1.5×10-3 <1.5×10-3 <1.5×10-3

检测项目 非甲烷总烃（mg/m3）

检测频次 第一次

检测结果 0.96 1.45 1.60 1.33

检测频次 第二次

检测结果 0.72 1.18 1.74 1.54

检测频次 第三次

检测结果 0.81 1.05 1.89 1.28

（二）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样品状态：完好无破损、标签清晰）

表1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11原料预处理

加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50

采样日期 2020.06.20 测点截面积（m2） 4.5239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 <1 <1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21 <0.125 <0.119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4 5 5

折算浓度（mg/m3） 8.1 9.4 10.7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61 0.209 0.199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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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21 18 18

折算浓度（mg/m3） 42.5 33.8 38.6

实测排放速率（kg/h） 0.844 0.751 0.718

标干流量(m3/h) 40172 41706 39765

平均流速（m/s） 4.0 4.2 4.0

烟气温度（℃） 132 133 133

烟气含氧量（%） 12.1 11.4 12.6

烟气含湿量（%） 8.8 9.8 9.8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2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2 焦化装置加

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45

采样日期 2020.06.20 测点截面积（m2） 3.8013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4 1.6 1.4

折算浓度（mg/m3） 1.4 1.6 1.4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28 0.038 0.035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18 22 10

折算浓度（mg/m3） 17.9 22.2 10.1

实测排放速率（kg/h） 0.358 0.528 0.252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2 35 34

折算浓度（mg/m3） 31.8 35.4 34.2

实测排放速率（kg/h） 0.636 0.840 0.855

标干流量(m3/h) 19866 23995 25154

平均流速（m/s） 3.1 3.6 3.9

烟气温度（℃） 191 191 190

烟气含氧量（%） 2.9 3.2 3.1

烟气含湿量（%） 20.8 18.8 20.8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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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3 加氢精制加

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35

采样日期 2020.06.20 测点截面积（m2） 1.1309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 <1 <1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08 <0.008 <0.009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3 <3 <3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25 <0.025 <0.027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23 20 22

折算浓度（mg/m3） 23.3 20.5 22.1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95 0.168 0.199

标干流量(m3/h) 8457 8424 9053

平均流速（m/s） 3.3 3.3 3.6

烟气温度（℃） 136 137 137

烟气含氧量（%） 3.2 3.4 3.1

烟气含湿量（%） 7.5 7.8 7.2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4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5 重整预加氢

加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45

采样日期 2020.06.19 测点截面积（m2） 3.1415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4.3 4.1 4.1

折算浓度（mg/m3） 4.4 4.2 4.2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02 0.098 0.098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3 <3 <3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72 <0.072 <0.072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23 25 24

折算浓度（mg/m3） 23.7 25.9 24.8

实测排放速率（kg/h） 0.548 0.596 0.573

标干流量(m3/h) 23834 23849 23887

平均流速（m/s） 3.6 3.6 3.6

烟气温度（℃） 131 129 130

烟气含氧量（%） 3.5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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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含湿量（%） 13.9 14.1 13.8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5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7 重整二合一

加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45

采样日期 2020.06.19 测点截面积（m2） 1.5393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1 1.2 1.1

折算浓度（mg/m3） 1.1 1.2 1.1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07 0.008 0.008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3 <3 <3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20 <0.020 <0.023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8 39 40

折算浓度（mg/m3） 39.3 40.1 41.4

实测排放速率（kg/h） 0.254 0.259 0.308

标干流量(m3/h) 6677 6645 7689

平均流速（m/s） 2.3 2.3 2.7

烟气温度（℃） 178 178 177

烟气含氧量（%） 3.6 3.5 3.6

烟气含湿量（%） 15.3 15.8 15.7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6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8 加裂预处理

反应加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45

采样日期 2020.06.19 测点截面积（m2） 1.7671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2.2 2.5 2.2

折算浓度（mg/m3） 2.3 2.6 2.3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17 0.022 0.019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4 5 5

折算浓度（mg/m3） 4.2 5.2 5.2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31 0.044 0.044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43 46 46

折算浓度（mg/m3） 44.7 47.9 48.1

实测排放速率（kg/h） 0.328 0.403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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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干流量(m3/h) 7637 8768 8780

平均流速（m/s） 2.4 2.8 2.8

烟气温度（℃） 216 218 214

烟气含氧量（%） 3.7 3.7 3.8

烟气含湿量（%） 11.4 11.8 12.1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7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9 加裂裂化分

馏加热炉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m) 45

采样日期 2020.06.19 测点截面积（m2） 1.7671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3 1.4 1.4

折算浓度（mg/m3） 1.3 1.4 1.4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10 0.012 0.012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3 <3 <3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22 <0.026 <0.026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9 39 37

折算浓度（mg/m3） 39.9 39.9 38.1

实测排放速率（kg/h） 0.291 0.337 0.320

标干流量(m3/h) 7455 8650 8650

平均流速（m/s） 2.4 2.8 2.8

烟气温度（℃） 215 213 213

烟气含氧量（%） 3.4 3.4 3.5

烟气含湿量（%） 14.1 13.8 13.8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8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1 油气回收

进口
排气筒高度(m) 1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0.0491

挥发性有机物

（以非甲计）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5.95×103 6.03×103 7.18×103

备注 因采样口太小，无法测量工况。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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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1 油气回收

出口
排气筒高度(m) 1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0.0491

挥发性有机物

（以非甲计）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49.6 46.8 53.6

去除效率（%） 99 99 99

备注 因采样口太小，无法测量工况。

表10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12 油气回收

进口
排气筒高度(m) 1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0.0491

挥发性有机物

（以非甲计）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2.70×103 2.85×103 2.44×103

备注 因采样口太小，无法测量工况。

表11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12 油气回收

出口
排气筒高度(m) 1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0.0491

挥发性有机物

（以非甲计）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35.8 35.2 37.0

去除效率（%） 98 98 98

备注 因采样口太小，无法测量工况。

表12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13 水处理中心 排气筒高度(m) 1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0.5026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硫化氢
实测浓度（mg/m3） 0.014 0.015 0.015

实测排放速率（kg/h） 1.39×10-4 1.57×10-4 1.51×10-4

氨
实测浓度（mg/m3） <0.25 <0.25 <0.25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03 <0.003 <0.003

非甲烷总烃
实测浓度（mg/m3） 18.4 6.35 4.58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82 0.066 0.046

苯
实测浓度（mg/m3） <0.01 <0.01 <0.01

实测排放速率（kg/h） <9.90×10-5 <1.04×10-4 <1.01×10-4

甲苯
实测浓度（mg/m3） <0.01 <0.01 <0.01

实测排放速率（kg/h） <9.90×10-5 <1.04×10-4 <1.01×10-4

二甲苯
实测浓度（mg/m3） <0.01 <0.01 <0.01

实测排放速率（kg/h） <9.90×10-5 <1.04×10-4 <1.01×10-4

臭气浓度 实测浓度（无量纲） 309 41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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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干流量(m3/h) 9901 10435 10055

平均流速（m/s） 7.2 7.5 7.3

烟气温度（℃） 41 39 40

烟气含湿量（%） 12.2 11.9 12.0

表13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6 重整加热炉

（0.4m 点位）
排气筒高度(m) 7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8.0424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3 1.2 1.3

折算浓度（mg/m3） 1.8 1.7 1.8

实测排放速率（kg/h） 0.123 0.117 0.119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15 18 20

折算浓度（mg/m3） 20.6 24.9 28.1

实测排放速率（kg/h） 1.414 1.748 1.833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0 29 32

折算浓度（mg/m3） 41.2 40.2 45.0

实测排放速率（kg/h） 2.829 2.815 2.933

标干流量(m3/h) 94290 97085 91670

平均流速（m/s） 5.7 5.9 5.6

烟气温度（℃） 161 161 162

烟气含氧量（%） 7.9 8.0 8.2

烟气含湿量（%） 9.2 8.8 9.2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14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6 重整加热炉

（1.2m 点位）
排气筒高度(m) 7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8.0424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 <1 <1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99 <0.102 <0.098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19 21 18

折算浓度（mg/m3） 26.3 28.6 25.5

实测排放速率（kg/h） 1.884 2.140 1.756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2 32 30

折算浓度（mg/m3） 44.3 43.6 42.5

实测排放速率（kg/h） 3.173 3.260 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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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实测浓度（mg/m3） 16.9 19.5 18.9

实测排放速率（kg/h） 1.676 1.987 1.844

挥发性有机物
实测浓度（mg/m3） 4.81 5.21 5.20

实测排放速率（kg/h） 0.477 0.531 0.507

标干流量(m3/h) 99166 101888 97543

平均流速（m/s） 6.0 6.2 5.9

烟气温度（℃） 163 162 160

烟气含氧量（%） 8.0 7.8 8.3

烟气含湿量（%） 8.9 8.6 8.4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表15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06 重整加热炉

（0.8m 点位）
排气筒高度(m) 75

采样日期 2020.06.22 测点截面积（m2） 8.0424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 <1 <1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97 <0.102 <0.097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19 20 18

折算浓度（mg/m3） 26.1 27.9 25.3

实测排放速率（kg/h） 1.841 2.040 1.748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32 29 33

折算浓度（mg/m3） 44.0 40.5 46.4

实测排放速率（kg/h） 3.100 2.957 3.205

标干流量(m3/h) 96887 101978 97121

平均流速（m/s） 5.9 6.2 5.9

烟气温度（℃） 162 162 163

烟气含氧量（%） 7.9 8.1 8.2

烟气含湿量（%） 8.9 8.5 8.5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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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DA010 硫酸焚烧炉 排气筒高度(m) 60

采样日期 2020.06.20 测点截面积（m2） 0.7853

颗粒物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测浓度（mg/m3） 1.2 1.4 1.4

折算浓度（mg/m3） 2.1 2.1 2.6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31 0.036 0.036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mg/m3） <3 <3 <3

折算浓度（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77 <0.077 <0.076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mg/m3） 51 49 53

折算浓度（mg/m3） 90.0 74.7 97.3

实测排放速率（kg/h） 1.307 1.251 1.346

标干流量(m3/h) 25631 25530 25398

平均流速（m/s） 11.9 11.9 11.9

烟气温度（℃） 55 55 55

烟气含氧量（%） 10.8 9.2 11.2

烟气含湿量（%） 8.8 9.2 9.2

基准氧含量（%） 3.0

备注 折算浓度=实测浓度值×（21-基准氧含量）/（21-实测氧含量）

硫酸雾
实测浓度（mg/m3） <0.2 <0.2 <0.2

实测排放速率（kg/h） <0.005 <0.005 <0.005

硫化氢
实测浓度（mg/m3） 0.016 0.017 0.018

实测排放速率（kg/h） 4.09×10-4 4.39×10-4 4.62×10-4

标干流量(m3/h) 25559 25835 25646

平均流速（m/s） 11.9 12.1 12.0

烟气温度（℃） 55 55 55

烟气含湿量（%） 8.9 9.2 9.0

（三）地下水检测结果（样品状态：水质清澈、无异味）

表1

采样点位 SX01 地下水监测井 采样日期 2020.06.20

检测项目 单位 检 测 结 果

pH 无量纲 8.53

化学需氧量 mg/L 12

氨氮 mg/L 0.330

石油类 mg/L <0.01

苯 mg/L <5.0×10-3

甲苯 mg/L <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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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 mg/L <6.0×10-3

硫化物 mg/L <5.0×10-3

挥发酚 mg/L <3.0×10-4

表2

采样点位 SX02 地下水监测井 采样日期 2020.06.20

检测项目 单位 检 测 结 果

pH 无量纲 7.93

化学需氧量 mg/L 8

氨氮 mg/L 0.241

石油类 mg/L <0.01

苯 mg/L <5.0×10-3

甲苯 mg/L <6.0×10-3

二甲苯 mg/L <6.0×10-3

硫化物 mg/L <5.0×10-3

挥发酚 mg/L <3.0×10-4

（四）废水检测结果（样品状态：总排污口：水质微浊、无异味；污水汽提废水排污口：

水质清澈、无异味；原料预处理电脱盐废水排口：水质浑浊、无异味）

表1

采样点位 DW001 总排污口 采样日期 2020.06.20

检测项目 单位 检 测 结 果

检测频次 第一次 平行样 第二次 第三次

pH 无量纲 8.11 8.12 8.19 8.23

COD mg/L 24 24 28 20

氨氮 mg/L 0.100 0.100 0.098 0.116

总磷 mg/L 0.44 0.44 0.44 0.44

总氮 mg/L 3.27 3.27 3.26 3.24

石油类 mg/L <0.06 <0.06 <0.06 <0.06

悬浮物 mg/L 8.0 8.0 10.0 8.0

硫化物 mg/L <0.005 <0.005 <0.005 <0.005

挥发酚 mg/L 0.055 0.055 0.051 0.058

BOD5 mg/L 7.8 7.6 9.0 6.4

总钒 mg/L 0.051 0.052 0.054 0.054

苯 μg/L <0.4 <0.4 <0.4 <0.4

甲苯 μg/L <0.3 <0.3 <0.3 <0.3

对二甲苯 μg/L <0.5 <0.5 <0.5 <0.5

邻二甲苯 μg/L <0.2 <0.2 <0.2 <0.2

间二甲苯 μg/L <0.5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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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苯 μg/L <0.3 <0.3 <0.3 <0.3

氰化物 mg/L 0.014 0.014 0.014 0.020

总有机碳 mg/L 8.0 — 7.8 8.2

表2

采样点位
DW002 污水汽提废水排

污口
采样日期 2020.06.20

检测项目 单位 检 测 结 果

检测频次 第一次 平行样 第二次 第三次

总砷 μg/L <0.3 <0.3 <0.3 <0.3

表3

采样点位
DW003 原料预处理电脱

盐废水排口
采样日期 2020.06.20

检测项目 单位 检 测 结 果

检测频次 第一次 平行样 第二次 第三次

总汞 μg/L <0.04 <0.04 <0.04 <0.04

烷基汞 μg/L <0.03 — <0.03 <0.03

（五）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日期 2020.06.19 检测点位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厂界

点位 检测时间 昼间 dB（A） 检测时间 夜间 dB（A）

1# 10:02 57 22:08 45

2# 10:20 56 22:20 46

3# 10:12 56 22:12 47

4# 10:28 57 22:29 46

二、质量控制

（一）空白样品

表1

检测项目 单位 DA011原料预处理加热炉排气筒空白样品浓度

颗粒物 g 0.00004
表2

检测项目 单位 DA013水处理中心排气筒空白样品浓度

硫化氢 mg/L N.D
氨 mg/L N.D
苯 mg/L N.D

甲苯 mg/L N.D
二甲苯 mg/L N.D
备注 “N.D”表示未检出

表3

检测项目 单位 DA001油气回收进口排气筒空白样品浓度

非甲烷总烃 mg/m3 <0.07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HJ-JC200619-004 第 14 页 共 18页

表4

检测项目 单位 DA006重整加热炉排气筒空白样品浓度

氯化氢 mg/L 0.603
表5

检测项目 单位 DA010硫酸焚烧炉排气筒空白样品浓度

硫酸雾 mg/L N.D
备注 “N.D”表示未检出

（二）平行样品

检测项目 单位 无组织废气第一次1#点位平行样品浓度

氨 mg/m3 <0.01
颗粒物 mg/m3 0.155

非甲烷总烃 mg/m3 0.91
硫化氢 mg/m3 <0.001
氯化氢 mg/m3 0.66

苯 mg/m3 <1.5×10-3

甲苯 mg/m3 <1.5×10-3

二甲苯 mg/m3 <1.5×10-3

三、检测方法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检出限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DB37/T
2537-2014

山东省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

法
1mg/m3

二氧化硫 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mg/m3

氮氧化物 HJ 693-2014 固定汚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mg/m3

挥发性有机

物
HJ 7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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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mg/m3

硫化氢

国家环保总局(20
03)第四版(增补

版)
空气和废气检测分析方法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25
mg/m3

氨 HJ 533-200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25mg/m3

非甲烷总烃 HJ 38-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0.07mg/m3

苯

国家环保总局

（2007 年）第四

版增补版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B） 0.01mg/m3

甲苯

国家环保总局

（2007 年）第四

版增补版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B） 0.01mg/m3

二甲苯

国家环保总局

（2007 年）第四

版增补版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B） 0.01mg/m3

臭气浓度 GB/T 14675-1993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

氯化氢 HJ 549-201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0.2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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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

废气
硫酸雾 HJ 544-2016 固定汚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0.2 mg/m3

无组织

废气

颗粒物 GB/T 15432-1995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0.001mg/m3

氨 HJ 533-200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1 mg/m3

硫化氢

国家环保总局(20
03)第四版(增补

版)
空气和废气检测分析方法（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1mg/m3

氯化氢 HJ 549-2016 环境空气和废气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0.02mg/m3

苯 HJ 584-2010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

1.5×10-3

mg/m3

甲苯 HJ 584-2010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

1.5×10-3
mg/m3

二甲苯 HJ 584-2010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

1.5×10-3

mg/m3

非甲烷总烃 HJ 604-2017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

样-气相色谱法
0.07mg/m3

地下水

pH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5.1 玻璃电极法
—

化学需氧量
GB/T

5750.7-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1.1 酸

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1.2 碱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0.05 mg/L

氨氮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石油类 HJ 970-2018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0.01 mg/L

苯
GB/T

5750.8-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

法
0.005mg/L

甲苯
GB/T

5750.8-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

法
0.006mg/L

二甲苯
GB/T

5750.8-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

法
0.006mg/L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5mg/L

挥发酚 HJ 503-2009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0.0003
mg/L

废水

pH GB/T 6920-1986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

COD HJ 828-201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4 mg/L

氨氮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总磷 GB/T 11893-1989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1mg/L

总氮 HJ 636-2012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

度法
0.05mg/L

石油类 HJ 637-2018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0.06 mg/L

悬浮物 GB/T 11901-19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5mg/L

挥发酚 HJ 503-2009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0.000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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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BOD5 HJ 505-2009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与接种法 0.5mg/L

总钒 HJ 673-2013 水质 钒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0.003mg/L

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4μg/L

甲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3μg/L

邻二甲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2μg/L

间二甲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5μg/L

对二甲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5μg/L

乙苯 HJ 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0.3μg/L

氰化物 HJ 484-2009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0.004mg/L

总有机碳 HJ501-2009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0.1mg/L

总砷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0.3μg/L

总汞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0.04μg/L

烷基汞
GB/T

14204-1993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0 ng/L

声环境 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四、使用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设备编号

1 空盒气压表 DYM3 XZ-JCC-M-073

2 风速仪 P6-8232 XZ-JCC-M-068

3 数字温湿度计 AR837 XZ-JCC-M-071

4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XZ-JCC-M-022

5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 XZ-JCC-M-062

6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 XZ-JCC-M-063

7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 XZ-JCC-M-064

8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 XZ-JCC-M-065

9 便携式个体采样器 EM-300 XZ-JCC-M-059

10 声校准器 HS6021 XZ-JCC-M-025

11 取水器 2L XZ-JCC-M-049

12 真空箱 LB-8L XZ-JCC-M-079

13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XZ-JCC-M-061

14 高负压智能采样器 ADS-2062G XZ-JCC-M-074

15 高负压智能采样器 ADS-2062G XZ-JCC-M-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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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设备编号

16 综合大气采样器 KB6120 XZ-JCC-M-034

17 综合大气采样器 KB6120 XZ-JCC-M-035

18 综合大气采样器 KB6120 XZ-JCC-M-036

19 综合大气采样器 KB6120 XZ-JCC-M-037

20 离子色谱仪 IC-2800 XZ-JCS-M-003

21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7500B XZ-JCS-M-004

22 气相色谱仪 GC-7820 XZ-JCS-M-002

23 气相色谱仪 GC-7900 XZ-JCS-M-001

24 红外分光测油仪 lnLab-2100 XZ-JCS-M-007

2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7001 XZ-JCS-M-005

26 总有机碳（TOC）分析仪 METASH-TOC-2000 AWN-JCS-M-031

27 气相色谱仪 GC-4000A AWN-JCS-M-002

五、检测期间气象参数

气温(℃) 湿度（%RH） 气压(kPa) 风速(m/s) 风向 总云低云

2020.06.22

09:10 26.7 37.9 100.6 4.1 南 5/3
13:36 31.3 35.1 100.5 4.9 南 5/3

18:29 28.2 37.5 100.6 4.9 南 5/3
六、检测布点图

（一）无组织检测布点图 （ ：检测点位）

N

南风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1#

3# 4#2#

气 象 条 件
时

间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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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声检测布点图（ ：检测点位）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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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