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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可靠性试验技术研发

中心基地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南京市浦口区园思路 1号

主要产品名称 非生产类项目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18.10 开工建设时

间
2019.9

调试时间 2021.6 验收现场监

测时间
2021.8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南京市浦口区

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 环保设施施

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20000万 环保投资总

概算
231万 比例 1.16%

实际总概算 10120万 环保投资 150万 比例 1.48%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物防治法》，（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7年 6月 27日第二

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物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物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物防治法》，（2020年 4

月 22日修订）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2017

年 10月 1日）；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原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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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

（9）《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可靠性试验技

术研发中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 10月；

（10）关于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可靠性试

验技术研发中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南京浦口区

环境保护局，蒲环表复[2019]23 号，2019年 5月 15日）；

（11）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或文件等。



二、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号、级别、限值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执行标准如

下：

（1）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有：盐雾实验废水、餐饮厨房污水、生活污水。产生

的盐雾实验废水、餐饮厨房污水经隔油后与生活污水一并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接管

至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接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其中氨氮、总磷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A等级标准，最终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之后排入长江。具体标准见表2-1。
表2-1 废水排放标准

污染物 接管标准 处理后尾水排放标准

COD 500 50
SS 400 10
氨氮 45 5
总磷 8.0 0.5

动植物油 100 1

（2）废气：

本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试验过程中无废气，因此本项目生产性废气影响。

（3）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实验室高噪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建设项目厂

界噪声排放标准执行《工业企环境厂界噪声执行标准》（ GB12348—2008 ）3

类、4a 类标准。标准见表 2-2。

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标准来源

3 65 55 《工业企环境厂界噪声执行标准》

（ GB12348—2008 ）4a 70 55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贮存分别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2001）等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36号）》中相关修改内容。



三、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由来

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注册资金672

万元，是由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控股）成立的子公司，主要从

事军用装备、电工电子产品、道路运输车辆、轨道交通、电力(含风力发电、核

电配套设备)、船舶、家电、机载、舰载、星载及电子元器件等军用、民用的环

境与可靠性检测机构，是一个独立于承制方和使用方之外的第三方实验室。

实验室主要经营环境可靠性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的业务，其中包

括振动、冲击、温度、湿度、盐雾、霉菌、加速度、跌落、HALT&HASS、元器

件二次筛选、综合环境、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环境应力筛选试验等。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现在浦口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新建可靠性试验技术研发

中心基地项目，该项目2017年5月27日获得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浦

发改投资字[2017]380号：“关于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可靠性

试验技术研发中心基地项目备案的通知”。
2.工程建设内容

新建2.5万方米的试验用厂房、办公综合楼、研发综合楼、水电设施以及部

分辅助设施。业务范围：服务于军工研究所、道路车辆、轨道交通、舰舶、空中

运载器、电力（重点风力发电、核电站）、通信等行业，从事军用、民用产品的

研发与振动、冲击、温度、盐雾、霉菌，综合环境、可靠性鉴定与验收、环境应

力筛选等可靠性试验；开展环境与可靠性检测技术与方法研究；专业标准和规范

的制定。

项目名称：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可靠性试验技术研发中

心基地项目

行业类别：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建设单位：南京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南京市浦口经济开发区（云杉路-龙港路交叉口）

建设性质：新建

投资金额：总投资 101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0万元

职工人数：项目定员 60人



工作制度：全年工作 260天，单班制，每班 8小时

周边情况：项目厂址位于浦口经济开发区（云杉路-龙港路交叉口），项目

用地为工业用地，项目南侧为龙港路，西侧为云杉路，北侧为锦湖轮胎，东侧为

空地。

工程概况：

（1）给排水

给水

周围已形成完整的市政上下水管网。试验、生活、消防用水均利用外网水压

直接供水，年新增用水量为 6340 吨；项目建有 215m3消防水池，用作消防水

储备。

排水

项目厂区内实行雨污分流，无生产性废水，员工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

生活污水一并送入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项目建有 200m3 雨水收

集池，收集雨水用于厂区内绿化，多余雨水外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2）供电

负荷等级：根据试验要求和有关国家规定，本项目用电负荷属三级负荷。

供电要求：本项目用电负荷供电电压为 380/220V，电压波动不超过额定电

压的±10％，电源频率为 50±0.5Hz。

低压配电：1000kVA 的三相五线制 380V 交流电源；其中工作地与中线隔

离，地线绕实验室，地线接地电阻在 4Ω 以下，设备的绝缘电阻在 2MΩ 以上。

部分采用新型光伏发电电源。

（3）暖通、动力、通风与空气调节

根据气象条件和实验室测试环境要求，设计通风与空气调节方案。

通风

办公区及实验区均采用机械通风。

空气调节

实验室环境温度要求：15℃～25℃。 实验室环境湿度要求：20％～80％。

由于自然温度、湿度条件不能满足实验室环境要求，因此采用分体式空调器

来满足实验场地的环境要求。



（4）通信

4M 以上的光纤宽带接入，网络达到 70 个节点，设置两台服务器和不间断

电源，以保证通信系统高效、畅通、安全。

（5）燃料

建设项目在综合楼内设一员工食堂，食堂设 2 个灶头并配备 1 套专用油烟

净化装置，采用管道天燃气为燃料。

3.建设项目及原辅材料

表 3-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时段 建筑类型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项目建设内容

综合办公楼 777.08 3756.42
门卫 60.12 76.8

泵房水池 5.64 221.58
环保设施

试验厂房一 3556.52 12058.82

主要原辅材料：

液氮：液氮，液态的氮气。是惰性的，无色，无臭，无腐蚀性，不可燃，温

度极低。分子式：N2；分子量：28.01；主要成份：高纯氮≥99.999%；工业级一

级≥99.5%；二级≥98.5%。外观与性状：液体，无色无臭；熔点（℃）：－209.8；

沸点（℃）：－196.56；相对密度：0.808（－196.56℃）；氮是不活泼的，不支

持燃烧。汽化时大量吸热接触造成冻伤。微溶于水、乙醇； 侵入途径：吸入健

康危害：皮肤接触液氮可致冻伤。如在常压下汽化产生的氮气过量，可使空气中

氧分压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引起缺氧窒息。燃爆危险：本品不燃，不易爆

工业盐：

工业盐指的是原盐，原盐有湖盐、井盐和海盐之分，其中因为海盐中的海水

溶入了多种元素，所以海盐的工业价值相对要高些，食用价值要低些，工业盐在

工业上的用途很广，是化学工业的最基本原料之一，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

分子式：NaCL；分子量：58.44（按 1997 年国际原子量）；外观为白色固体。



4.项目水平衡图

本项目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

图 3-1 项目水平衡图

5.主要工艺流程

5.1振动试验工艺流程图

图 3-2 振动试验工艺流程图



步骤简述：

①样品外观、结构检查检测部门接到检测样品时，先要对样品的外观、结构

（其中包含样品有无标识及标识是否有误）进行常温目视检查（照相）。当遇到

样品结构比较复杂时，必要时对样品各方位进行照相（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

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如

实记录检查情况。

②检查设备状态

在使用振动台前，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打开功率放大器的电源开关不开增益，

用台体中心高度尺检查台面是否在标准中心位置，否则用气泵使其达到标准中心

要求的位置。

③选择传感器

依据检测条件的要求，选好传感器，并记录所用传感器的编号、传感器的灵

敏度。

④安装样品

按照委托方要求的顺序（垂直：Z，水平：X、Y），安装样品：夹具和产品

的安装要注意重心，尽量位于振动台台面中心，使其刚性连接在振动台台面上，

并在靠近台面与夹具的固定点适当的位置安装好传感器。安装好后照相（样品的

安装状态及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

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的形式在原始记录上作好记录。

⑤设置试验参数

首先打开振动台总电源，后再打开功放和计算机电源，打开操作软件。根据

客户要求的振动类型，设置振动台参数。振动类型：随机振动、扫描正弦、随机

+随机振动、随机+正弦振动、共振搜索跟踪驻留、经典冲击等。

振动台参数：最大正向位移、最大反向位移、最大加速度、最大速度，最大

驱动电压、最大驱动频率、最小驱动频率等。

⑥开始试验

将控制面板上的增益电位器顺时针方向旋到最大,按下控制仪上“开始”按

钮。测试过程中系统会自动记录实验结果数据并对试验结果实时检查与监视，最

终会自动生产 word 测试报告，在此工序过程产生振动及噪声影响。



⑦记录原始数据

如有结构损坏等现象，在损坏处要照特写照片（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

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详细

记录在检测原始记录。

⑧试验结束，关机

按下控制仪上的“停止”按钮，再将功率放大器控制面板上的增益电位器逆

时针旋转到 RESET 位置，按下 POWEROFF 开关，OPERATION 指示灯灭，

COOLING 状态，数分钟后，风机停止运转，LINE 状态。

⑨再次检查样品外观、结构

样品每个方向（X、Y、Z）振动检测结束后，对样品的外观、结构进行仔细

的目视检查。

⑩出具试验报告

根据实验数据出具试验报告，说明检测前后样品性质变化及损坏程度。

5.2冲击试验工艺流程图

图 3-3 冲击试验工艺流程图



步骤简述

① 样品外观、结构检查

检测部门接到检测样品时，先要对样品的外观、结构（其中包含样品有无标

识及标识是否有误）进行常温目视检查（照相）。当遇到样品结构比较复杂时，

必要时对样品各方位进行照相（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

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② 查设备状态

查看检测设备是否在完好状态，是否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并作好记录。

③ 选择传感器

依据检测条件的要求，选好传感器，并记录所用传感器的编号、传感器的灵

敏度。

④ 安装样品

按照委托方要求的顺序（垂直：Z，水平：X、Y），安装样品：打开冲击台

总电源，后再打开计算机电源，首先空载调制好波形，再装夹样品，夹具和产品

的安装要注意重心，尽量位于冲击台面中心，使其刚性连接在冲击台台面上，并

在靠近台面与夹具的固定点适当的位置安装好传感器。

⑤ 检测条件的设置

按照客户要求设置检测条件，如波形、提升的高度等。

⑥ 开始试验

a. 调零

b. 液缸上升

c. 液缸碰到工作台台面后和台面一起上升

d. 达到指定的高度后，工作台停止动作

e. 液缸下降到底，释放台面，台面跌落

f. 波形发生器作用

g. 台面反弹到一定高度，制动装置锁住台面

h. 等待再次下落命令

⑦ 记录原始数据



如有结构损坏等现象，在损坏处要照特写照片（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

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详细

记录在检测原始记录。

⑧ 试验结束、关机

按下控制仪上的“停止”按钮，机器停止运作。

⑨ 再次检查样品外观、结构

样品每个方向（X、Y、Z）冲击检测结束后，对样品的外观、结构进行仔细

的目视检查。

⑩ 出具试验报告

根据实验数据出具试验报告，说明检测前后样品性质变化及损坏程度。

5.3温度试验工艺流程图

图 3-4 温度试验工艺流程图

①样品外观、结构检查

检测部门接到检测样品时，先要对样品的外观、结构（其中包含样品有无标

识及标识是否有误）进行常温目视检查（照相）。当遇到样品结构比较复杂时，



必要时对样品各方位进行照相（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

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②判断试验类型

根据客户的要求，判断试验类型为温度冲击试验、温度变化试验高温试验或

者低温试验以及试验参数。

③放置样品

根据试验箱操作手册要求将样品放置到试验箱内。

④开机，设置参数

打开试验箱开关，通过控制系统设置试验参数，温度冲击试验和温度变化实

验的试验参数如下。

温度冲击试验：最高温、最低温、高低温持续时间、转换时间、试验循环次

数、相对湿度（除产品特殊要求外，一般不考虑相对湿度）等。

温度变化试验：最高温、最低温、暴露时间、试验循环次数、温度变化速率

等。 高温试验：试验温度、试验时间等。

⑤开始试验

按下仪器“开始”，仪器自动运行。

⑥记录原始数

如有结构损坏等现象，在损坏处要照特写照片（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

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详细

记录在检测原始记录。

⑦试验结束、关机

测试结束，仪器停止运行，按下仪器电源开关，切断仪器电源。

⑧再次检测样品外观、状态

检测结束后，对样品的外观、结构进行仔细的目视检查。

⑨出具试验报告

根据实验数据出具试验报告，说明检测前后样品性质变化及损坏程度。

5.4三综合试验工艺流程图



图 3-5三综合试验工艺流程图

⑴工作原理

温度以及振动试验原理上述一致，此处不再进行描述。湿度系统分为加湿和

除湿两个子系统。

综合试验箱的加湿方式采用蒸汽加湿法，即将低压蒸汽直接注入试验空间加

湿。综合试验箱的除湿方式为机械制冷式除湿，机械制冷除湿的原理是将空气冷

却到露点温度以下，使大于饱和含湿量的水汽凝结析出，这样就降低了湿度。试

验用水为循环水，几乎无损耗。

⑵试验步骤步骤简述：

①样品外观、结构检查

检测部门接到检测样品时，先要对样品的外观、结构（其中包含样品有无标

识及标识是否有误）进行常温目视检查（照相）。当遇到样品结构比较复杂时，

必要时对样品各方位进行照相（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

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②检查设备状态

查看检测设备是否在完好状态，是否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并作好记录。

③选择传感器

根据客户要求判断试验要求，选择振动套传感器以及温、湿度传感，并记录

所用传感器的编号、传感器的灵敏度。④放置样品

根据试验箱操作手册要求将样品放置到试验箱内，当要用到电动振动台时按

照委托方要求的顺序（垂直：Z，水平：X、Y），安装样品：夹具和产品的安装



要注意重心，尽量位于振动台台面中心，使其刚性连接在振动台台面上，并在靠

近台面与夹具的固定点适当的位置安装好传感器。

⑤检测条件的设置

根据客户的要求设定振动试验参数、温度变化试验的参数及试验环境的湿

度。

⑥开始试验

按下仪器“开始”，仪器自动运行，试验过程如上述描述的振动试验和温度

试验过程一致。

⑦记录原始数据

如有结构损坏等现象，在损坏处要照特写照片（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

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详细

记录在检测原始记录。

⑧试验结束，关机

测试结束，仪器停止运行，按下仪器电源开关，切断仪器电源。

⑨再次检查样品外观、结构

样品每个方向（X、Y、Z）振动检测结束后，对样品的外观、结构进行仔细

的目视检查。

⑩出具试验报告

根据实验数据出具试验报告，说明检测前后样品性质变化及损坏程度。



5.5盐雾试验工艺流程图

图 3-6盐雾试验工艺流程图

步骤简述：

①检查样品外观、状态

检测部门接到检测样品时，先要对样品的外观、结构（其中包含样品有无标

识及标识是否有误）进行常温目视检查（照相）。当遇到样品结构比较复杂时，

必要时对样品各方位进行照相（委托方允许的情况下），当遇到委托方不允许对

样品照相的情况下，用文字的形式表明或用草图说明，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②放置样品

根据试验箱操作手册要求将样品放置到试验箱内。

③开始测试

设定试验时间、喷雾量及试验箱温度，按下仪器“开始”，仪器自动运行。

④试验过程的观察



在试验过程中，通常需要通过视窗、开箱检查或观察试样的腐蚀程度，一般

根据试验要求或评价标准来执行（不同试样的试验类型与试验条件、试验标准不

同，可结合相关国家标准来执行）；需不定时或定时的观察试验箱内温度、饱和

塔/加热箱的设置温度是否在控制范围、设定范围以内，另外，还需对喷雾气压

进行观察与监控。除了以上观察项外，还有对喷雾量（与喷雾气压相对应的项）

的和收集液 PH 值的，此项通过测量收集液来完成。对于中性盐雾试验，喷雾

量要求 1.5ml/80cm² /h± 0.5ml/80cm²/h，通过读取箱体下方量筒收集液体积的

变化来测定，要求 PH 值为 6.2～7.2，即需要用 PH 试纸或 PH 计来测量收集

液进行确认。

⑤记录原始数据

通过评级判定、称重判定等判定方式对试验结果进行判定并且详细记录在检

测原始记录。

评级判定：即把腐蚀面积与总面积之比的百分数按一定的方法划分成几个级

别，以某一个级别作为合格判定依据。

称重判定：通过对腐蚀试验前后样品的重量进行称重的方法，计算出受腐蚀

损失的重量来对样品耐腐蚀质量进行评判。

⑥试验结束，关机

测试结束，仪器停止运行，按下仪器电源开关，切断仪器电源。

⑦再次检查样品外观、结构

样品每个方向（X、Y、Z）振动检测结束后，对样品的外观、结构进行仔细

的目视检查。

⑧出具检测报告

根据实验数据出具检测报告，说明检测前后样品性质变化及损坏程度。



四、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废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冷却水、试剂配制用水。

（1） 冷却用水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及冲击试验台等设备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当（设备

＞8 吨时用水冷）本项目采用循环水对设备进行降温。本项目共设有两座冷却塔，

两座冷却塔的流量均为 100m3/h，年运行 1000h，循环水量总共为 200000t/a，

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损失水量需定期补充。

（2） 生活用水

本项目员工为 60 人，产生的生活污水为 624t/a。生活污水排至本项目化粪

池，处理后排至园区市政污水管网。

（3） 氯化钠溶液配制用水

本项目盐雾试验需配制氯化钠溶液，使用采购桶装纯水 3.6t/a。喷雾试验产

生氯化钠废水经收集槽收集后送至化粪池处理，最终排至园区污水管网。

本项目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以及动植物油。

废气：本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试验过程中无废气产生。

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实验室高噪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固体废物：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五、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1、环评结论

本项目无生产性大气污染物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

建设项目废水为生活污建设项目废水为生活污、盐雾实验废水和食堂厨余

废水。厨余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盐雾实验废水及 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化粪池进

行处理，然后一起经市政管网排往 一起经市政管网排往一起经市政管网排浦口

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尾水排入长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建设项目产生的噪声经减振、隔声和距离衰后，厂界满足《工业企业企噪声

标准》（ GB12348-2008 ）3类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较小。

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本项目的生活污水 、盐雾实验废水和食堂厨余废水接入浦口经济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处理，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排放指标在污水处理厂内部平衡。

废水接管量：本项目废水排放量≤1875. 6t/a 。COD：≤0.938t/a 、SS：≤0.750

t/a 、氨氮：≤0.084 t/a、总磷：≤0.015t/a，动植物油：≤0.188 t/a；其中废水最

终排入环境量为 COD：≤0.094 t/a、SS：≤0.019t/a、氨氮：≤0.009 t/a 、总磷：

≤0.001t/a 、动植物油：≤0.002 t/a。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本项目非生产性项目，无生产废气产生，无需申请大气

污染物控制总量。

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进行合理处置，实现国体废弃物零排放，无需

申请总量。

环评总结论：本项目运营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建立完善的管

理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南京江浦口区环境保护局文件（浦环表复[2019]23号）的批复要求：

1、项目排水须实施雨污分流。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盐雾实验废水及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排至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



2、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废气稳定达标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

低于报告表所列，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

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声源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

项目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龙港

路侧 4类）标准。

4、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处置各类固体废物，一般固废处理

或综合利用应符合相关规定。所有固废零排放。

5、本项目实施后，污染物年排放量初步核定为: ( 1）水污染物（接管/排入

环境)：废水量≤1875.6t/a、COD≤0.938/0.094t/a、氨氮≤0.084/0.009t/a、sS ≤

0.750/0.019t/a 、总磷≤0.015/0.001t/a 、动植物油≤0.188/0.002t/a。(2)固体废物:

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零排放。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项目排水须实施雨污分流。食堂废水

经隔油池预处理、盐雾实验废水及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排至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

本项目的废水为生活污水和盐酸雾试验废水，

严格按照要求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

经收集后排入化粪池处理，达接管标后接管市政污

水管网。经两日检测表明，本项目的废水 pH值、

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类排放结果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879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其中氨

氮、总磷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31962-2015）中 1级 A标准。

2

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废

气稳定达标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报

告表所列，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废气的无组

织排放。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

理达标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

放。

本项目无生产类废气，规划中的食堂也因客观

原因未曾实施，因此无废气产生。

3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

声源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项目厂

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12348-2008)3类(龙港路侧 4类)

标准。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实验产生的噪声与

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本项目通优化布局来减少噪

声排放。两日检测数据表明：两日昼间噪声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4a类标准。

4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处置各类固体废物，一般固废处理或综合

利用应符合相关规定。所有固废零排放。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由环卫清

运。

5

本项目实施后，污染物年排放量初步

核定为: ( 1）水污染物（接管/排入环境)：

废水量≤1875.6t/a、COD≤0.938/0.094t/a、

氨氮≤0.084/0.009t/a、SS ≤

0.750/0.019t/a 、总磷≤0.015/0.001t/a 、

动植物油≤0.188/0.002t/a。(2)固体废物:

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零排放。

实际排放总量：动植物油类 1.23×10-5t/a，化

学需氧量：0.044 t/a，氨氮：0.015t/a，悬浮物：0.010

t/a，总磷：0.001 t/a，以上所有指标均远低于环评

批复总量，固废定期由环卫清运。



六、项目变动

本项目计划建设员工食堂，但实际未进行建设食堂，企业说明附后。



七、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依据《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630-2011），本次验收监测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1）大气监测严格按照 HJ/T373-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技术规范（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的相关质控要求。监测前，按规定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检

查，对使用的仪器进行流量校准。

（2）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规定进行，噪声测量仪符合《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GB3785-1983）

的规定。测量前后进行校准，校准示值偏差不大于 0.5分贝。

（3）废水检测严格按照 HJ 91.1-201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部分替代 HJT91

中污水规范）》的要求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4）监测严格按照江苏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质量体系文件要求实施全过

程质量控制，在验收监测期间做到及时掌握工况情况，保证监测过程中工况负荷

满足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5）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上岗证书；所有监测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

并在有效期内；现场监测仪器使用前后经过校准；监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

表 7-1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废水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动植物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

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pH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表 7-2 检测人员及仪器

检测项目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编号 人员

悬浮物 电子天平 CP214 YL170302043 阮锐

pH值 便携式 pH计 PHBJ-260型 YL170301052

王鹏飞、闫龙

振、陈冲

汪政、王鹏飞、

陈冲

动植物油类 红外测油仪 EP600 YL180302064 张彩芯

氨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8 YL190302073 唐月

总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8 YL190302073 聂小青

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YL160301039

王鹏飞、闫龙

振、汪政

王鹏飞、汪政

表 7-3 废水质量控制表

污染物

样

品

数

平行 加标 空白

平行

样

(个)

检查率

（%）

合格率

（%）

加标样

（个）

检查率

（%）

合格率

（%）

检查数

（个）

合格数

（个）

废

水

pH值 8 2 25 100 / / / / /
化学需

氧量
8 4 25 100 / / / 4 4

悬浮物 8 / / / / / / 2 2

氨氮 8 4 50 100 2 25 100 4 4

总磷 8 4 50 100 2 25 100 4 4
动植物

油类
8 / / / / / / 4 4



八、验收监测内容

废水：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以及盐酸雾试验废水，

将以上废水收集后排入化粪池处理，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在废水总

排口设置了 1个污水监测点，共检测两天，每天检测 4次，具体检测内容见下表。

表 8-1 废水检测内容

检测类别 检测点位名称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废水 废水总排口（S1）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悬浮物、动植物油类

检测 2天
每天 4次

废气：本项目无生产性废气。

噪声：本项目的噪声主要为空各类振动试验、冲击试验、冷却塔以及空压机

所产生的噪声，针对噪声的排放情况，在厂界四周各设置了一个检测点位，具体

检测内容见下表。

表 8-2 噪声检测内容

检测类别 检测点位名称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噪声 厂界四周（Z1-Z4） 厂界噪声
检测 2天
昼夜各 1次

固废：本项目的固废主要为办公垃圾，由环工部门集中处理。

环境管理检查内容：

1、相关的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2、环境管理档案，环保设施的运维记录，危险废物的处置台账等。



九、验收检测结论

1.验收检测结果

（1）废水检测结果

2021年 8月 17日与 18日检测结果显示：厂区污水总排口（S1）处，pH值

的范围在 7.3~7.5之间，悬浮物的日均值分别为 14 mg/L、15 mg/L；化学需氧量

的日均值分别为 60 mg/L、70 mg/L；氨氮的日均值分别为 20.3 mg/L、24.4 mg/L；

总磷的日均值分别为 1.32 mg/L、1.71 mg/L；动植物油类的日均值分别为 0.15

mg/L、0.20mg/L。

以上所有检测项目中，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动植物油类均满足《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表 4三级标准要求，其中氨氮、总磷满

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 A等级标准。



表 9-1废水检测结果 （除注明外，其它单位：mg/L）

检测点位名称

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2021.8.17 2021.8.18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厂区污水总排口

（S1）

pH值

（无纲量）
7.4 7.5 7.4 7.4 7.4 7.3 7.4 7.4 6-9

化学需氧量 66 56 55 61 65 74 66 74 500

悬浮物 15 12 16 14 14 14 15 16 400

动植物油类 ND ND ND 0.15 0.25 0.22 0.26 0.09 100

氨氮 20.2 20.3 20.0 20.6 23.8 25.0 24.4 24.6 45

总磷 1.33 1.36 1.29 1.32 1.67 1.74 1.70 1.74 8

样品性状 微浑、浅黄色、气味微弱、无沉淀物、无浮油

注：“ND”表示未检出，动植物油类的检出限为 0.06mg/L。



（2）噪声检测结果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发出的机械噪声，经两日检测结果显示：昼间

噪声在 53~65dB之间，夜间噪声在 44~53dB之间，两日昼间噪声检测结果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与 4a（Z2为龙岗

路侧）类标准。

表 9-2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 (A)）
检测点位名称及

编号
检测时间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厂界东侧（Z1）

2021.8.17

11:07-11:12 昼间 59 65

22:01-22:06 夜间 50 55

厂界南侧（Z2）
11:15-11:20 昼间 65 70

22:12-22:17 夜间 53 55

厂界西侧（Z3）
11:28-11:33 昼间 53 65

22:20-22:25 夜间 44 55

厂界北侧（Z4）
11:38-11:43 昼间 54 65

22:26-22:31 夜间 45 55

厂界东侧（Z1）

2021.8.18

10:34-10:39 昼间 58 65

22:02-22:07 夜间 50 55

厂界南侧（Z2）
10:43-10:48 昼间 62 70

22:09-22:14 夜间 53 55

厂界西侧（Z3）
10:53-10:58 昼间 58 65

22:18-22:23 夜间 49 55

厂界北侧（Z4）
11:02-11:07 昼间 55 65

22:26-22:31 夜间 46 55

（3）固体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贮存分别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2001）等 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中相关修改内容。



（4）总量控制

检测项目 批复总量（t/a） 实排总量（t/a） 评价

化学需氧量 ≤0.938 0.044 合格

氨氮 ≤0.084 0.015 合格

悬浮物 ≤0.750 0.010 合格

总磷 ≤0.015 0.001 合格

动植物油 ≤0.188 1.23×10-5 合格



十、验收监测结论

10.1废水检测结果

本项目的废水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盐酸雾试验），严格按照要求实行雨

污分流，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收集后排入化粪池处理，达接管标后接管市政污

水管网。经两日检测表明，本项目的废水排放结果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879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其中氨氮、总磷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31962-2015）中表 1级 A标准。

10.2废气检测结果

本项目产生不产生废气。

10.3噪声检测结果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本项目通过优化布局来减少

噪声排放。两日检测数据表明：此项目的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10.4固体废弃物处置结果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办公垃圾，由环卫清运。

10.5后期要求

（1）应加强项目环境管理，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并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档案。

（2）加强环保设施维护，完善环保设施的运维记录。完善固废的处置台账，

确保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3）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中相关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



附件一 环评报告表审批意见







附件二 企业生产工况情况



附件三 检测报告



















附件四 企业说明



附件五 企业厂区情况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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