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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根据国务院令第 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第 13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受

青岛碧海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委托，青岛衡立检测有限公司在进行现场勘查和

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于 2017年 9月对该公司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根据监测及现场检查结果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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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53号令，1998

年11月）；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3号令，

2001年12月）；

2.3 《青岛碧海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2.4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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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概况及污染防治措施

3.1 项目概况

青岛碧海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总投资 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3%。本项目位于青岛莱西市沈阳路北、青岛盛凯伟

建有限公司以西。项目东侧为青岛盛凯伟建有限公司，南侧隔沈阳路为空

地；西侧空地；北侧为青岛泰新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560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 1260.3平方米，其中车

间 1035.3平方米、办公楼 225平方米。厂区不设食堂宿舍。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包括车床 11台、铣床 6台、磨床 2台、钻床 3台、

锯床 1台、数控车床 2台、雕刻机 2台、数控铣床 1台、线切割 4台。

项目主要原材料用量包括人造碳素制品 600 t/a、丙烷 10 m3/a、氮气 15

m3/a。

项目劳动定员 30人，年生产 300天，一天工作 8小时。

3.2 项目变更情况

经过相关资料核查与现场检查，发现该项目实际建设与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3.3 生产工艺

项目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1。

图 3-1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抛光
车床精加工

粉尘

涂晶
车床加工、切割

入库原材料

下脚料、粉尘下脚料、粉尘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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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原材料进入车间后，经过车床简单加工、切割后，再进入数据机床

处经过精加工后产品基本成型，成型产品经过涂晶、抛光后存放入库。

车间内部以及设备

图 3-2 内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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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理措施

3.4.1 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并暂存于旱厕，

由附近农民清运堆肥。

3.4.2 废气

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原料切割工序以及车床精加工工序过程中产生的

粉尘。

1）西 1车床加工车间排气筒

本项目车床加工切割工序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加工石墨

料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有组织排气筒+布袋除尘器

图 3-3 有组织废气处理设施

2）西 2数控加工车间排气筒

本项目加工石墨料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15米高

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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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排气筒+布袋除尘器

图 3-4 有组织废气处理设施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下料、切割、车床加工石墨料产生以及涂晶

后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

3.4.3 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线切割等生产设备运行

时产生的噪声。运营过程中采用低噪声设备，且经过门、窗、墙壁的消减

作用，实际对周围环境噪声影响较小。

3.4.4 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石墨块边角料、收集的石墨粉以及职工

生活垃圾。

其中石墨块边角料和收集的石墨粉由厂家回收再利用、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项目固废产生情况见表 3-1。

表 3-1 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产生量（t/a） 去向

1 石墨边角料 1.0 厂家回收

2 收集的石墨粉 0.3 厂家回收

3 生活垃圾 0.1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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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价标准及要求

根据《青岛碧海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要求，

以及莱西市环境保护局相关要求，莱西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青岛碧海石墨制

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如下：

4.1 废气

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中，车床加工产生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

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中“重点控

制区”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表2二级标准。

表 4-1 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标准及限值

废气名称 污染物 执行标准

排气筒

高度

（m）

标准限值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车床加工

车间排气

筒
颗粒物

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中“重

点控制区”标准要求，排放速率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15 10 3.5
数控加工

车间排气

筒

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

表 4-2 无组织排放废气执行标准及限值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mg/m3）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
1.0

4.2 噪声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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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厂界噪声执行标准及限值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dB(A)）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表 1中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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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验收监测内容

按照国务院令第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第13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根

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编制了验收监测实施方案，并于2017年9月7日~9月8

日对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及检查，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5.1 有组织排放废气

5.1.1 监测点位

有组织排放废气采样、布点按照《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进行。

表 5-1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1 车床加工车间排气筒（15米） 颗粒物

2 数控加工车间排气筒（15米） 颗粒物

5.1.2 监测分析方法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5-2。

表 5-2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mg/m3）
监测仪器

1 颗粒物 重量法 GB/T 16157-1996 0.5 电子天平

5.1.3 监测时间与频次

2017年9月7日~9月8日，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3次。

5.1.4监测结果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5-3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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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西 1车床加工车间排气筒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2017.09.07 2017.09.08 标准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标干废气量（m3/h） 4.30×103 4.31×103 4.32×103 4.32×103 4.32×103 4.34×103 4.36×103 4.36×103 —— ——

颗粒物
排放浓度（mg/m3） 5 4 5 5 5 4 5 5 10 ——

排放速率（kg/h） 0.022 0.017 0.022 0.022 0.022 0.017 0.022 0.022 —— 3.5

表 5-4 西 2数控加工车间排气筒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2017.09.07 2017.09.08 标准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标干废气量（m3/h） 1.16×103 1.25×103 1.29×103 1.29×103 1.32×103 1.40×103 1.42×103 1.42×103 —— ——

颗粒物
排放浓度（mg/m3） 4 5 4 5 4 5 4 5 10 ——

排放速率（kg/h） 4.6×10-3 6.2×10-3 5.2×10-3 6.2×10-3 5.3×10-3 7.0×10-3 5.7×10-3 7.0×10-3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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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5.2 无组织排放废气

5.2.1监测点位

按监测规范要求，结合现场情况，根据监测当天的风向布点，厂界上

风向一个点、下风向三个点。同时记录监测期间的风向、风速、气温、气

压、总云、低云等气象参数。监测点位见图 5-5。

表 5-5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1 厂界上风向一个参照点，下风向三个监控点 颗粒物

注： 为大气（无组织）监测点

图 5-1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布点图

N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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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5-6。
表 5-6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序

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mg/m3）
监测仪器

1 颗粒物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1 电子天平

5.2.3 监测时间与频次

2017年9月7日~9月8日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4次。

5.2.4监测结果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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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单位：mg/m3

监测时间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m3）

标准限值 天气状况
上风向 A 下风向 B 下风向 C 下风向 D

2017.09.07

第一次 颗粒物 0.054 0.091 0.109 0.109 1.0
天气：多云；

气压：101.0kPa；
风向：西南；

风速：2.4m/s；
温度：22~25℃

第二次 颗粒物 0.055 0.091 0.109 0.091 1.0

第三次 颗粒物 0.054 0.091 0.109 0.091 1.0

第四次 颗粒物 0.054 0.072 0.090 0.090 1.0

2017.09.08

第一次 颗粒物 0.055 0.110 0.091 0.110 1.0
天气：晴；

气压：101.0kPa；
风向：西南；

风速：2.5m/s；
温度：24~28℃

第二次 颗粒物 0.055 0.092 0.110 0.074 1.0

第三次 颗粒物 0.055 0.091 0.073 0.091 1.0

第四次 颗粒物 0.054 0.109 0.091 0.1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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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5.3 噪声监测

5.3.1监测点位

本项目四周厂界各布设 1个噪声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图见图 5-2。

注： 为噪声监测点

图 5-2 噪声监测布点图

5.3.2 噪声监测方法

噪声监测方法见表5-8。

表 5-8 噪声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AWA6228型多功能声级计

5.3.3 监测时间与频次

噪声于2017年9月7日~9月8日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2次（昼夜）。

5.3.4 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5-9。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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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期
监 测 结 果

最大值
标准

限值北厂界
▲1

西厂界
▲2

南厂界
▲3

东厂界
▲4

2017.09.07
昼间

第一次 53.1 54.7 55.2 54.4
57.3 60

第二次 56.3 57.3 56.0 56.0

2017.09.07
夜间

第一次 49.5 46.2 44.6 41.7
49.5 50

第二次 41.2 42.0 49.3 40.8

2017.09.08
昼间

第一次 57.5 55.6 54.6 58.3
58.3 60

第二次 58.1 54.8 56.9 54.5

2017.09.08
夜间

第一次 44.3 43.7 43.9 44.8
46.7 50

第二次 44.2 46.7 44.5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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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监测期间，项目生产负荷大于 75%，工况稳定且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2、验收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进

行。

3、参加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均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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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环境管理检查

青岛碧海石墨制品厂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关

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莱

西环保局以《莱西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青岛碧海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西环字﹝2004﹞第 42号）对其进行了批复。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见表 7-1。

表 7-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表

环评批复要求 项目实际情况

生活污水入旱厕，生产废水须循

环使用，不得外排。

本项目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排入旱厕，并暂存于旱厕，由附近

农民清运堆肥。

做好施工期环境管理和监控计

划，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粉尘污染；

工地现场周围实施围挡，防止物料、

渣土外泄；施工场地主干道必须硬

化，定期洒水抑尘；施工噪声源须合

理布局，并做好隔音减振处理，厂界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90）Ⅱ类标准 [昼 60dB
（A），夜 50dB（A）]。

施工期已结束，项目现场无遗留物

料、渣土，厂区主干道已硬化，并定期洒

水抑尘。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车床、铣床、钻床、

磨床、线切割等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这些固定噪声源均采用低噪声设备、

合理布局，并采取了减振、隔声等有效措

施，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最

大值为 58.3 dB(A)，小于其标准限值

60dB(A)；厂界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9.5
dB(A)，小于其标准限值 50dB(A)，厂界

噪声昼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中采取严格的防

尘措施，粉尘不得外排，污染环境。

验收监测期间，西 1车床加工车间中

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加工石墨

料产生的粉尘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由风机引出经 15 米排气筒

有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

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中“重点控制区”

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二

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西 2数控加工车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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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加工石墨

料产生的粉尘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由风机引出经 15 米排气筒

有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

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中“重点控制区”

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二

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

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无组织监

控点浓度限值。

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收

集管理，资源化利用或定期外送到环

保局指定的工业固废处置场进行处

置，生活垃圾（包括施工期）集中堆

放，及时运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对所有固体废物都不得随意堆放、丢

弃。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石墨

块边角料、收集的石墨粉以及职工生活垃

圾。

其中石墨块边角料和收集的石墨粉

由厂家回收再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

不准新上锅炉、窑炉，如需新建

锅炉、窑炉必须想我局报批。
项目未新上锅炉、窑炉。



青岛衡立检 [2017] 第 94号 第 19 页 共 20页

八、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8.1 验收监测结论

本次对青岛碧海石墨制品厂石墨模具加工项目验收监测结果为：

8.1.1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建设旱厕一座，生活

污水存于旱厕，由附近农民清运堆肥。

8.1.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车床加工切割工序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

粉尘，加工石墨料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高排气

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西2数控加工车间中产生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排

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下料、切割、车床加工石墨

料产生以及涂晶后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中

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

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

8.1.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线切割等生产设备运行

时产生的噪声，这些固定噪声源均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了

减振、隔声等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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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8.3 dB(A)，小于其标准限

值 60dB(A)；厂界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9.5 dB(A)，小于其标准限值 50dB(A)，

厂界噪声昼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表 1中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8.1.4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石墨块边角料、收集的石墨粉以及职工

生活垃圾。其中石墨块边角料和收集的石墨粉由厂家回收再利用、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8.2 建议

1、建议做好环保设备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厂区内绿化。

项目负责人：

报告编写人：

审 查：

审 核：

批 准：

签发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附 1

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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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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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附件一、环评批复



附 4

附件一（续）、环评批复



附 5

附件一（续）、环评批复



附 6

附件二、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