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2019 年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概况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注册

资本为 1.35 亿元。是烟台润达垃圾处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润达股份公司由中环公司控股经营，牟平垃圾发电项目也因此成

为中环公司所属控股经营项目公司。公司位于武宁镇王从曲村西北

760m、牟乳公路的西侧，总占地面积 100 亩，于 2015 年 7 月开始兴

建，2017 年 11 月项目进入调试、试运行阶段，公司现有员工 94 人。

1.2 生产规模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湿解工程处理规模为 800t/d，

年处理生活垃圾 26.4 万吨；机械炉排焚烧炉：2*300t/d、中压凝汽

式汽轮机：2*N6-3.8/395 型、发电机：2*QF-6，最大年发电量 96×

10
6
kWh，最大上网电量 66.518×10

6
kWh。

1.3 生产工艺

采用“生活垃圾湿解＋焚烧发电＋炉渣综合利用+飞灰固化填埋”综

合处理工艺。处理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1



图 1烟台市牟平区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1.4 污染物排放及治理设施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焚烧系统废气及湿解系统臭气。焚烧系统烟

气采用“SNCR（尿素）+半干法（石灰浆）+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

尘器”的工艺处理后，经过高 80m、内径 φ1520mm 的烟囱排放。

湿解车间臭气经过预除湿分离塔+冷却降温塔处理后，进焚烧炉焚烧，

焚烧后的烟气采用“SNCR（尿素）+半干法（石灰浆）+干法+活性炭

喷射+布袋除尘器”的工艺处理后，经过高 80m、内径 φ1520mm 的

烟囱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包括：生产车间、垃圾仓、垃圾输送系统及污

水站的无组织排放。

主要采取了以下治理措施：

①车间采用密闭设计，垃圾坑、焚烧车间等独立的通风系统，臭气均

送至焚烧炉焚烧；

②污水站沉淀池、格栅、污泥浓缩池及一级反硝化池臭气进入焚烧炉

焚烧；

③调节池臭气、UASB 沼气进入火炬燃烧；

④非正常工况下，臭气和烟气进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2）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垃圾渗滤液、车间及车辆冲洗水、



锅炉排污水、循环冷却排污水、软化水车间排污水等。化水车间浓水

回用于炭滤、砂滤的反冲洗；污水处理站反渗透浓水回用于冷渣机、

石灰浆制备；循环排污水、锅炉排污水进入回用水池进行回用；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送入污水处理站；垃圾渗滤液、除臭塔除臭废水、

车间冲洗废水、运输车辆冲洗废水、实验室废水进入渗滤液处理站处

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辛安河污水处理厂。

3）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焚烧炉炉渣、飞灰、污泥、废活性炭、生

活垃圾等。飞灰经固化后填埋；炉渣委托烟台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综合利用；污泥和生活垃圾送去焚烧炉焚烧；废活性炭、废布袋

和废机油属于危废，委托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神州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二、监测方案

2.1 污染物排放监测

2.1.1 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 SO2、NOx、颗粒物、CO、HCl、重金属、二恶英

等，1#焚烧炉和 2#焚烧炉各有一个排放口，共设置 2 个监测点位，

自行委托第三方检测。烟气污染物监测主要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两

种，具体监测情况见表 1，评价标准见表 2。



表 1烟气污染物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类别

烟气

自动监测

1#焚烧炉
SO2、NOx、颗粒物、CO、

HCl
实时监测

-----

--

2#焚烧炉
SO2、NOx、颗粒物、CO、

HCl
实时监测

-----

--

委外监测

1#焚烧炉

SO2、NOx、颗粒物、CO、

HCl、汞及其化合物、

镉、铊及其化合物、锑、

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每月一次 例行

二噁英 每年一次 -----

2#焚烧炉

SO2、NOx、颗粒物、CO、

HCl、汞及其化合物、

镉、铊及其化合物、锑、

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每月一次 例行

二噁英 每年一次 -----

表 2 烟气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表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时段、级别 标准限值

1#焚烧炉

2#焚烧炉

二氧化硫(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 小时均值 100

24 小时均值 80

氮氧化物(mg/m3) 1 小时均值 300

24 小时均值 250

颗粒物(mg/m3) 1 小时均值 30

24 小时均值 20

氯化氢(mg/m3) 1 小时均值 60

24 小时均值 50

一氧化碳(mg/m3) 1 小时均值 100

24 小时均值 80

汞及其化合物（以 Hg

计）(mg/m3)

测定均值 0.05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Tl 计）(mg/m3)

测定均值 0.1

锑、砷、铅、铬、钴、铜、

锰 、 镍 及 其 化 合 物

(mg/m3)

测定均值 1.0

二噁英(ng TEQ/m3) 测定均值 0.1



2.1.2 废气污染物排放

本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包括氨、硫化氢、臭气、颗粒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点位为厂界外上风向和厂界外下风向最大浓度处，具体位

置根据风向和现场情况而定，设置 4 个监测点位。监测情况见表 3，

评价标准见表 4。

表 3废气污染物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监测频次 类别

废气 无组织废气 厂界

H2S、氨、

臭气浓

度、TSP

每季一次 例行

表 4 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表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时段、级别 标准限值

无组织废气 厂界

颗粒物 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

限值

1.0

氨 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4554-1993）

表1二级新改

扩建标准限

值

1.5

硫化氢 mg/m3 0.06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2.1.3 污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本项目厂区污水站出水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标准后排至辛安河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循环排污

水、锅炉排污水等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标准后回用，回用不完的排至辛安河污水处理厂。污水

污染物的监测点位共 1 个，为污水处理系统总排口。监测情况见表



5，污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见表 6

表 5污水污染物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点位 监测项目 自测 类别

污水 厂区排水口

pH 值、CODcr、BOD5、SS、

NH3-N、汞、镉、铅、砷、

六价铬

每月一次 例行

表 6污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表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时段、级别 标准限值

污水
厂区排水

口

pH 值

《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

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

表 2 标准限值 -

CODcr 表 2 标准限值 100

BOD5 表 2 标准限值 30

SS 表 2 标准限值 30

NH3-N 表 2 标准限值 25

汞 表 2 标准限值 0.001

镉 表 2 标准限值 0.01

铅 表 2 标准限值 0.1

砷 表 2 标准限值 0.1

六价铬 表 2 标准限值 0.05

2.1.4 固体废物排放监测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焚烧炉炉渣、飞灰、污泥、废活性炭、生

活垃圾等。飞灰经固化后进行填埋；炉渣委托烟台环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综合利用；污泥和生活垃圾送去焚烧炉焚烧；废活性炭、废

布袋和废机油属于危废，委托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神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监测项目为飞灰固化物含水率、重金属、二噁英，炉渣热灼减率。

监测点位飞灰固化系统出口；焚烧炉炉渣出口（炉渣样品每台炉各一

个）。监测情况见表 7，固体废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见表 8。

表 7固体废物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类别

飞灰 飞灰固化系统出口

水分 每月一次 例行

二噁英 每季一次 例行

飞灰浸出性试验 每月一次 例行

炉渣 焚烧炉炉渣出口 热灼减率 每月一次 例行

表 8固体废物监测结果评价表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时段、级别 标准限值

飞灰
飞灰固化

系统出口

含水率 %

《生活垃圾场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

表 1

30

汞 mg/L 0.05

铜 mg/L 40

锌 mg/L 100

铅 mg/L 0.25

镉 mg/L 0.15

铍 mg/L 0.02

钡 mg/L 25

镍 mg/L 0.5

砷 mg/L 0.3

总铬 mg/L 4.5

六价铬 mg/L 1.5

硒 mg/L 0.1

二噁英 μg/kg 0.1



炉渣
焚烧炉

炉渣出口
热灼减率 %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表 1 ≤5

2.1.5 厂界环境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包括送风机、引风机、二次风机、泵、汽机、冷却

水系统、给水处理设备、烟气净化设备、炉渣输送机等。

点位：围绕厂界四周设 4 个监测点，靠近噪声较大的生产设备处可

增设测点。

采样频次：每季一次，自行委托第三方检测

北、西、南三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区域标准，昼间 65dB，夜间 55dB。

东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4 类区域标准。昼间 70dB，夜间 55dB。

三、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3.1 自动监测

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75-2018）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HJ/T76-2018）要求进行监测。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并加强

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和数据正常传输。

3.2 手工监测

本企业部分监测项目为自行手工监测，包括每日一次的污水出水的



COD、氨氮、PH、电导率、总盐分，每周一次污水进水的 COD、氨氮、

PH，污水出水的总氮、氯离子。本企业具备固定的实验室和监测工作

条件，采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监测仪器设备。废水手工监测质量保证

措施：水样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处理按照《地表水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T164-2004）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HJ/T373-2007）的要求进行。对于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

测项目，本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社会化监测机构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

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四、信息记录和报告

4.1 信息记录

4.1.1 自动监测记录要求

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包括自动监测系统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

状况、系统校准、校验工作等；以及说明书籍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

其他检查项目：校准、维护保养、维修记录等。

4.1.2 手工监测记录要求

现场检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确、不得随意涂改。

4.1.3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

生产设施）运行状况（包括停机、启动情况）、产品产量、主要原辅

料使用量、取水量、主要燃料消耗量、燃料主要成分、污染治理设施

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日常生产中上述



信息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4.1.4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理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

量、贮存量、倾倒丢弃量，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

4.2 应急报告

监测结果出现超标的，排污单位应加密监测，并检查超标原因。短期

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事故分析报

告，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染的措施，以及今后的

预防及改进措施等；若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

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危害，并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

告五、信息公开

5.1 公布方式

可选择厂区外电子屏幕、公告栏、公司网站、联网环保局网站、向环

保部门提交报告等。

5.2 公开内容

企业基本信息、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结果、达标情况、超标倍数、

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

5.3 公布时限。

5.3.1 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5.3.2 自行委外监测数据应于收到正式报告后次日公布（例行监测除

外），环卫处委外监测数据应于我单位收到环卫处提供报告的次日公



布或参照 5.3.3 时限。

5.3.3 自行委外进行的例行监测可在每月 15 日前集中公布上月监

测结果。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