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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费》、《“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环境监测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报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备案。

本方案适用于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以及纳入各地年度减排计划且
向水体集中直接排放污水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其他企业
可参照执行。



徐州天裕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沛县龙固工业园区，厂区占地面积198余亩，地处

苏、鲁交界，地理位置优越。公司紧邻徐州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利用天安化工炼焦副产品焦炉

煤气进行发电，实现了资源循环综合利用。 

2012年集团公司开始开展焦炉煤气发电项目前期准备工作，2012年7月23日委托江苏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7月31日获得沛县环境保护局批复（沛环

审[2012]26号），同年7月天裕燃气焦炉煤气发电工程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85290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82200万元，年利润总值24000万元，全厂定员人数为98人。工程建设规模为：

四台美国GE公司的LM2500+G4型燃气轮机，单台燃机功率为32MW，配套四台南京南锅动力

设备有限公司的余热锅炉，设备型号为：Q267/541.6—43.6（5.6）—5.2(1.0)/475(220)，一台2

5MW与一台12MW抽凝式蒸汽轮发电机组，一期建设完成三台燃气轮机、三台余热锅炉、一台

25MW抽凝式蒸汽轮发电机组。其中#5燃气轮机组于2013年2月28日首次并网发电，#4燃汽轮

机组于2013年3月5日首次并网发电，#2抽凝机组于2013年6月13日首次并网发电，#3燃汽轮

机组于2013年6月19日首次并网发电。于2013年10月24日，通过沛县环境保护局环保验。 

工程建设严格遵守三同时要求，配套烟气处理设施同时建设，燃气轮机采用煤气预脱硫，

建设四台处理能力为15000m3/h的干式脱硫塔，确保煤气中硫化氢含量低于20mg/m3，从而保

证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不超标。采用燃气轮机注水方法脱销，通过向燃气轮机燃烧室内部注

水降温的方法，控制氮氧化物的产生量，从而保证烟气中氮氧化物含量不超标。烟气通过余热

锅炉烟囱直排大气，烟囱高度30米，内径2.8米。2015年2月份完成锅炉烟气在线监测设备的安

装与调试工作，CEMS设备采用了铜陵蓝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拖一烟气在线监测产品。该

系统投运以来，运行正常、稳定、维护量少，能够实时监控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参数，满足环

保部门要求。烟气在线监测设备于2015年5月11日完成验收。 

 

工程概况

气国控国控类别198亩占地面积

98职工人数2012-01-31成立时间

365天生产周期火力发电所属行业

13512571397移动电话宗键联系人

办公室电话滕道春法人代表

沛县龙固镇工业园区内地址

徐州天裕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基础信息

一、企业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等

污染。可简要说明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种类以及从哪个生产单元产

生、排放途径和去向

污染物产生及其排放情况

排放途径和去向处理设施监测项目排放源类型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d厂界噪声（东）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n厂界噪声（东）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d厂界噪声（西）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n厂界噪声（西）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d厂界噪声（南）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n厂界噪声（南）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d厂界噪声（北）厂界噪声

增加厂房降低噪声传播等Ln厂界噪声（北）厂界噪声

非甲烷碳氢化合
物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
废气无组织

排放

无烟尘废气监测点1
废气有组织

排放

煤气前置干式脱硫塔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1
废气有组织

排放

燃机注水脱销装置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1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无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1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无烟尘废气监测点2
废气有组织

排放

煤气前置干式脱硫塔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2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排放途径和去向处理设施监测项目排放源类型

燃机注水脱销装置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2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无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2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无烟尘废气监测点3
废气有组织

排放

煤气前置干式脱硫塔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3
废气有组织

排放

燃机注水脱销装置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3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无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3
废气有组织

排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PH值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悬浮物(SS)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溶解性总固体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化学需氧量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氨氮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总磷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流量废水监测点1

废水集中排
放

缺少监测人员 缺少资金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

无相关培训机构

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

认为没必要

其它原因：

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说明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况
（自运维）

自动监测 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

委托监测

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采用

自运维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行监测方式（在[]中打√表示
）

自行监测概况



缺少监测人员 缺少资金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

无相关培训机构

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

认为没必要

其它原因：

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说明

全厂有组织废气采用在线连续监测系统，系统连续运

行，主要检测项目为废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数据实时上传至县、市、省环保部门监控平台。我公司CE

MS系统由南京华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设备维护，当CEMS

系统故障无法及时恢复时，委托第三方进行手工监测，每

天不能低于4个样品，间隔不能超过6小时。公司委托徐州

徐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自行监测，有组织废气包括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每季度检测一次

。生活污水每季度检测一次，主要检测内容为化学需氧量

、氨氮、悬浮物、PH、总磷、溶解性总固体、流量。厂界

噪声每季度检测一次，无组织废气排放每季度监测一次。

并出具检测报告。 

取样要求及样品保存要求：

1、有组织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现场检测，烟

尘需要进行取样，采样过程中采样嘴的吸气速度应与气流

速度基本相等，误差应小于10%。应开启取样的加热功能

，温度不高于110℃。取样结束后应使用聚四氟乙烯材质

堵套塞好取样嘴，放入静电密封袋再放入取样箱。取样后

样品应妥善保管，防止污染。

2、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取样及样品保存要求：采

样容器现场至少经过三次空气清洗后方可取样，以玻璃注

射器满刻度采集空气样品，用惰性密封头密封。以气袋采

集样品的，用真空气体采样箱将空气样品引入气袋，至最

大体积的80%左右，立即密封。玻璃容器样品应小心轻纺

，防止破损。样品常温避光保存，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

玻璃容器放置不超过8小时，气袋放置不超过48小时。

3、生活污水取样及样品保存按照GB12999—91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中要求进行。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况
（自运维）

自动监测 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

委托监测

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采用

自运维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行监测方式（在[]中打√表示
）

自行监测概况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
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监测方式监测频次监测项目排口名称/点位名称类型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噪声（东）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噪声（东）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噪声（西）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噪声（西）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噪声（南）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噪声（南）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噪声（北）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噪声（北）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
非甲烷碳氢
化合物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废气无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烟尘废气监测点1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1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1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1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烟尘废气监测点2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2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2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2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烟尘废气监测点3废气有组织排放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
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监测方式监测频次监测项目排口名称/点位名称类型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二氧化硫废气监测点3废气有组织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氮氧化物废气监测点3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林格曼黑度废气监测点3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PH值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悬浮物(SS)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
溶解性总固

体
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化学需氧量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氨氮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总磷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流量废水监测点1废水集中排放

说明：1、排口编号按照环保部门安装的标识牌编号填写，对于噪声等无编号的可自行编号，
如Z1、Z2等，与点位示意图相对应。
2、监测项目按照执行标准、环评批复以及监管要求确定；
3、监测频次：自动监测的，24小时连续监测。手工监测的，按照排污许可证环、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要求的频次执行。
4、监测方式填手工或自动
监测项目内容要求相同的可填写在一行上，不同的应分行填写。



按企业具体情况自行确定比例，标明工厂方位，四邻，标明办公区域
、主要生产车间（场所）及主要设备的位置，标明各种污染治理设施
的位置，标明废水、废气排放口及其监测点位的编号、名称。可参考
后面的附图此页放不下，可另附页，在本处注明。

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自行监测活动可以采用手工监
测、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监测指标
有自动监测要求的，企业应当安装相应的自动监测设备。

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附图:监测点位示意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分析仪器方法来源监测方法排放限值执行标准监测项目类型

HS5660C型精密噪声
频谱分析仪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测量方法

6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Ld厂界噪声

HS5660C型精密噪声
频谱分析仪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测量方法

6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Ld厂界噪声

HS5660C型精密噪声
频谱分析仪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测量方法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Ln厂界噪声

HS5660C型精密噪声
频谱分析仪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测量方法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Ln厂界噪声

ZR-
3730型污染源真空

箱气袋
气相色谱法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非甲烷碳氢化合
物

废气无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在线检测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
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

-2014
5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氮氧化物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自动监测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
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

-2014
5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氮氧化物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自动监控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
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

-2014
5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氮氧化物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在线检测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
3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二氧化硫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自动监测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
3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二氧化硫

废气有组织
排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分析仪器方法来源监测方法排放限值执行标准监测项目类型

TLG-
3000型自动监控装

置PG35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
3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二氧化硫

废气有组织
排放

林格曼黑度图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
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1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林格曼黑度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在线检测装

置3012H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烟尘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自动监测装

置3012H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烟尘

废气有组织
排放

TLG-
3000型自动监控装

置3012H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
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重点地区排放限制标准

烟尘
废气有组织

排放

便携式PH计
水质  PH值的测定
便携式PH计法

9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PH值
废水集中排

放

分光光度计、PH计
、比色管、聚乙烯

瓶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

2009
2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氨氮

废水集中排
放

回流装置、六联变
阻电炉、滴定管、

重铬酸钾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828-2017

500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化学需氧量
废水集中排

放

流速仪流速仪法流量
废水集中排

放

分析天平、滤膜、
定量滤纸、烘箱、

水浴锅
溶解性固体的测定 重量法2000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溶解性总固体

废水集中排
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分析仪器方法来源监测方法排放限值执行标准监测项目类型

过滤器、滤膜、吸
滤瓶、真空泵、称

量瓶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
11901-89

400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悬浮物(SS)
废水集中排

放

分光光度计、烧瓶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3.5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总磷
废水集中排

放

说明：
1、执行标准栏内用代码1、2、3…表示，表格下注明1、2、3分别代表什么标准（如《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或环评批复，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要求等。
2、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中未
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1、机构和人员要求：我公司委托徐州徐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手工监测，具有监测资质

。委托徐州徐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自动监控设备维护工作。 
2、监测分析方法要求：首先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在没有国标方法时，采用行业标准方法或

国家环保部推荐方法。 
3、仪器要求：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4、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采样人员遵守采样操作规程

，认真填写采样记录，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 

4、环境空气、废气监测要求：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194-2005）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HJ/T373-2007）中的要求进行。 
5、噪声监测要求：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

2348-2008）中的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6、废水监测要求：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的要求进行。 
7、记录报告要求：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准确、不得随意涂改。监测数

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8、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要求：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75-2007）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 

9、记录要求：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整并有相关人员签字，保存

三年。 
 

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自行监测活动可以采用手工监
测、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监测指标
有自动监测要求的，企业应当安装相应的自动监测设备。

五、质量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报纸、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同时，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执行局信息，
并至少保存一年。

 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

案一经审核备案，一年内不得更改； 

2、手工监测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 

3、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为每1

小时均值； 

4、每年元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对外网站 环保网站 报纸

广播 电视

http://218.94.78.61:8080/new
Pub/web/home.htm

其它方式：监测结果公开方式

六、监测结果公开方式和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