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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文件

陕煤孙司发〔2021〕23 号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关于印发2021年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公司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环境保护管理水平，明确年度环境质量监

测要点和基本要求，筑牢环保管理防线，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矿井绿色矿山建设及清洁生

产工作，根据公司《环境监测管理制度》，特制定《2021 年环境

监测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严格遵照执行。

专此通知。

附件：2021 年环境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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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31 日

抄送：公司董事，监事，各副总。

陕煤龙华矿业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1年1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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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环境监测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环境质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同时加强环境质量管理水平，持续推进矿井绿色矿

山建设及清洁生产工作，根据公司《环境监测管理制度》，制定

本方案。

一、环境监测目的

为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公司环境质量，明确污染治理设

施的运行情况，为环境管理、环境污染防治提供依据，确保污染

物达标排放。

二、环境监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暂行）》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环评

报告中关于环境监测管理要求等内容，制定本监测方案。

三、环境监测范围

定期对全公司范围内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排放状况进

行监测，主要包括各单位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饮用水、无组织

排放、厂界噪声、锅炉废气、放射源、油烟排放、土壤等环境要

素。

四、监测要求

（一）环境空气监测

监测内容：厂界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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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每季度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总悬浮颗粒物

监测点位：各单位厂界四周

采样方法：浓缩采样法

分析方法：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监测方法：委托检测

检测仪器：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恒温恒湿称重

系 HWCZ-120

执行标准《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执行限值：颗粒物≤1000μg/m3

（二）水污染源环境监测

监测内容：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处理水质

监测频次：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单位按其要求执行，无在

线监测系统的单位，采取日监测每班一次，月检测每月一次，季

度监测每季度一次

监测指标：

日监测为 PH、化学需氧量、氨氮；

月监测为 PH、化学需氧量、氨氮及其他可监测指标；

工业污水季度监测为：pH 值、悬浮物、氨氮、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铁、锰、汞、砷、锌、总铬、总镉、总铅、氟化物、六

价铬、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等。

生活污水季度监测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氮、氨氮、总磷、

色度、pH 值、粪大肠菌群、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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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砷、总铅等。

监测点位：各单位工业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口及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进、出水口

采样方法：单独浅水采样法

样品保存方法：密封、冷藏、加化学试剂保存法

分析方法：稀释与接种法、水质粪大肠菌群的测定多管发酵

法、玻璃电极法、重镉酸盐法等。

监测方法：在线监测按其要求执行，日、月监测为自主检测，

季度监测为委托检测

检测仪器：G5 气相色谱仪、SPX-250B 型生化培养箱、HQ-40D

多参数数字分析仪、生化培养箱 SPX-250Ⅲ型、智能 COD 石墨回

流消解仪、OIL-480 红外光度测油仪、BSA 224S 电子天平等。

执行标准：《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执行限值：PH（6-9）、化学需氧量≤50mg/L、五日生化需氧

量≤150mg/L、悬浮物≤50mg/L、六价铬≤0.5mg/L、总磷≤5mg/L、

总氮≤45mg/L、氨氮≤25mg/L 等。

（三）生活饮用水环境监测

监测内容：饮用水处理水质

监测频次：每两月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砷、镉、六价铬、铅、

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氮、三氯甲烷、四氯甲烷、甲

醛、色度、浑浊度、嗅和味、肉眼可见物、pH 值、铝、铁、锰、

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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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游离性余氯、

总氯等。

监测点位：各单位饮用水处理设备进、出口

采样方法：单独浅水采样法

样品保存方法：密封、冷藏、加化学试剂保存法

分析方法：铂-钴标准比色法、嗅气和尝味法、便携式浊度

计法、玻璃电极法、直接观察法、称量法、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

定法、铬酸北分光光度法、硝酸银容量法、平皿计数法、多管发

酵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等。

监测方法：委托检测

检测仪器：50mL 比色管、2100N 浊度仪、HQ-40D 多参数数

字分析仪、BSA 224S 电子天平、25mL 酸式滴定管、T6 新悦可见

分光光度计、SPX-250 型生化培养箱、TAS-990AFG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等。

执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执行限值：菌落总数≤100CFU/mL、六价铬≤0.05mg/L、氰化

物≤0.05mg/L、氟化物≤1mg/L、PH （6.5-8.5）、溶解性总固体

≤1000mg/L、汞≤0.001mg/L、铅≤0.01mg/L、浑浊度≤1NTU、挥

发酚≤0.002mg/L 等。

（四）地下水环境监测

监测内容：地下水水质

监测频次：每季度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pH 值、铁、化学需氧量、锰、悬浮物、锌、总铬、

铅、镉、砷、氟化物、六价铬、氨氮、硒、石油类、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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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煤矿井下 7300 米采空区、3600 米采空区处及 4800

米采空区

采样方法：单独浅水采样法

样品保存方法：密封、冷藏、加化学试剂保存法

分析方法：玻璃电极法、称量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原子荧光法、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等。

监测方法：委托检测

检测仪器：HQ-40D 多参数数字分析仪(YC0-021)、BSA 224S

电子天平（YCQ-013）、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YCQ-010）、

TAS-990AF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YCQ-011）、AFS-933 原子荧

光光度计（YCQ-051）等。

执行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执行限值：PH（6.5-8.5）、六价铬≤0.05mg/L、氨氮≤0.5mg/L、

氟化物≤1mg/L、汞≤0.001mg/L、砷≤0.01mg/L、硒≤0.01mg/L、

镉≤0.005mg/L、铅≤0.01mg/L 等。

（五）噪声环境监测

监测内容：声源噪声、环境噪声

监测频次：声源噪声自检每月一次，委托监测每年一次，环

境噪声每季度一次

监测指标：噪声

监测点位：各单位厂界四周，主要高噪声设备附近、高噪声

厂房外。

采样方法：直接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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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监测方法：工业场地厂界噪声委托监测；岗位噪声自主监测

每 6 个月至少 1 次，委托监测每年 1 次。

检测仪器：AWA5688 多功能声级计等

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执行限值：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六）放射源监测

监测内容：辐射环境监测、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

监测频次：辐射环境监测每年 1 次，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

监测每季度 1 次

监测指标：X、γ辐射剂量率

监测点位：煤矿灰分仪、密度仪四周外表面 5cm、100cm 处，

过道处、个人剂量计

采样方法：直接检测法

分析方法：辐射空气吸收法、热释光法

监测方法：辐射环境监测每年委托检测一次、职业性外照射

个人剂量监测每季度委托检测

监测仪器：环境监测用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仪、热释

光剂量仪

执行标准：辐射环境监测（HJ/T61-2001、GB/T14583-93、

EJ/T984-95）、个人剂量监测（GBZ128-2016、GB18871-2002）

（七）土壤监测

监测内容：煤矿各综采工作面回采前、塌陷后、治理后的表

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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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委托不定期监测

监测指标：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四氯化

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

烯、顺-1,2 -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

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

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

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 h]

蒽、茚并[1,2,3-cd]芘、萘等。

监测点位：煤矿各综采工作面表层土壤

采样方法：棋盘式采样法

分析方法：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碱溶液提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顶空/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

监测方法：委托监测

执行标准：GB36600-2018

（八）地表变形监测

监测内容：矿井采动影响的地表移动变形情况

监测频次：每旬一次

监测指标：地表下沉、水平移动、水平变形、曲率变形、倾

斜变形、裂缝位错

监测点位：煤矿各综采工作面采空沉陷区地表

监测方法：自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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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T/CAGHP014-2018

（九）锅炉大气污染物监测

监测内容：各单位锅炉废气排放

监测频次：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单位按其要求执行，无在

线监测系统的单位每季度自主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监测点位：各单位锅炉烟囱排放口

监测方法：在线监测、自主监测

执行标准：《陕西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1226-2018

执行限值：

①火力发电燃煤锅炉：颗粒物≤10mg/m3、二氧化硫≤

35mg/m3、氮氧化物≤50amg/m3

②天然气锅炉：颗粒物≤10mg/m3、二氧化硫≤20mg/m3、氮

氧化物≤50amg/m3

（十）油烟净化系统监测

监测内容：各单位餐厅油烟排放

监测频次：每年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油烟浓度

监测点位：各单位油烟净化器排放口

监测方法：委托监测

执行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执行限值：油烟浓度≤2mg/m3

五、监测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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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单位环境监测分管部门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发

现问题要具体分析，及时提出预防措施和改进措施，不断地对现

有的管理制度及操作方法加以完善和改进，从而能够从源头上确

保监测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保障。同时，要加强监测过程中各

个环节质控措施的落实，确保质量控制措施落到实处，切实规范

每一个监测人员的监测行为，使之符合制度和规范要求。

2.各单位要加强监测设备管理工作，指定专人对监测设备进

行统一的管理，负责制定年度检定计划、日常维护保养计划等。

经维修后的监测仪器也要进行重新检定合格后才能使用，从而保

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同时要做好各种监测采样设备日常维护及

更新换代工作。

3.做好对外委托监测单位的资质审查及设备审核工作，要确

保委托单位具备达到公司环境监测的资质及能力。

4.自主监测类环境因素要确保监测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水

平符合测量要求，制定监测工作人员培训计划，要有针对性和目

的性的对监测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要和监测任务相符合，与

增加监测项目，扩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水平相适应。

5.做好环境因素监测布点工作，想要获得精准的监测结果，

一定要确保样品的质量，而样品质量容易受到检测点位的直接影

响，因此检测点位的布设应符合规范要求，且在检测点位上取用

的样品一定要和目标环境保持统一，同时确保样品的质量不受到

污染，从根本上提升环境监测的质量。在监测点的配置上，要坚

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位置作为环境监测点，以通过有限的数据反

映最大范围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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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实现场采样工作，在环境监测工作中，现场采样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采样带来偏差远大于分析误差。为了确保现场

采样的代表性以及现场监测的规范性，现场质量管理中，要求监

测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监测方案进行采样，不能随意改变采样地点

及采样时间，一旦发现不符合规定、可能带来风险或可能影响采

样结果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杜绝因采样不当带来的偏差。所

有现场监测人员需要充分了解监测任务的目标和要求，熟悉监测

环境和点位的分布，清楚监测操作的各种程序，认真按操作规范

进行仪器采样监测工作，现场填写原始记录，同时调查可能对监

测结果带来影响的各种现场因素，并详细记录下来，保证所有监

测结果能够溯源。

7.做精数据分析工作。首先是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主要包

括样品的分析处理、数据审核，并形成相应的监测报告。在环境

样品监测分析过程中，分析人员的专业素养也是影响质量的重要

因素，要求严格规范分析人员的操作行为，充分掌握监测方法的

原理、注意事项等问题，杜绝随意性，其次是实验室间比对或能

力验证，通过实验室间的对比，以确定监测分析数据的可比性。

六、监测结果公开

以上环境监测各项指标均由各单位环保部门按照季度监测

结果进行统计，并及时在公司内部 QQ 或微信群公示（年度监测

在收到年度监测结果时进行公示）。

七、其他要求

1.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年度环境监测方案，公司各单位责任部

门要在深入落实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梳理环境管理现状，明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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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向和工作重点，确保公司绿色矿山建设及清洁生产工作实现

新突破、大发展，取得新进展、大成效。

2.明确目标责任。各单位要按照公司环境管理目标，明确工

作目标，切实把环保指标控制目标落到实处，形成上下联动、部

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3.各单位要加强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确保公司环境监

测过程中的取样、化验、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到精准、可靠，为公

司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4.各单位人员发现公司各环境要素出现异常时，应及时将相

关情况向公司生态环保部反馈，生态环保部负责对异常环境要素

进行进一步监测，发现问题时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妥善处理，坚

决避免环境污染事件。

5.加强考核评估。建立和完善考核机制，积极探索与绿色发

展相适应的监测方法，健全环境监测考核体系。各单位、部门加

强与生态环保部的衔接配合，做好环境监测工作，建立科学规范

的评估机制，对环境监测工作进行阶段性评估，强化监督问责，

确保公司环境管理取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