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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废水、废气、土壤、

噪声地下水
检测类别自行检测

委托单位名称联涨(山东)化学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腾/市木石镇

联系人周志国联系电话13706328846

采样点位联涨(山东)化学有限公司采样说明自行检测

采(送)样人员殷彤辉、刘彦君、刘一正、黄海龙、徐剑、张强

样品状态
特征描述/检测环境符合要求

采(送) 样日期2022·01·17检测日期2022. 01.17一26

检测项目

见附表·
检测依据

检出限

主要设备

检测结论

帅蕊
各注
滞表示未检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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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

检测报告
气象参数统计表

厂界无组织废气检坝结果表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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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风向
风速

(m/S)

气温

(C)

气压
(kPa)
低云量总云量天气状况

2022·0i·17

11:30SE1·26·910工·922

晴13:00SE1.48·4101.912

15:00SE1·28·8101.812

采样日期检测项目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2022.01.17

甲醇(mg/#)

上风向川NDNDND

下风向2@NDNDND

下风向3甘NDNDND

下风向4@NDNDND

硫化氢(mg/mD

，上风向1甘0·0020. 002 "0·002

下风向2@0·0020. 0020·002

下风向3仁0.0030·0030·003

下风向4持0.0020·0020·002

颗粒物(mg/m')

上风向1甘0.2890.3080.291

下风向2甘0.3740·4100.360

下风向3@0·4410·4i00.428

下风向4持0.3570.3930.394

M (mg/m3)

上风向1井0·0i0·020·03

下风向2甘0·040·050·05

下风向3甘0·070.070·08

下风向4@0·050·060·06

非甲烷总烃

(mg/m')

上风向1持0·430·420·41

下风向2甘0·580·500·53

下风向3拂0·550·650·65

下风向4@0·620·590·58

臭气浓度

(无量纲)

上风向1择<lo<lo<lo

下风向2择<lo<lo<lo

下风向3H<lo<lo<lo

下风向4特<lo<l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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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HJ/CX一D一35     (04) 

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

检  测  报  告
氨罐区无组织废气检坝结果表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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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检测项目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2022·01·1了M (mg/m3)

上风向川0·020·030·03

下风向2甘0·040·050·05

下风向3@0.070·080·09

下风向4择0·050·060.07

采样日期检测点位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2022·01·17

污水处理站废

气治理排放口
(DA020)

废气流量(Nm/h)34315 -3278535936

硫化氢实测浓度(mg/mD0·040·040·05

排放速率(kg/h)0.0010·00i0·002

非甲烷蕊嚣)测浓度
0. 79'0·950·76

排放速率(kg/h)0·0270·0310·027

氨实测浓度(mg/m')1·工9i·281·43

排放速率(kg/h)0·04i0·0420.051

污水处理站

废气治理

进口

废气流量(Nm'/h)189791891919122

硫化氢实测浓度(mg/m')0·200·210·20

排放速率(kg/h)0.004,0·0040·004

非甲烷器嚣测浓度
3·003.354·12

排放速率(kg/h)0.0570·0630·079

氨实测浓度(mg/m')17·918.118.6

排放速率(kg/h)0·3400.342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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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检)字2022年第003-2号

分析有限公司

报告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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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检测点位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17

-

012220

污水处理站

废气治理

进口2

废气流量CNm'/h)111831109011237

硫化氢实测浓度(mg/mD1.741.771.77

排放速率(k盯h)0·0190·0200·o20

非甲烷慰繁测浓授
5·604.858·60

排放速率(kg/h)0·0630·0540.097

氨实测浓度(mg/m3)25·125.826.2

排放速率(kg/h)0·2810.2860.294

硫回收烟囱

(DA022)

废气流量(Nm7h)477674924945952

氧浓度(%)-16.215·8i5·9

硫化氢实测浓度(mg/m3)0·030·030·03

折算后浓度(mg/矿)0·080·070·07

排放速率(kg/h)0·0010·0010·001

N0x实测浓度(mg/m')263034

折算后浓度(mg/m3)656980

排放速率(kg/h)1.2421.4771.562

颗粒物实测浓度(mg/m3)3·94·24·0

折算后浓度(mg/护)9·89·79·4

排放速率(kg/h)0·190·2l0·i8

锅炉排放筒
(DA001)

废气流量(Nm'/h)180942191976181879

氧浓度(@)7·77·88·1

S(mg/m3)NDNDND

氨实测浓度(mg/m3)1·761.851.94

折算后浓度(mg/m3)1·992·112.25@

排放速率(kg/h)0.3180.3550.353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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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益环境坝试分析有限公司

检测报告
地下水检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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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肆酣蕴擅

样品性状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单位

o
一

一

，

刺相

水温13·5c

色度<5度

嗅和味无气味/

嗅和味无mg/L

浑浊度0.7NTU

肉眼可见物无/

pH值@·3无量纲

总硬度646mg/L

溶解性总固体839mg/L

硫酸盐244mg/L

氯化物118mg/L

铁NDmg/L

锰0·008mg/L

铜NDmg/L

牛辛0.004mg/L

铝0·022mg/L

挥发酚ND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NDmg/L

耗氧量2.82mg/L

氨氮0·04mg/L

硫化物NDmg/L

钠29.2mg/L

总大肠菌群NDMPN/lOOmL

菌落总数37CFU/mL

亚硝酸盐0.613mg/L

硝酸盐10.2mg/L

氰化物NDmg/L

氟化物0.222mg/L

碘化物NDmg/L

汞NDmg/L

石申NDmg/L

硒NDmg/L

镐5X1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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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检)字2022 年第003-2号

地下水检测结果(续表)

废水检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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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挥酣蠢措

样品性状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单位

2022·01·17
地下水监测井

DS2201170101
无色，无气味

六价铬NDmg/L

铅9. 38X10"3mg/L

三氯甲烷NDmg/L

四氯化碳NDmg/L

苯NDmg/L

甲苯NDmg/L

总"放射性NDBq/L

总D放射性NDBq/L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样品编码
样品性状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单位

2022.01.17

气化灰水排放口
(DW003) 

FS2201170201

浅灰色，无气

味，无浮油

烷基汞NDmg/L

总汞NDmg/L

，总砷0·0i32mg/L

总铅NDmg/L

脱硫废水排放口

(DWOOl) 

FS2201I70101

微黄色，无气

味，无浮油

pH值7·4无量纲

悬浮物18mg/L

氟化物5·06mg/L

化学需氧量24mg/L

硫化物ND 7mg/L

总汞NDmg/L

，总镐NDmg/L

，总石申1.2X10"3mg/L

总铅ND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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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

检测报告
噪声检测结果统计表

A5#

A3#

A6#A4#A6#A4#

A5#  IIN

A3#

A2#A2#

N噪
声
测
点
示
意
图

A3#A4#

Al#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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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检测点位检测时间
检测结果Leq

主要声源
dB (A)

2022.01.17 

昼间

东厂界1@18:0759.5/

南厂界2@18:1753.9/

西厂界(南部)3甘17:4957.3/

北厂界(东部) 4井17:5855.4/

西厂界(北部)5铝17:4850·6/

北厂界(西部)6@17:5853.6/

2022·01·17

夜间

东厂界i捍22·2153.4/

南厂界2@22:2950·6/

西厂界(南部) 3@22·0053.5/

北厂界(东部)4持22:125l·-7/

西厂界(北部)5@22·0049.4/

北厂界(西部) 6@22:1251·9/

A2赘涨(山东)化学有限公司

废
气
测
点
一

变
意
图

一"

N噪
声
测
点
示
意
图





土壤检测结果数据续表

附表 1    无组织废气

附表 2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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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益  (检)    字  2022   年第 003-2    "
叮SYHJ/CX一D一35     (04) 

山东三益叼嘴坝忧分析有限公司

检  mJ报  生□

采样日期雀翌蠢擅
样品性状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单位

2022·0l·工7
TR2201170101

El17. 2903

N34.96586

既

惮

顺式-l，旺二氯乙烯NDmg/kg

1，l-二氯乙烷NDmg/kg

i.i.i-三氯乙烷NDmg/kg

1, 2-二氯丙烷NDmg/kg

1.1. 2-三氯乙烷NDmg/kg

1,1, 2, 2-四氯乙烷NDmg/kg

1> 2 二氯乙烷+苯NDmg/kg

U2, 3-三氯丙烷NDmg/kg

邻二甲苯NDmg/kg

间/对二甲苯NDmg/kg

i.i.i, 2-四氯乙烷NDmg/kg

^^(1, 2, 3-c, d) m
NDmg/kg

氯仿(@氯甲烷)NDrag/kg

检测项目分析方法依据检出限分析人

氨纳蕊漱鞠HJ 坚009
0.01 mg/m'袁赛

甲醇
弄()智辖揣蠢惫晶篙00景

0.1 mg/m3庞超

硫化氢业·监写摆广霍阳昆最蕴携异监测分析
0.001 mg/m3刘鹏

颗粒物环气韩T气晃晃梦乱绍爱谬蔚量法
0.001 mg/m'宋闯哥

非甲烷总烃寞直昼"蕾壬、店鳖屠茁HT 气盅巴巴洲
0. 07 mg/m3阑祥艳

臭气浓度罕硼一捞耕叩擂7厂滤指较式臭袋
/
，。茬瞪@儡"墩寞巷可，

检测项目分析方法依据检出限分析人

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尸排放标准》
GB 12348拢008/殷彤辉



三益 (检)字 2022 年第003-2号
附表3有组织废气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836拢017

附表4地下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8.1 原子荧光法) GB/T 5750. 6-2006 

王沽饮用水际淮检验万法   浑浊度的测定(2.i 
散射法-福尔马拼标准) GB/T 5750·4栈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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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分析万法依据检出限分析人
氨纳蕊漱揽去HJ 咒坚009

0.25 mg/m'袁赛

氮氧化物《嘿翻弱HJ693201理定
3 mg/m3张强

汞及其化合物冷原子吸昆戏釜僵焚酣严HJ 543吨009
0.0025 mg/m3杨其伟

烟气黑度"寻僵辐夸逞攫警摆HJ/T 男甜店0，
/黄海龙

硫化氢亚甲蓝分光光耀占昆最蕴蔚监测分析方法》

删朋朵源饵品苞薯法紫乱与界伊总烃的测定

0.01 mg/m3刘朋乌

非甲烷总烃
0. 07 mg/m3阑祥艳

颗粒物
1. 0 mg/m3杨其伟

检测项目分析方法依据检出限分析人
pH值@水质pH值的测定电极法》HJ 1147-2020 

爪懊挥叹叮门机物的测史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一牺队用水帕淮俭刊万法万机丁金属指标(9·1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 

一陌认水怀侮阻刊刀法金山，佰标cio.i一苯
碳酷一拼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一陌认用水揍侮阻刊刀法!、目口一状和物理指怀
(3.1 嗅气和尝味法) GB/T 5750.4-2006 

水坝挥叹任。机物的测，叹扫捕禾Z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吨012

/殷彤辉

三氯甲烷
4xlO"4 mg/L宋闯闯

氨氮
0.02 g/L庞超

六价铬
0. 004 mg/L赵恒发

嗅和味
/张存石

四氯化碳
4xlO"4 mg/L宋闯闯

总G放射性水质总。放射性的测定厚源法HJ 898吨0170.043 Bq/L

袁赛总品放射性水质总D放射性的测定厚源法HJ 899-2017 

一他认用水仙淮浴验刀法微生物指标
(2.1多管发酵法) GB/T 5750.12-2006 

y队用水怀@俭脸刀@(7.1 乙胺四乙酸
钠滴定法) GB/T 5750.4-2006 

水顷挥叹甥旧测足4-虱全文替比林
分光光度法HJ 503栈009

0.015 Bq/L

总大肠菌群
2 MPN/lOOmL杨其伟

总硬度
1. 0 mg/L

袁赛挥发酚0.0003 m3/L

氟化物

水质无@螺凸冕基正ClHJ iNO2盅Br鬃、NO3--、

黑离晶，祟曙茁蠢舞摹革喜喜辜舒薯曙

0. 006 mg/L

张存石

亚硝酸盐0. 005 ftig/L

氯化物0. 007 mg/L

硝酸盐0. 016 mg/L

硫酸盐0. 018 m8/L

氰化物
0.001 mg/L阑祥艳

水温
/殷彤辉

汞lxlO"4 mg/L杜坷

浑浊度0. 5 NTU张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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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陌认用 小怀任印互拖刀 法   愁 目  工状不口物 王媚标

(8.1     溶解性 故 固体  称量法 )GB/T   5750.4-2006 

水质   阴 沟  -       t叩 丫            的测定
亚 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7494-1987

附表 5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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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总固体
/袁赛

甲苯水鸟豁嘻繁逻掣蛋3攒捞集/

一半-认俏鞘罢掇琴臂T尤辱舒舒登揣氢化物

3xlO"4 mg/L宋1闯1闯

石申1. OxlO"3 mg/L

杜坷
硒一V-队捞翻期哲粥/簿莒耳十富吨孟I氢化

4xlO"4 mg/L

硫化物亚甲基蓝挖霖婴GB/6489一I996
0.005 mg/L袁春

碘化物
(11.4^gfeif^) GB/T 5750.5-2006lxlO"3 mg/L庞超

耗氰量耗缎兽聪，蓖翻毛墓) GB/T 绎寡熬7-2006 

一(1.1臀绷僵糟，) :GB/T 

"饵铝嚣，菩if吕HJ ，，3撅傅"/

0.05 mg/L赵恒发

色度生状和物理指标
5750·4拢006/张存石

苯4xlO"4 mg/L宋闯闯

菌落总数
(1.1^JDLitf^) GB/T 5750.12-2006/杨其伟

钠

酵坍锄薪掣铲粥776-2015 -

0. 03 m8/L

杜善良

铁0.01 mg/L

铜0.006 mg/L

铝0. 009 mg/L

锌0.004 mg/L

锰0.004 mg/L

铅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拢0149xlO-5 mg/L

铺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吨0145x10"s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开
0.05 mg/L杨其伟

检测项目分析万法依据检出限分析人

pH值水质pH值的测定电极法HJ l147吨020/殷彤辉

化学需氧量
HJ 828-2017

4 mg/L赵恒发

总汞水质汞、其丸扔婴hJ徽蛋掣理定原子4x10"s mg/L

杜坷
，总砷3xlO"4 mg/L

总铅水质苯并瑟度艘bB阿明婴乏工昂了吸收0.030 mg/L

杜善良
总镐0. 002 m8/L

悬浮物水质，一，仔物的测定重里法GB/T 
1l90I-1989/袁赛

氟化物水顷氟化器料囊4窍蕊产择电极法
0. 05 mg/L张存石

烷基汞
水顷烷基汞的测定气相色谱法GB/T

14204-1993
lxlO"5 mg/L庞超

硫化物水懊圳竹笋攒渊宁6裘扩褐搪分光光度
0. 005 mg/L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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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 限           分析人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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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分析方法依据

l.1--氯乙烯

^^/^^B^if^HJ 741-2015

0.01 m8/kg

庞超

1，1--氯乙烷
0. 02 mg/k8

1.1l-一氯乙烷0.02 mg/kg

1.1,1, 2-四氯乙烷0. 02 mg/k8

1.1. 2-一氯乙烷0.02 mg/kg

1，1, 2, 2-四氯乙烷0. 02 mg/kg

1, 2--g丙烷
0. 008 mg/k8

1, 2-一氯乙烷+苯
0.01 mg/kg

1, 2-一氯苯
0.02 mg/k8

1. 2, 3-@氯丙烷
0.02 m8/kg

1, 4-一氯苯0.008 mg/kg

二氯乙烯
0.009 m8/k8

乙苯0. 006 mg/kg

一氯甲烷0. 02 mg/kg

反-i, 2-一氯乙烯
0. 02 mg/kg

四氯乙烯
0.02 mg/k8

四氯化碳0.02 mMkg
氯乙烯0. 02 mg/kg

氯仿(@氯甲烷)
0. 02 mg/kg

氯苯0.005 mg/kg

'甲苯0. 006 mg/kg

苯0.01 mg/kg

苯乙烯0.02 mg/kg
邻一甲苯
0.02 mg/kg

间/对一甲苯0. 009 mg/kg

顺式-l，扣一氯乙烯0. 008 mg/kg

2氯酚，罩沿鳖著-首喜僵吕气扎骂器料定
0. 06 mg/kg*习习

pH值土壤pH 值的测定电位法HJ 96四2018/张存石

·窟、，摺"，茄"，磁绷严
0.1 mg/kg*哥习

-苯并(a, h) 患，摺靴解髓瞪魁缨:锭
0.1mg/kg宋闯闯

八价铬糕朋@。谷@鬼巷摆蛋，翌嚣严捐嚣
0. 5 mg/kg刘鹏

氯甲烷谜辫磁"鼻嫦HJ ，酬宪
0. 003 mg/kg宋闯襄

汞
土壤翻磁/属、囊轮磋咒五巴万一释盟测定0.002 mg/k8

杜坷
石申0.0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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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壤硼讥供纫   "。捧反任何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拢0l7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803拢0I6

附表 7    主要设备

·

一

1

求*求*****水水**报告结束******求*求求*求

第 13    页  共  13    页

硝基苯
0. 09 mg/k8宋IW闯

苯并(a)花

^^^^feif-Mif^HJ 834-2017

0.1 mg/kg

宋1习1习

苯并(a) 惹
0.1 mg/kg

苯并(b)荧恿
0. 2 mg/kg

苯并(k)荧葱
0.1 mg/kg

苯胺
0. 02 mg/kg

W^(1, 2, 3-c, d)tt
0.1 mg/kg

蔡0. 09 mg/kg

铅
2 mg/kg

刘Mg

铜
0. 5 mg/kg

镐
0. 07 mg/kg

镍
2 mg/kg

仪器编号仪器型号仪器名称
A1012F01FA2004B电子天平
A1104F05752N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A1104F07PHS-3CPH it
A1104F11TAS-990AFG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1104F12SP-6890气相色谱仪
A1105F14883BasicICplus离子色谱仪
A1405F19AUW120D十万分之-电子天平
A1512F22HSP-80B恒温恒湿培养箱
A1604F21JKG-205 m冷原子吸收测汞仪
A1609F247890B气相色谱仪
A1609F255110ICP
A1704F28PXSJ-216F

肉J"丁丁
Al704X57WZB-170便携式浊反汁
A1901F31TU-1810PC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A1904F32PAB-6000低本底G/p 测量仪
A1905F337890B /5977B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1905F34PF52原子灭光光度计
A1908xl34AWA5688多功能声级计
A1910X136DYM3/FYF-1综合气象仪
A2004X138ZR-3714多路烟气木样器
A2010F567800 ICP-MS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2103X166AWA5688多功能声级计

A2106X190-191MH3300烟气烟尘颗粒物浓度测试仅
A2108X198DZB-718L便携式多参数分析仪
A2110F768860/7081B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2110F778860气相色谱仪
A2111X223ZR-3712 M双路烟气米样器

A2111X225-232ZR-3924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米样器
B1904X22DL-GM620林格曼黑度测烟望远镜
B2009X28/臭气米样器
B2112X42/真空米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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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说明
1·报告无本公司检测专用章、臼及骑缝章无效。

2·报告内容需填写齐全，无本公司授权签字人的签字无效。

"::3，报告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i4·检测委托方如对本公司检测报告有异议，须于自收到本检测报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我公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H，@5·由检测委托方自行采集的样品，则仅对送检样品的检测结果负责，不对样品来

源负责。

"6·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全部复印除外)。

7·未经本公司同意，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宣传和公开传播等。

"士，;不            公司简介             "，

··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U年3月，是率先从事环境检测类综

食性服务的社会化检测机构;坐落于枣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检测项目齐全，专业化程度高，配置了先进的大型试验仪器设备，采用了高效的实验室

管理系统(LiMs)，形成了水、气、土壤、噪声、固废、辐射等167 大类3970 项检测

;项目的全方位检测体系。多年来，公司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一直注重团队的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按照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保证检测工作科学公正、枚

测结果准确可靠。公司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管理理念，以强大的

检测能力、过硬的技术致力于打造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竭诚为社会各界提供一流

的专业化服务。

，:地址:枣庄高新区兴城街道宁波路258 号

。。廊政编码:277800 

号，;·电话:0632一578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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