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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受南通帝人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环境监测中

心于 2015 年 4 月对该项目中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

源排放现状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现场监测，并根据

监测数据对公司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了核算。 

经监测，验收监测期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染一工场接管口废水中 CODCr 排放浓度超出《纺织染整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表 2间接排放标准。 

二、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该公司针对上述存在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取样点液位不

高，在排量较少时可能采了泥水混样，混入的泥渣导致了 COD超标，

该公司采取以下措施：工艺上强化污水处理效果，管理上加强内部监

测，液位上抬高储液量，确保 COD达标。 

在落实上述措施后，该公司委托我中心进行补充监测。 

三、补充监测内容 

    根据企业委托，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5 年 7 月 9 日～10日

进行了补充监测，内容详见表 3-1。 

表 3-1   废水监测内容、项目和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染一工场污水处理接管口

（S6） 
水量、pH、CODCr 

4次/天×2天 

（按规范要求，等时间间隔采样） 

 



南通帝人有限公司年产 1500 万米高档面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补充监测报告 

第 2 页共 3 页 

四、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表 4-1   废水排放标准         单位：mg/L, pH 无量纲 

种类 污染物 标准值 依据标准 

废水 

pH 6～9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4287-2012）表 2

间接排放标准 CODCr 200 

五、监测分析方法 

表 5-1  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类别 分析项目 监测依据 

废水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CODCr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1914-1989 

六、补充监测结果及评价  

补充监测期间工况满足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75%以上的

要求，详见表 6-1，质控情况见表 6-2，补测结果统计见表 6-3。 

表 6-1  监测期间工况 

产品名称 
设计年生产量 

（万米/年） 
监测日期 

监测期间日生产量 

（米/天） 

生产负荷 

（%） 

高档面料 1500 

2015年 7月 9日 45800 85.5 

2015年 7月 10日 48500 90.5 

注：年工作日以 280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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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质量控制情况表 

污染物 
样品
数 

平行样 加标样 标样 

平行样 

（个） 

检查率 

（%） 

合格率 

（%） 

加标样 

（个） 

检查率 

（%） 

合格率 

（%） 

标样 

（个） 

合格率 

（%）  

化学需氧

量 
8 2 25.0  100  /  /   /   1 100 

表 6-3  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频次 
pH值 化学需氧量 

无量纲 mg/L 

染一工场污水

处理接管口

（S6） 

2015/7/9 

第一次 7.37 44.2 

第二次 7.19 47.4 

第三次 7.20 48.2 

第四次 7.26 47.9 

平均值或范围 7.19~7.37 46.9  

2015/7/10 

第一次 7.54 46.7 

第二次 7.38 42.7 

第三次 7.32 41.1 

第四次 7.37 41.7 

平均值或范围 7.32~7.54 43.0 

标准值 6~9 2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七、补充监测总结论 

补测结果表明监测期间： 

染一工场接管口废水中 CODCr 排放浓度满足《纺织染整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表 2间接排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