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行监测 2021 年度报告

一、自行监测结果

1.1 在线监测设备监测

表 3—1 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值汇总一览表

序号
监测

点位
测试项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在线仪器测定

均值（mg/L）
检出限

1

总排

放口

化学需氧量 COD 在线检测仪/CODcr-1400 11.642 100

2 氨氮 氨氮在线监测仪/NH3-N-1400 3.986 25

3 总磷 总磷在线水质分析仪/TPA-1400 0.08 3

4 总氮 总氮在线分析仪/TNA-1400 5.337 40

1.2 在线监测设备瞬时记录

图 1 项目现场氨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9月）



图 2 项目现场氨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0月）

图 3 项目现场氨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1月）



图 4 项目现场氨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2月）

图 5 项目现场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9 月）



图 6 项目现场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0 月）

图 7 项目现场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1 月）



图 8 项目现场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2 月）

图 9 项目现场总磷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9月）



图 10 项目现场总磷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0 月）

图 11 项目现场总磷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1 月）



图 12 项目现场总磷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2 月）

图 13 项目现场总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9月）



图 14 项目现场总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0 月）

图 15 项目现场总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1 月）



图 16 项目现场总氮在线自动分析仪瞬时记录一览表（12 月）



二、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

2.1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

监测项目 技术手段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设备型号 排放标准 排放限值 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色度 手动监测 1次/月 铂钴比色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40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

量（COD）
自动监测 连续监测 UV法 CODcr-1400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100mg/L 实时公布污水总排口

生化需氧

量（BOD）
手动监测 1次/月

微生物传感

器快速测定

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30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悬浮物 手动监测 1次/月 重量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30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氨氮 自动监测 连续监测 纳氏试剂法 NH3-N-1400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25mg/L 实时公布污水总排口

总氮 自动监测 1次/月
紫外分光光

度法
TNA-1400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40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磷 自动监测 1次/月
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TPA-1400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3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粪大肠杆 手动监测 1次/月 多管发酵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10000个/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菌 准》（GB16889-2008）表2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汞 手动监测 1次/月
冷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001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镉 手动监测 1次/月
等离子发射

光谱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01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铬 手动监测 1次/月
等离子发射

光谱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1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六价铬 手动监测 1次/月

二笨碳酰二

肼分光光度

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05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砷 手动监测 1次/月 原子荧光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1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总铅 手动监测 1次/月
等离子发射

光谱法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表2
0.1mg/L

采样后10日内，监测完成

后次日公开污水总排口



2.2 自行监测结果统计

全年生产天数：365 监测天数：365

自行监测结果

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全年监测次数 达标次数 全年超标次数

废水 总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4380 4380 0

氨氮 4380 4380 0

总磷 4380 4380 0

总氮 4380 4380 0

2.3 全年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2021 年项目垃圾渗滤液经渗滤液处理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量累计 40049T，根据项目现场

水质检测原始记录表，进行汇总再平均取值得出排放水：

COD：11.642mg/L；氨氮：3.986mg/L；总氮：5.337mg/L；总磷：0.08mg/L；项目污染物

年排放量见下表：

类别 污染物 年排放量

废水

化学需氧量 466.25kg

氨氮 159.64kg

总磷 3.20kg

总氮 213.74kg

2.4 固体废物的基本情况

2021年无产生固体废物。

2.5 固体废物的基本情况

我司废气是采用无组织排放。

2.6 按要求展开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我司未展开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进行监测。



2.6.1 废水监测报告























































2.6.2 废气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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