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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

法人代表 白雪峰

地址 辽阳市宏伟区火炬大街 5号

社会信用代码 91211000701696207Q

企业地理位置 辽阳市宏伟区火炬大街 5号

行业类别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联系人 朱德成 联系方式 0419-5151101

自行监测

开展方式

1.废水和废气排放污染物采用自动监测、自行手工监测、外委手工监测相结合方

式；

2.厂界噪声采用手工监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1.工艺废气、燃烧废气、锅炉废气经过排放口有组织排放至大气，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

2.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向太子河，连续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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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监测项目

（1）点位及项目

序号 生产厂 排口编号 监测点位 污染物类别 监测项目

1. 热电厂 DA001 锅炉尾气排

放口 1#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2. 热电厂 DA002 锅炉尾气排

放口 2#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3. 热电厂 DA003 锅炉尾气排

放口 3#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4. 热电厂 DA004 锅炉尾气排

放口 4#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5. 油化 DA008 1#污水提升

池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苯，

甲苯，，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

6. 油化 DA009 污水提升池

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甲

苯，甲苯，苯，，挥发性有机物

7. 油化 DA010 3#污水提升

池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甲

苯，甲苯，苯，，挥发性有机物

8. 油化 DA011
53万 PTA装

置热煤炉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9. 烯烃 DA012
聚乙烯装置

火炬 11315火
炬气

工业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颗粒物

10. 烯烃 DA013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1
12001-1#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1. 烯烃 DA014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2
12001-2#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2. 烯烃 DA015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3
12001-3#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3. 烯烃 DA016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4
12001-4#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4. 烯烃 DA017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5
12001X-1#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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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烯烃 DA018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6
12001X-2#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

16. 烯烃 DA019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7
12001X-3#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7. 烯烃 DA020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8
12001X-4#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8. 烯烃 DA021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9
13027C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

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19. 烯烃 DA022

聚乙烯装置

有机固体物

料料仓 10
13027D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

20. 炼油 DA023

80t/h酸性水

处理酸性水

罐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硫

化氢，挥发性有机物

21. 炼油 DA024

3万吨新硫磺

回收装置焚

烧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硫化氢，二氧化硫

22. 聚酯 DA025
聚酯装置热

媒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3. 油化 DA026 连续重整装

置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氯化氢

24. 炼油 DA027

120t/h酸性水

处理酸性水

罐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硫化

氢，挥发性有机物

25. 油化 DA028

5万吨硫磺回

收装置焚烧

炉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硫化氢，氮氧化物，

颗粒物

26. 聚酯 DA029
聚酯装置尾

气洗涤塔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

27. 尼龙 DA033

5.36万醇酮装

置高压洗涤

塔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挥发

性有机物

28. 尼龙 DA035 老己二酸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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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洗涤塔排

放口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29. 尼龙 DA036

5.25万醇酮装

置高压洗涤

塔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挥

发性有机物

30. 芳烃 DA037

53万 PTA装

置预热器和

结晶器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甲

苯，，挥发性有机物

31. 尼龙 DA038
新己二酸排

气洗涤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32. 芳烃 DA039

53万 PTA装

置氧化反应

器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

甲苯，挥发性有机物

33. 芳烃 DA040

53万 PTA装

置结晶器和

母液过滤器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

甲苯，挥发性有机物

34. 尼龙 DA041

5.25万醇酮装

置低压洗涤

塔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挥

发性有机物

35. 芳烃 DA042

53万 PTA装

置泄放洗涤

塔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二

甲苯，挥发性有机物

36. 芳烃 DA043
公用车间低

压火炬 Y9001
火炬气

工业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

37. 尼龙 DA044

5.36万醇酮装

置低压洗涤

塔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挥

发性有机物

38. 芳烃 DA045

芳烃厂公用

车间H2502低
压火炬排放

口

工业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

39. 芳烃 DA046

芳烃厂污水

预处理车间

低压火炬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硫化氢，氨（氨气），

臭气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

40. 炼油 DA047
550万常减加

热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41. 油化 DA048 催化汽油加

氢装置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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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

42. 油化 DA049
裂解车间加

热炉 F-101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43. 油化 DA050
渣油加氢装

置加热炉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44. 烯烃 DA051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01X
烟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45. 烯烃 DA052
裂解车间裂

F102解炉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46. 烯烃 DA053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03X
烟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47. 烯烃 DA054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08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48. 烯烃 DA055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09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49. 烯烃 DA056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10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50. 炼油 DA057

160万加氢裂

化循环氢加

热炉 F1101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51. 炼油 DA058

160万加氢裂

化循环氢加

热炉 F1102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52. 炼油 DA059
160万加氢裂

化重沸炉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53. 烯烃 DA060
裂解车间裂

解炉 F111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54. 芳烃 DA061

140万连续重

整装置加热

炉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挥发性有机物，氯化氢

55. 练油 DA062
350万常减压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56. 芳烃 DA063
裂解车间加

热炉 F-201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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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炼油 DA064
制氢装置预

热炉 F2101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58. 炼油 DA065
制氢装置预

热炉 F2102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59. 炼油 DA066
制氢装置预

热炉 F2201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60. 炼油 DA067
制氢装置预

热炉 F2202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61. 炼油 DA068

3万吨老硫磺

回收装置焚

烧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硫化氢

62. 芳烃 DA069

28万 PX装

置，48万制苯

装置和 50万
连续重整加

热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63. 芳烃 DA070
52万 PX装置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64. 炼油 DA071

100万加氢精

制反应进料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65. 炼油 DA072

100万加氢精

制分馏塔加

热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66. 炼油 DA073

120万加氢精

制反应进料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67. 炼油 DA074

120万加氢精

制分馏塔加

热炉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68. 炼油 DA075

100万加氢裂

化反应进料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69. 炼油 DA076

100万加氢裂

化分馏塔进

料加热炉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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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芳烃 DA077
130万歧化装

置加热炉废

气排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71. 炼油 DA078

200万加氢精

制反应进料

加热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72. 炼油 DA079

200万加氢精

制分馏塔底

重沸炉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73. 炼油 DA080
炼油厂公用

车间低压火

炬排放口

工业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颗粒物

74. 芳烃 DA082

芳烃厂公用

车间 H2502-2
酸性气火炬

排放口

工业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颗粒物

75. 研究院 DA083
苯加氢催化

剂生产装置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76. 芳烃 DA084

53万 PTA装

置精制干燥

机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77. 新的 DA085
公用车间低

压火炬 Y701
火炬气

工业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

78. 动力 DA086

94#和 320#污
水处理装置

除臭设施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苯，

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硫化氢，臭气

浓度，甲苯，氨（氨气）挥发性有机

物，环己烷，甲醇

79. 动力 DA087

440#污水处

理装置除臭

设施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苯，

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硫化氢，臭气

浓度，甲苯，氨（氨气）挥发性有机

物，甲醇

80. 动力 DA087

450#污水处

理装置除臭

设施废气排

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氨（氨气），二甲苯，臭气

浓度，苯，硫化氢，甲苯，挥发性有

机物，四氯乙烯，乙二醇

81. 油化 DA089

重油催化裂

化烟气脱硫

脱硝装置烟

气脱硫洗涤

塔烟囱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镍及其化合物

82. 烯烃 DA090

裂解车间催

化剂再生罐

R104再生烟

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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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烯烃 DA092

裂解车间 C2、
C3加氢反应

器（催化剂再

生）R314再生

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84. 尼龙 DA093 T2403流化床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85. 尼龙 DA094 T403A流化床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86. 尼龙 DA095 T403B流化床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87. 烯烃 DA096

裂解车间

F110和 F111
的公用的烧

焦罐 V100再
生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88. 烯烃 DA097

裂解车间

F101和 F102
的公用的烧

焦罐 V101X
再生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89. 烯烃 DA098

裂解车间

F103X烧焦罐

V102X再生

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90. 烯烃 DA099

裂解车间

F108和 F109
的公用的烧

焦罐 V108再
生烟气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91. 炼油 DA100

50t/h酸性水

处理酸性水

罐废气排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硫化氢，挥发性有机物

92. 芳烃 DA101
二甲苯装车

油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93. 油化 DA103
油化厂储罐

油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94. 炼油 DA104

东油品 0309
汽油装车油

气回收设施

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95. 油化 DA106

废酸装置裂

解炉

3220-F661烟
气排气筒

工业废气

氧含量,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

量，颗粒物，硫酸雾，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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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芳烃 DA108

芳烃厂储罐

1400立油气

回收设施排

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97. 储运 DA109
储运厂首站

锅炉 G-2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

98. 芳烃 DA110

芳烃厂储罐

300立油气回

收设施排气

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99. 储运 DA111
储运厂首站

锅炉 G-4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

100. 尼龙 DA113
尼龙厂 N2O
减排装置废

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氮氧化物

101. 炼油 DA114
苯装车油气

回收设施排

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102. 炼油 DA115
东油品装车

油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103. 炼油 DA116
西油品装车

油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非甲

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

104. 储运厂 DA117
储运厂首站

锅炉 G-5废气

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105. 油化 DA128
汽油组分罐

隔油池除臭

设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硫化氢，

甲苯，苯

106. 烯烃 DA129 溶 剂 罐 除 臭

设施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挥发性有机物，硫化氢

107. 烯烃 DA130 裂 解 装 置 隔

油池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硫化氢，

甲苯，苯

108. 烯烃 DA131
聚乙烯装置粉料

全自动包装1♯
排气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

109. 烯烃 DA132

聚 乙 烯 装 置

粉 料 全 自 动

包装 2♯排气

筒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

110. 烯烃 DA133
聚丙烯装置

RTO焚烧炉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

机物，颗粒物

111. 烯烃 DA134 添加剂系统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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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吸风机排

放口
量，颗粒物

112. 烯烃 DA135
固 体 添 加 剂

加 料 站 排 放

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颗粒物

113. 烯烃 DA136 真 空 清 洁 系

统排放口
工业废气

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氧含

量，

颗粒物

114. 芳烃 DA137
二 甲 苯 再 蒸

馏 塔 重 沸 炉

废气排放口

工业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115. 厂区周边 无组织排放

温度，气压，风速，风向、苯、甲苯、

二甲苯、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氨、

硫化氢、氯化氢、苯并芘

116. 储运厂 鲅鱼圈 厂区周边 无组织排放
温度，气压，风速，风向、挥发性有

机物

117. 监测站点 环境空气
SO2、NO2、CO、PM10、降尘、酸

雨（雪）、PH、降水量、硝酸根

（2）大气监测频次

排放口 监测项目
排放 标

准
排放限值
mg/Nm3

监测

方式

监测频

次
方法标准

热电厂锅

炉废气排

放口 1#、
2#、3#、4#
DA001
DA002
DA003
DA004

颗粒物

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3223
—2011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5468-1991/GB/T
16157-1996

林格曼黑度 1级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

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398-2007

汞及其化合

物
0.03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

行）HJ543-2009

氮氧化物 2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二氧化硫 2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

1#污水提

升池排气

筒 DA008

苯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 苯系

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

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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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8-2017

污水提升

池排气筒
DA009

二甲苯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的

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14677-93，环境空气苯

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

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替
GB/T14670-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

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38—2015,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
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

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

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 苯系

物的测定活性炭的测定 活

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
相色谱法 HJ584-2010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3#污水提

升池排气

筒 DA010
甲苯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代替

GB/T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

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

化碳的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替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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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0-93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

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代替 GB/T14677-93环
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

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替 GB/T14670-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53万 PTA
装置热媒

炉废气排

放口
DA011

氮氧化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谈

氧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92-2014，固定污染

源排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酸碱

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

萘己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

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1
12001-1#
DA013

挥发性有机

物
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2
—2015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2
12001-2#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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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14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3
12001-3#
DA015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4
12001-4#
DA01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5
12001X-1#
DA017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6
12001X-2#
DA018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7
12001X-3#
DA019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8
12001X-4#
DA020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9 13027
CDA021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聚乙烯装

置有机固

体物料料

仓 10
13027D
DA022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80t/h酸性 挥发性有机 石油炼制 去除率≥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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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酸

性水罐废

气排放口
DA023

物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95%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硫化氢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3万吨新硫

磺回收装

置焚烧炉

废气排放

口 DA024

硫化氢 9.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二氧化硫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400 手工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 629-2011，定电位电

解法 HJ/T57-2000

聚酯装置

热媒炉废

气排放口
DA025

颗粒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

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

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谈

氧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92-2014，固定污染

源排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酸碱

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

萘己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

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2-1999

连续重整

装置排气

筒 DA026

二氧化硫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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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92-2014，固定污染

源排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酸碱

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

萘己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

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6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氯化氢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氯化氢的测

定硝酸银容量法 HJ548-2016
代替 HJ548-200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

酸汞分光光度法HJ/T27-1999

120t/h酸性

水处理酸

性水罐废

气排放口
DA027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硫化氢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5万吨硫磺

回收装置

焚烧炉废

气排放口
DA028

硫化氢 9.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二氧化硫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400 手工
1 次/

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

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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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酯装置

尾气洗涤

塔废气排

放口
DA029

颗粒物
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2
—2015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5.36万醇酮

装置低压

洗涤塔废

气排放口
DA033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老己二酸

排气洗涤

塔排放口
DA035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5.25万醇酮

装置高压洗

涤塔废气排

放口 DA036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hui

53万 PTA
装置预热

器和结晶

器废气排

放口
DA03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的

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吸

附-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14670-93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新己二酸

排气洗涤

塔排放口
DA038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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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53万 PTA
装置氧化

反应器废

气排放口
DA039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53万 PTA
装置结晶

器和母液

过滤器废

气排放口
DA040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5.25万醇酮

装置低压

洗涤塔废

气排放口
DA041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53万 PTA
装置泄放

洗涤塔废

气排放口
DA042

挥发性有机

物
/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93环境空气苯系物

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

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14670-93

5.36万醇酮

装置低压

洗涤塔废

气排放口
DA044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550万常减

加热炉废

气排放口
DA047

氮氧化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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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1570
—2015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催化汽油

加氢装置

烟气排气

筒 DA048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1烟气

排气筒
DA049

颗粒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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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渣油加氢

装置加热

炉烟气排

放筒 DA50

颗粒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2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1X烟

气排气筒
DA051

颗粒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2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裂解车间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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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炉

F-102裂解

炉烟气排

气筒
DA052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3X解

炉烟气排

气筒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3X烟

气排气筒
DA053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8解炉

烟气排气

筒 DA054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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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9烟气

排气筒
DA055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09烟气

排气筒
DA055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10解炉

烟气排气

筒 DA056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23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160万加氢

裂化循环

氢加热炉

F1101废气

排放口
DA057

氮氧化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160万加氢

裂化循环

氢加热炉

F1102废气

排放口
DA058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160万加氢

裂化加热

炉重沸炉

废气排放

口 DA059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24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111烟气

排气筒
DA060

颗粒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140万连续

重整装置

加热炉废

气排放口
DA061

氯化氢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氯化氢的测

定硝酸银容量法 HJ548-2016
代替 HJ548-200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

酸汞分光光度法HJ/T27-1999

挥发性有机

物
6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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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8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350万常减

压加热炉

废气排放

口 DA062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加热炉

F-201解炉

烟气排气

筒 DA063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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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制氢装置

预热炉

F2101废气

排放口
DA064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

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

气氮氧化物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制氢装置

转化炉

F2102废气

排放口
DA065

氮氧化物 15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

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

气氮氧化物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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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 HJ/T 57-2000

制氢装置

预热炉

F2201废气

排放口
DA06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制氢装置

转化炉

F2202废气

排放口
DA067

颗粒物 2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自动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3万吨老硫

磺回收装

置焚烧炉

废气排放

口 DA068

二氧化硫 400 手工
1 次/

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硫化氢 恶臭污染 9.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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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28万 PX装

置、48万制

苯装置和

50万连续

重整加热

炉废气排

放口
DA069

颗粒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自动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52万 PX装

置加热炉

废气排放

口 DA070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自动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100万加氢

精制反应

进料加热

炉废气排

颗粒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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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
DA071

—2015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100万加氢

精制分馏

塔加热炉

废气排放

口 DA072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120万加氢

精制反应

进料加热

炉废气排

放口
DA073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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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120万加氢

精制分馏

塔加热炉

废气排放

口 DA074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100万加氢

裂化反应

进料加热

炉废气排

放口
DA075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100万加氢

裂化分馏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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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进料加

热炉废气

排放口
DA076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自动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130万歧化

装置加热

炉废气排

放口
DA077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自动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200万加氢

精制反应

进料加热

炉废气排

放口
DA078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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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200万加氢

精制分馏

塔底重沸

炉废气排

放口
DA07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苯加氢催

化剂生产

装置废气

排放口
DA083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53万 PTA
装置精制

干燥机废

气排放口
DA084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月

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94#和 320#
污水处理

装置除臭

设施废气

排放口
DA086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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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15000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

比较式臭袋法
(GBT14675-1993)

硫化氢 1.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氨（氨气） 20kg/h 手工 1次/季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空气质量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69-1993

环己烷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100 手工
1次/半

年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

发布后实施

甲醇 50 手工
1次/半

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HJ/T 33

440#污水

处理装置

除臭设施

废气排放

口 DA87

硫化氢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1.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氨（氨气） 20kg/h 手工 1次/季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空气质量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69-1993

臭气浓度 15000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

比较式臭袋法
(GBT14675-1993)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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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440#污水

处理装置

除臭设施

废气排放

口 DA87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甲醇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50 手工
1次/半

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HJ/T 33

450#污水

处理装置

除臭设施

废气排放

口 DA088

己二醇 50 手工
1次/半

年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

发布后实施

四氯乙烯 100 手工
1次/半

年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

发布后实施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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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0-93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15000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

比较式臭袋法
(GBT14675-1993)

氨（氨气） 20kg/h 手工 1次/季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空气质量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69-1993

硫化氢 1.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重油催化

裂化烟气

脱硫脱硝

装置烟气

脱硫洗涤

塔烟囱
DA089

镍及其化合

物
0.5 手工 1次/季

大气固定污染源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63-2001

氮氧化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2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50 手工

自动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催化剂再

生罐 R104
再生烟气
DA09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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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C2、C3加
氢反应器

（催化剂

再生）R314
再生烟气
DA092

二氧化硫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T2403流化

床废气排

放口
DA093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T403A流

化床废气

排放口
DA094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T403B流

化床废气

排放口
DA095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裂解车间

F110和
F111的公

用的烧焦

罐 V100再
生烟气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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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96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裂解车间

F101和
F102的公

用的烧焦

罐 V101X
再生烟气
DA097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F103X烧

焦罐

V102X再

生烟气
DA098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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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裂解车间

F108和
F109的公

用的烧焦

罐 V108再
生烟气
DA099

颗粒物 2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氮氧化物 1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50t/h酸性

水处理酸

性水罐废

气排放口
DA100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硫化氢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二甲苯装

车油气回

收设施排

气筒
DA101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油化厂储

罐油气回

收设施排

气筒
DA103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东油品

0309汽油

装车油气

回收设施

排气筒
DA104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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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酸装置

裂解炉
3220-F661
烟气排气

筒 DA106

颗粒物

硫酸工业

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26132
—2010

5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硫酸雾 3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测

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HJ 544
－2009

二氧化硫 400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

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 /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芳烃厂储

罐 1400立
油气回收

设施排气

筒 DA108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储运厂首

站锅炉
G-2\G4\G5
废气排放

口
DA109\DA

111

颗粒物

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3271
—2014

6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3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氮氧化物 4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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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曼黑度 1级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

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398-2007

芳烃厂储

罐 300立油

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DA110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尼龙厂

N2O减排

装置废气

排放口
DA113

氮氧化物

无机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3
—2015 2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苯装车油

气回收设

施排气筒
DA114

挥发性有机

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东油品装

车油气回

收设施排

气筒
DA115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西油品装

车油气回

收设施排

气筒
DA116

挥发性有机

物

去除率≥
95%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汽油组分

罐隔油池

除臭设施

排气筒
DA128

硫化氢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苯 4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甲苯 15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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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0-93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溶剂罐除

臭设施排

气筒
DA129

挥发性有机

物
/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硫化氢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裂解装置

隔油池排

气筒
DA130

硫化氢 0.33kg/h 手工 1次/月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苯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4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环境空气苯系物

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甲苯 15 手工
1次/半

年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 苯系物

的测定 sepifu 活性炭吸附/二
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二甲苯 20 手工 1次/季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

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2010 代替 GB/T
14677-93环境空气苯系物测

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584-2010代
替 GB/T14670-93

挥发性有机

物
12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聚乙烯装

置粉料全

自动包装 1
♯排气筒
DA131

颗粒物
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2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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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8-2017

聚乙烯装

置粉料全

自动包装 2
♯排气筒
DA132

挥发性有机

物
10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3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聚丙烯装

置 RTO焚

烧炉废气

排放口
DA133

聚丙烯装

置 RTO焚

烧炉废气

排放口

氮氧化物 10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挥发性有机

物
6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50 手工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添加剂系

统抽吸风

机排放口
DA134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固体添加

剂加料站

排放口
DA135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真空清洁

系统排放

口 DA136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二甲苯在

蒸馏塔重

沸炉废气

排放口
DA137

氮氧化物

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1
—2015

15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污染源废气氮氧化

物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酸碱滴定法

HJ675-2013代替

GB/T13906-1992，盐酸萘己

二胺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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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43-1999，紫外分光

光度法 HJ/T42-1999

二氧化硫 10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HJ/T56-2000，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HJ629-2011，定点位电

解法 HJ/T 57-2000

颗粒物 20 手工

自动
1次/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厂界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14554
—93

20（无量

纲）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恶臭测定 单点比

较式臭袋法

（GBT14675-1993）

厂界 氨 1.5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纳氏试

剂比色法 GB/T 14668-1993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2009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69-1993，次氯酸钠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

厂界 硫化氢 0.06 手工 1次/季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GB/T14678-1993

厂界 氯化氢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0.2 手工 1次/季

固定污染源废气氯化氢的测

定硝酸银容量法 HJ548-2016
代替 HJ548-2009，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

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27-199

厂界 苯 0.4 手工
1 次/

季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热

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_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44-2013

厂界 甲苯 0.8 手工
1 次/

季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热

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_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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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44-2013

厂界 二甲苯 0.8 手工
1 次/

季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热

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2010 代替

GB/T14677-9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_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

584—2010 代替 GB/T

14670-9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44-2013

厂界 苯并芘 0.000008 手工
1 次/

年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

法 GB/T 15439-1995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

粒物中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 HJ646-201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

粒物中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

效液相色谱法 HJ647-2013

厂界 颗粒物 1.0 手工
1 次/

季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

定重量法 GB/T1543-1995

厂界 非甲烷总烃 4.0 手工
1 次/

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监测站 SO2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

0.15 手工
12 次/

月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

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

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

监测站 NO2 0.08 手工
12 次/

月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

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79-2009

监测站 CO 4 手工
12 次/

月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GB 9801-1988

监测站 PM10 0.15 手工
12 次/

月

环境空气中 PM10 和 PM2.5

的测定 HJT618-2011

监测站 降尘 手工
1 次/

月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

量法 GB/T 15265-1994

监测站

降水量

手工
不定

期

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

存 GB 13580.2-1992

PH
大气降水pH值的测定 电极

法 GB 13580.4-1992

硝酸根 大气降水中硝酸盐测定 G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CC1kA0E09CdCvDjvci1Azw3KuoS4cJ2gGkxS4JNhnIqDvn-fYB72bKXdBVzUJc9aZ4R-SD3xgZ7XqpKLJOR3K&wd=&eqid=d49c7bd6000023b7000000035bd7b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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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0.8-1992

储运厂厂

界

挥发性有

机物

石油炼制

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

准
GB31570
—2015

4mg/Nm 手工
1 次/

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各排放筒

烟气流量,
烟气温度,
烟气含湿

量,氧含量

/ 手工

与所

测排

放筒

的特

征污

染物

频率

相同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三、污水监测

（1）点位及项目

序

号
生产厂

排口编

号
监测点位 污染物类别 监测项目

1. 动力厂
DW021
/DW01

4
总排泵站 工业废水

流量、温度、PH、CODCr、石油类、硫化

物、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挥发酚、

BOD5、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乙苯、甲醇、氰化物、Cu、
Zn、Pb、Cr6+、As、总有机碳、总钒、氟

化物、四氯乙烯、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2. 厂区明

沟
DW018
/YS001 中央东沟 雨水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

浮物、氨氮、挥发酚、BOD5、苯、二甲

苯、甲醇、氰化物、Cu、Zn、Pb、Cr6+、
As

3.
厂区明

沟

DW020
/YS003 中央西沟 雨水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

浮物、氨氮、挥发酚、BOD5、苯、二甲

苯、甲醇、氰化物、Cu、Zn、Pb、Cr6+、
As

4.
厂区明

沟

DW019
/YS002 芳烃明沟 雨水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氨氮、悬

浮物

5.
厂区明

沟
05 油厂明沟 雨水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氨氮、悬

浮物、硫化物、流量

6.
厂区明

沟

DW072
/YS004 油化厂明沟 雨水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氨氮、悬

浮物、硫化物、流量

7. 厂外排

洪沟
07 东排洪沟 厂外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氨氮、悬

浮物、硫化物、BO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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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厂外排

洪沟
08 西排洪沟 厂外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氨氮、悬

浮物、硫化物、BOD5

9. 动力厂 09 94#排水
内部处理污

水
温度、PH、CODCr、石油类

10. 动力厂 10 440#排水
内部处理污

水
温度、PH、CODCr、石油类

11. 动力厂 11 450#排水
内部处理污

水
温度、PH、CODCr、石油类

12. 动力厂 12 稀释泵站
内部处理污

水
温度、PH、CODCr、石油类

13. 烯烃厂 13 烯烃 31# 厂内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流量

14. 烯烃厂 14 烯烃 42# 厂内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流量

15. 尼龙厂 15 尼龙 84# 厂内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流量

16. 尼龙厂 16 尼龙 88# 厂内明沟 温度、PH、CODCr、石油类、流量

17. 炼油厂 19 3万吨/年脱硫排

水

内部处理污

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氨氮

18. 炼油厂 20
4万吨/年脱硫排

水

内部处理污

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氨氮

19. 炼油厂 21
5万吨/年脱硫排

水

内部处理污

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氨氮

20. 热电厂 22 东侧排口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1. 热电厂 23 东区中和池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2. 热电厂 24 西区中和池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3. 热电厂 25 西北排口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4. 热电厂 26 灰坝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5. 热电厂 27 门卫排口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6. 热电厂 28 铁道排口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7. 热电厂 29 水塔排口 废水
PH、CODCr、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

氨氮、总磷、挥发酚

28. 炼油厂 DW009

550万和 350万
常减压蒸馏装置

电脱盐废水排放

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汞，烷基汞

29. 炼油厂 DW012 50t/h酸性水处理

装置废水排放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砷

30. 炼油厂 DW011 80t/h酸性水处理

装置废水排放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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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炼油厂 DW013
120t/h酸性水处

理装置废水排放

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砷

32. 尼龙厂
DW015
/DW01

4

5.25万醇酮装置

废水排放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铬

33. 尼龙厂
DW016
/DW01

5

5.36万醇酮装置

废水排放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铬

34. 研究院
DW017
/DW01

6

苯加氢催化剂中

试废水排放口
工业废水 流量，总镍

35. 油化厂
DW009
/DW02

2

重油催化裂化脱

硫洗涤塔废水排

放口

工业废水 总镍

36. 储运厂 DW001 鲅鱼圈 生活废水 PH、CODCr、氨氮、悬浮物

37. 储运厂 DW002 鲅鱼圈 生产废水
水温、流量、总有机碳、PH、CODCr、

石油类、氨氮、悬浮物

38. 储运厂 DW003 鲅鱼圈 污染雨水
水温、流量、总有机碳、PH、CODCr、

石油类、氨氮、悬浮物

39. 储运厂 DW004 鲅鱼圈 雨水排口 水温、流量、CODCr、石油类、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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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质监测频次

排放口 监测项目
排放限

值
执行标准 监测频次 方法来源

总排泵站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总排泵站 PH 6-9 1次/天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总排泵站 CODCr ≤50 1次/天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自

动）快速消解法

HJ/T399-2007， 重铬酸盐法

GB11914-1989

总排泵站 石油类 ≤3 1次/天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总排泵站 硫化物 ≤0.5
1次/工作

日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碘量法

HJ/T60-2000，气相分子吸收

光谱法 HJ/T200-2005，直接

显色分光光度法

GB/T17133-1997

总排泵站 悬浮物 ≤20 1次/天周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总排泵站 氨氮 ≤5/8 1次/天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流

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666-2013，流动注射水杨酸

分光光度法 HJ665-2013，水

蒸馏中和滴定 HJ573-2009，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6-2009，气相分子吸收光

谱 HJ/T195-2005

总排泵站 总磷 ≤0.5 1次/周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总排泵站 总氮 ≤15 1次/周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

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流动注射-盐酸萘

己二胺分光光度法

HJ668-2013 ，气相分子

吸收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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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199-2005

总排泵站 挥发酚 ≤0.3 1次/周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溴化容量法

HJ502-2009

总排泵站 BOD5 ≤10 1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2009

总排泵站 苯 ≤0.1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甲苯 ≤0.1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邻二甲苯
≤

0.2/0.4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间二甲苯
≤

0.2/0.4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对二甲苯
≤

0.2/0.4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乙苯
≤

0.2/0.4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总排泵站 甲醇 ≤3 1次/月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

法 GB 7919.4-1987

总排泵站 氰化物 ≤0.2 1次/月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

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总排泵站 Cu ≤0.5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铜的测定 2,9一二

甲基-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HJ486-2009代替GB7473-87，
铜的测定二己基二硫代氨基

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485-2009代替 GB7474-87

总排泵站 Zn ≤2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双硫腙分光光度

法 GB/T7472-1987

总排泵站 Pb ≤1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总排泵站 Cr6+ ≤0.5 1次/月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7-1987

总排泵站 As ≤0.5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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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1987

总排泵站 总有机碳 ≤15/20 1次/月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

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1-2009

总排泵站 总钒 ≤1.0 1次/月

水质 钒的测定 钽试剂

(BPHA)萃取分光光度法

GB/T 15503-1995
水质 钒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73-2013

总排泵站 氟化物 ≤10 1次/月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488—2009

总排泵站 四氯乙烯 ≤0.1 1次/半年

水质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HJ
620-2011）

总排泵站
可吸附有

机卤化物
≤1.0 1次/月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

（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T 83-2001

中央东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中央东沟 PH 6-9
1次/天每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中央东沟 CODCr ≤50 1次/天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中央东沟 石油类 ≤3 1次/天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中央东沟 氨氮 ≤5 1次/天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中央东沟 悬浮物 ≤20 1次/天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中央东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中央东沟 BOD5 ≤10 1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2009

中央东沟 苯 ≤0.1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中央东沟 二甲苯 ≤0.2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中央东沟 甲醇 ≤3 1次/月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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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GB 7919.4-1987

中央东沟 氰化物 ≤0.2 1次/月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

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中央东沟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中央东沟 Cu ≤0.5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东沟 Zn ≤2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东沟 Pb ≤1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东沟 Cr6+ ≤0.5 1次/月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7-1987

中央东沟 As ≤0.5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1987

中央西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中央西沟 PH 6-9 1次/天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中央西沟 CODCr ≤50 1次/天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中央西沟 石油类 ≤3 1次/天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中央西沟 氨氮 ≤5 1次/天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中央西沟 悬浮物 ≤20 1次/天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中央西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中央西沟 BOD5 ≤10 1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2009

中央西沟 苯 ≤0.1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52

中央西沟 二甲苯 ≤0.2 1次/月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 11890-1989

中央西沟 甲醇 ≤3 1次/月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

法 GB 7919.4-1987

中央西沟 氰化物 ≤0.2 1次/月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

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中央西沟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中央西沟 Cu ≤0.5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西沟 Zn ≤2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西沟 Pb ≤1 1次/月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中央西沟 Cr6+ ≤0.5 1次/月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

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7-1987

中央西沟 As ≤0.5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1987

芳烃明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芳烃明沟 PH 6-9 1次/天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芳烃明沟 CODCr ≤50 1次/天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芳烃明沟 石油类 ≤3 1次/天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芳烃明沟 氨氮 ≤5 1次/天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芳烃明沟 悬浮物 ≤20 1次/天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油厂明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油厂明沟 PH 6-9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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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油厂明沟 CODCr ≤50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油厂明沟 石油类 ≤3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油厂明沟 氨氮 ≤5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油厂明沟 悬浮物 ≤20
1次/工作

日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油厂明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油厂明沟 流量 — 1次/月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油化厂明

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油化厂明

沟
PH 6-9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油化厂明

沟
CODCr ≤50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油化厂明

沟
石油类 ≤3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油化厂明

沟
氨氮 ≤5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油化厂明

沟
悬浮物 ≤20

1次/工作

日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油化厂明

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油化厂明

沟
流量 — 1次/月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东排洪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东排洪沟 PH 6-9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东排洪沟 CODCr ≤50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东排洪沟 石油类 ≤3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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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排洪沟 氨氮 ≤5 1次/周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东排洪沟 悬浮物 ≤20 1次/周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东排洪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东排洪沟 BOD5 ≤10 1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2009

西排洪沟 温度 —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西排洪沟 PH 6-9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西排洪沟 CODCr ≤50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西排洪沟 石油类 ≤3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西排洪沟 氨氮 ≤5 1次/周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西排洪沟 悬浮物 ≤20 1次/周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西排洪沟 硫化物 ≤0.5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西排洪沟 BOD5 ≤10 1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

法 HJ 505-2009

94#排水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94#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94#排水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94#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320#排水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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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320#排水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320#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440#排水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440#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440#排水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40#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450#排水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450#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450#排水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50#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工作

日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稀释泵站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稀释泵站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稀释泵站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稀释泵站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烯烃 31#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烯烃 31#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烯烃 31# CODCr 执行内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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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标准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烯烃 31#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烯烃 31# 流量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烯烃 42#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烯烃 42#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烯烃 42#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烯烃 42#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烯烃 42# 流量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尼龙 84#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尼龙 84#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尼龙 84#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尼龙 84#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尼龙 84# 流量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尼龙 88# 温度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尼龙 88#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尼龙 88# CODCr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尼龙 88#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尼龙 88# 流量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3万吨/年 PH 执行内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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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排水 控标准 法 GB 6920-1986
3万吨/年
脱硫排水

COD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3万吨/年
脱硫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3万吨/年
脱硫排水

硫化物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水质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

HJ/T 60-2000
3万吨/年
脱硫排水

氨氮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4万吨/年
脱硫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4万吨/年
脱硫排水

COD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万吨/年
脱硫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4万吨/年
脱硫排水

硫化物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水质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

HJ/T 60-2000
4万吨/年
脱硫排水

氨氮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5万吨/年
脱硫排水

PH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5万吨/年
脱硫排水

COD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5万吨/年
脱硫排水

石油类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5万吨/年
脱硫排水

硫化物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水质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

HJ/T 60-2000.
5万吨/年
脱硫排水

氨氮
执行内

控标准
执行内控标准 1次/周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东

侧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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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热电厂东

侧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东

侧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东

侧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东

侧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东

侧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东

侧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东

侧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东

区中和池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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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西

区中和池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西

北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西

北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西

北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西

北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西

北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西

北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西

北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西

北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灰

坝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灰

坝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灰

坝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灰

坝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灰

坝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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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灰

坝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灰

坝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灰

坝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门

卫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门

卫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门

卫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门

卫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门

卫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门

卫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门

卫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门

卫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铁

道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铁

道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铁

道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铁

道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铁

道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铁

道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铁

道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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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铁

道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热电厂水

塔排口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1次/月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热电厂水

塔排口
COD ≤50 1次/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热电厂水

塔排口
石油类 ≤3 1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热电厂水

塔排口
氨氮 ≤5 1次/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热电厂水

塔排口
硫化物 ≤0.5 1次/月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

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热电厂水

塔排口
悬浮物 ≤20 1次/月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热电厂水

塔排口
挥发酚 ≤0.3 1次/月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热电厂水

塔排口
总磷 ≤0.5 1次/月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3-1989
550万和

350万常

减压蒸馏

装置电脱

盐废水排

放口

总汞 0.0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2011

550万常

减压蒸馏

装置电脱

盐废水排

放口

烷基汞 / 中控 1次/半年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GB/T14204-1993

50t/h酸性

水处理装

置废水排

放口

总砷 0.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5-1987

80t/h酸性

水处理装

置废水排

放口

总砷 0.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5-1987

120t/h酸
性水处理

装置废水

总砷 0.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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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口

5.25万醇

酮装置废

水排放口

总铬 1.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

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GB/T 7466-1987
5.36万醇

酮装置废

水排放口

总铬 1.5 中控 1次/月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

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GB/T 7466-1987
苯加氢催

化剂中试

废水排放

口

总镍 1.0 中控 1次/月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2-89

重油催化

裂化脱硫

洗涤塔废

水排放口

总镍 1.0 中控 1次/月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2-89

储运厂鲅

鱼圈生活

废水

PH 6-9

辽宁省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石油炼制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储运厂鲅

鱼圈生活

废水

CODCr ≤50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储运厂鲅

鱼圈生活

废水

氨氮 ≤8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生活

废水

悬浮物 ≤20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水温 / 1次/半年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流量 / 1次/半年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PH 6-9 1次/半年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CODCr ≤50 1次/半年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石油类 ≤3 1次/半年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储运厂鲅 氨氮 ≤8 1次/半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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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圈生产

废水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悬浮物 ≤20 1次/半年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储运厂鲅

鱼圈生产

废水

总有机碳 ≤20 1次/半年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

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1-2009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水温 / /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流量 / /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PH 6-9 /
水质_PH值的测定_玻璃电极

法 GB 6920-1986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CODCr ≤50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石油类 ≤3 /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氨氮 ≤8 /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悬浮物 ≤20 /
水质_悬浮物的测定_重量法

GB 11901-1989

储运厂鲅

鱼圈污染

雨水排口

总有机碳 ≤20 /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

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1-2009

储运厂鲅

鱼圈雨水

排口

水温 / 排放期间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1991

储运厂鲅

鱼圈雨水

排口

流量 / 排放期间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495-2009

储运厂鲅

鱼圈雨水

排口

CODCr ≤50 排放期间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储运厂鲅

鱼圈雨水
石油类 ≤3 排放期间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

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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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口 637-2018
储运厂鲅

鱼圈雨水

排口

氨氮 ≤8 排放期间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注：1、对蛤蜊、管桥和孤榆树的水样每年进行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三次采样，分析内容为温度、PH、COD、

石油类、硫化物、悬浮物、氨氮，方法标准对应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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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噪声监测项目

（1）点位、项目与频次

采样

点位

分析

内容
分析标准

标准限值

dB（A）
执行标准名称

分析

频次

厂界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
昼≤65，夜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
每月

一次

功能

区
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2008
昼≤65，夜

≤55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每季

度一

次

储运

厂鲅

鱼圈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
昼≤60，夜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

每季

度一

次

五、土壤与地下水监测

（1）点位、项目与频次

采样点位 分析内容 分析项目 执行标准名称 分析频次

DK11（厂内）

地下水

基本因子：

K+、Na+、Ca2+、
Mg2+ 、 CO32- 、

HCO3-、Cl-、SO42-、

pH、氨氮、硝酸盐、

亚硝酸盐、挥发性

酚类、氰化物、砷、

汞、铬（六价）、

总硬度、铅、氟化

物、镉、铁、锰、

溶解性总固体、耗

氧量、总大肠菌

群、细菌总数。

特征因子：石

油类、硫化物。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3次/年

小打白狐村南

（5#）

巴家岗子村北

（6#）

峨嵋村（9#）

孤榆树村北

（12#）

DK21（厂内）

CDK53（厂内）

储运厂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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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分析内容 分析项目 执行标准名称 分析频次

炼油厂

土壤

pH、含盐量、

砷、镉、铬（六

价）、铜、铅、

汞、镍、锌、六

六六总量、滴滴

涕总量、石油烃

（C10-C40）、苯

并[a]芘、氰化物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
1次/年

油化厂

芳烃厂

烯烃厂

尼龙厂

热电厂

动力厂

储运厂首站

储运厂鲅鱼圈



67

六、样品的采集、运输与保存方法

1. 样品的采集与运输

①现场采样人员应遵照采样方案的规定按相应的标准方法进行采样，并及时贴好

样品标签以免混淆，所采集样品如需特殊处理保存（如加固定剂、冷藏、避光等）的，

依据方法标准处置以防样品变质、损失。样品在采集运输中需避光、低温保存的样品，

要采取相应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如准备遮光布袋、保温瓶等。

②现场采样人员须认真填写现场采样记录，详细记录现场可能对样品代表性有影

响的情况，并按样品运输要求保管样品，在样品的运输途中确保样品的完整性，及时

清点样品并将样品移交至样品管理员手中。

③样品管理员负责样品交接，接收样品时应记录样品的状态，在认真清点样品数

量及查看标签正确无误后在交接记录上签字，然后交分析人员行检测。

2.样品的保存

①检测样品应有专门且适宜的贮存场所。样品应分类存放、标识清楚，帐物一致。

样品贮存环境应无腐蚀、清洁、干燥且通风良好，并有干温、湿度计监控环境条件。

②对要求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贮存的样品，应严格控制环境条件，定期加以记录。

有毒有害的危险样品应隔离存放，做好明显标记。某些水样及生物样品需在低温下保

存，应有必要的冰箱及降温设施。

③检测完毕需保存的样品应贴好测试完毕的标签进行样品规范保存。样品保留时

限依据方法标准要求。

3.现场监测

①现场监测前，各种监测仪器须进行电路、气路及数据信号传输系统的检验，必

须保证使用的各类监测仪器状态良好，确保现场监测的正常进行。使用仪器必须经过

检定或校准且贴有合格标识。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应有使用记录。

②监测人员必须携带监测仪器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和检测原始记录。进行现场监

测的各类仪器设备必须有两名以上人员会操作。

③进行现场监测时，必须确保被测环境条件不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和有效，如果

现场环境条件不符合测试条件，应停止监测。对设施系统检测时，设施运行状况必须

满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以保证测定结果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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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行检测结果公示

（一）公布方式：网站公布

网 址 ： 辽 宁 省 国 家 重 点 监 控 企 业 自 行 监 测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http://218.60.25.88/Main/City/11aedebc-cc2a-49de-8d10-7a38287fdf6f

（二）公布内容

1. 外排污水。

2. 废气。

3. 厂界环境空气。

4. 厂界噪声。

5. 土壤和地下水。

八、质量控制措施

1. 采购监测仪器时，严格审查设备厂商资质，要求必须取得相关生产、制造和销

售许可，从源头上把好监测质量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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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保存、运输样品。同时，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

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考核持证上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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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试行）HJ/75-2007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

4.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

技术规范》（试行）HJ/T355-200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试行）HJ/T356-2007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方法比对试验及质控样试验、现场校验。

5. 废气手工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试行）HJ/T373-2007进行。

6. 废水手工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进

行。

7. 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GB12348-2008）中规定的要求进行。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

http://218.60.25.88/Main/City/11aedebc-cc2a-49de-8d10-7a38287fdf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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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声级计。

8. 监测数据按照质控要求管理，保留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报告。

九、信息记录

信息记录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的要求进行。

1、信息记录

手工监测的记录内容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和交接记录、质控记录。

自动监测运维记录内容包括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

统校准、校验工作等；仪器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校准、维

护保养、维修记录等。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理状况

2、信息报告

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a）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b） 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施）全年运行

天数，各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超标情况、浓度分布情况；

c） 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d）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e） 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十、附图 监测点位示意图

1、厂界噪声监测点

厂界噪声监测点沿厂界布设，每隔 100米布设一个点位，共计 148个厂界噪声监

测点位，如下图所示，黑色边框线为厂界线，红点处为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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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示意图-厂界噪声

2、厂界环境空气监测点

厂界环境空气监测点按照风向布设，上风向布设 1个监测点位，下风向布设 3个

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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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组织排放源监测点

监测点位示意图——有组织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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