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 

 

    为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按照《国家

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

号），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要求，根据我公司的实际生产情况，制定了 2017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并严格执行。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艾云涛 

所属行业：火力发电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新华屯 

邮政编码：163815 

联系人：  许晓宇 

电   话：0459—6912293  手机：17745250035 

 

地理位置：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

区新华屯，距大庆市区约 76km。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24°3ˊ59" ；

北纬：46°8ˊ5"（附位置图） 

 

 



 

 

生产周期：全年连续生产 

联系方式：0459-6912293   手机：17745250035 

委托监测机构：  

（二）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 

1、主要工程组成、主要原料及产品 

主要工程组成：共二台机组，一台为 5 号机组，容量 1×200MW

超高压，另一台为 6 号机组，容量为 1×330MW亚临界；燃料为煤、



凝汽机组。 

主要原料及产品：煤、电 

2、工程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工艺流程图见图表三）：火电厂运行的主要生产工艺

流程是将原煤磨成煤粉后，送入锅炉中燃烧，把水加热成高温、高压

蒸汽，送入汽轮机中膨胀做功，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汽轮机带动发

电机发电，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锅炉产生的烟气经脱硝、除尘器、

脱硫后，采用高烟囱排放；除尘器除下来的灰和炉底渣经除灰渣系统

进行综合利用或送至贮灰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分别采取相应的

措施处理，并回收重复利用。 

 

 
 

污染处理设施名称及工艺流程： 

废气处理： 

5 号机组的废气主要是燃煤在锅炉内燃烧产生的烟气，采用低氮



燃烧+SCR 技术，降低 NOx 浓度，经设计除尘效率大于 99.9%的电袋复

合除尘器（1 电场区+2 袋区）处理后，通过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

硫系统来降低 SO2浓度，最后通过一座高度 123m，出口直径 4.5m 的

烟囱排入大气；6号机组的烟气主要是燃煤在锅炉内燃烧产生的烟气，

采用低氮燃烧+SCR技术，降低 NOx 浓度，经设计除尘效率大于 99.7%

的静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系统来降低 SO2

浓度，经脱硫出口安装除尘效率大于 80%的湿式电除尘降低烟气中颗

粒物浓度，最后通过一座高度 183m，出口直径 5m 的烟囱排入大气。 

 

 



    废水处理：我公司建设有污水处理站，厂区生活污水和工业生产

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重复利用，达到废水零排放。 

1、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电厂的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采用湍流凝聚接触絮凝沉淀法，处理能

力为 7200m3/d，用于处理家属区、商服区生活污水。其流程为： 

 

拦污栅生活污水 污水储存池 污水潜污泵 污水调节池

污水提升泵列管混合器

混凝剂、助凝剂

翼片隔板反应池接触絮凝斜板沉淀池

污泥排至污泥储存池 污泥泵 除灰前池

二氧化氯消毒

回用水池 回用水泵 至生产现场

     

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进行加氯消毒后用于输煤、除灰系统冲

洗除尘用水补充水。 

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 

2、工业污水处理系统 

  本期工程工业污水采用处理能力为 7200m3/d 处理设备，处理

工艺同生活污水。用于处理厂区生活污水、化学过滤器反冲洗水、主

厂房杂用废水等，处理后回用于输煤、除灰系统冲洗除尘用水补充水。 

      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可满足电厂杂用水水质要求。 

排放口名称： 烟囱，位于东经：124°3ˊ59" ；北纬：46°8

ˊ5"，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院内，标示牌位于烟囱底部醒目位

置。 

自动监测设备名称：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CEMS，5 号机组 CEMS 小

间位于吸收塔厂房内独立控制室，6 号机组 CEMS 小间位于吸收塔旁

边独立控制室。 

二、污染物排放自监测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监测点位 

5号机组安装在吸收塔入口和出口水平烟道中间位置烟道平稳处，

共 2 点位；6 号机组安装在吸收塔入口水平烟道和出口垂直烟道中间

位置烟道平稳处，共 2 点位。 

2、监测指标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或颗粒物）及特征污染物。 

3、监测频次   



自动监测：厂区 5、6 号机组各 2 个点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尘、流量全天实时监测。在线监测设备的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部

门联网，并且省环境监察局每季度进行一次比对监测。 

手工监测：上述 4个点位，烟尘、汞每季度核查监测 1次。 

在线监测数据已通过有效性审核，手工监测数据可以使用在线监

测数据。 

4、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 

5 号机组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烟尘排放浓度控制在 30mg/m3以内，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控制在

200mg/m3以内，NOx排放浓度控制在 200mg/m3以内，汞排放浓度控制

在 0.03mg/m3以内；6 号机组执行超低排放标准，烟尘排放浓度控制

在 10mg/m3以内，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控制在 35mg/m3以内，NOx排放

浓度控制在 50mg/m3以内，汞排放浓度控制在 0.03mg/m3以内。 

5、监测方法和仪器     

按照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 

其中颗粒物：激光后散射法，仪器为在线粉尘烟度计；SO2：NDIR

不分光红外法，仪器为二氧化硫检测仪； NO：NDIR 不分光红外法，

仪器为氮氧化物检测仪；O2：电化学法，仪器为氧气检测仪；流速：

S 型皮托管法，仪器为流速检测仪；温度：热电偶/偶法，仪器为温

度检测仪；湿度：电容法，仪器为湿度检测仪。 

（二）废水监测 

我公司无废水外排，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利用，

灰场内的水经灰场沉淀池沉淀后打回现场回用，废水达到零排放，因

此无水质污染物。 

每月监测一次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及灰场回用水水质。 



监测指标 

pH 值、化学耗氧量、悬浮物、氟化物、砷化物、挥发酚、氨氮、

石油类等。 

（三）厂界噪声监测 

1、监测点位 

在厂界外各方向设置，共设 12 个监测点（监测点位示意图见附

件 1） 

2、监测指标 

昼、夜等效声级。 

3、监测频次 

厂界外的 12个点位，每季度监测 1次。 

    4、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我公司执行二

级标准，昼间执行 60dB,夜间执行 50 dB，厂界周围无噪声敏感点。 

5、监测方法和仪器 

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监测方法为声级计法，仪器为

HS5633B型声级计。 

（四）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要求执行。 

1、贮灰场水监测 

监测点位 

按 照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GB18599-2001）要求， 

我公司在灰场周围设置设置三口监测井，两口为地下水监测井，

一口为渗漏液监测井。 



监测井具体位置见下图： 

 

一号监测点位于灰场提升泵站外，处于地下水流动方向的上游，

井口直径约 80cm，井深 90 米，井为砖混结构，井内有潜水泵，可以

将井内的水抽出进行取样。如下图： 

 

 

 

 

 

                                            1号监测井 

 

 

 

                                  1号监测井 



二号监测点位于灰场沉淀池附近，处于地下水流动方向的下游，

井口直径约 80cm，井深 120 米，井为砖混结构，井内有潜水泵，可

以将井内的水抽出进行取样。如下图： 

2号监测井 

    三号监测点设在灰水储存池，储存池内的水为灰场内的水。储存

池面为 80×30 米，底为 60×15米，容积为 5760m3池内的水经沉淀后

打回现场回用。此监测点做为渗滤液取样点。 

 

                                          3号监测井 



监测指标 

pH 值、浊度、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砷、硝酸盐氮、磷酸盐

等。 

监测频次 

灰场管理站地下监控井每季度进行 1次监测。 

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的Ⅲ类标准 

污染物 标准值（mg/L） 依据标准 

pH值 6.5～8.5（无量纲） 

《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

（GB/T14848-93）中的Ⅲ类标

准 

浊度 ≤1.0 

氟化物 ≤1.0 

高锰酸盐指数 ≤3.0 

砷 ≤0.05 

磷酸盐 ≤1.0 

硝酸盐氮 ≤10.0 

  2、贮灰场环境颗粒物监测 

我们在贮灰场上风向和下风向分别设置一个监测点，监测贮灰场

环境颗粒物浓度。 

监测频次：每季度一次 

监测依据：GB/T15432-1995 

浓度标准：1.0mg/m3 

标准依据：GB16297-1996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要求执行。粉煤灰综合

利用，我公司利用粉煤灰、石膏作为添加剂生产水泥，并与大庆辉华

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签定粉煤灰购销合同，与吉林市连春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签订石膏购销合同，与大庆润龙科技开发公司签定炉底渣购销合

同。 



三、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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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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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执行监测方案。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

验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分析测试记

录、监测报告等。 

四、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 

（一）对外公布方式：省环境保护厅网站。 

    （二）公布内容：企业名称、排放口及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

染物种类及浓度、标准限值、达标情况、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三）公布时限： 

1、自动监测结果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1 小时

均值），次日公布。 

2、手工监测结果 

手工监测结果应于每次监测完的次日公布。 

3、年度报告 

每年 1 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附件 1 厂区平面布置及噪声点位布设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