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 测 报 告
Test Report

编号：XRD21010188804H-02

项目名称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自行监测

委托单位 :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类别 : 委托检测

报告日期 : 2021.02.07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



检 测 报 告 说 明

1. 报告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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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检测委托方如对检测报告有异议,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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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测试条件和工况变化大的样品、无法保存复现的样品，本公司仅

对本次所采集样品的检测数据负责。

6. 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检测数据负责，

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7. 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8.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本报告。

地址：济宁高新区产学研基地 A5楼 B座 B203号房

电话/传真：0537-3168781

邮箱：sdxrdzljc@163.com

邮编：272100

mailto:sdxrdzl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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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一、检测基本信息表

受检单位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样品状态 滤筒 样品来源 采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检出限 仪器名称

有组织废气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 685-2014 0.010mg/m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XRD-YQ008）

以下空白

备注 /

编制： 审核：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签字人： 签发日期： （检验检测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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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

表 1.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铸板 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01 38406 0.128 4.9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铅粉 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2101 37180 0.127 4.7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3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和膏 3#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15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3101 25780 0.124 3.20×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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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4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涂板 4#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4101 16473 0.135 2.2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5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5#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5101 41141 0.122 5.0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6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6101 40675 0.128 5.2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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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7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组装 7#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7101 46648 0.127 5.9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8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铸板 9#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8101 32614 0.124 4.0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9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铅粉 10#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9101 26093 0.125 3.26×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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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0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涂板 1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0101 31280 0.130 4.0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101 49399 0.128 6.3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2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3#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2101 47215 0.140 6.6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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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3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包板 14#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3101 49586 0.132 6.55×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4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组装 15#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4101 50365 0.127 6.40×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5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5101 52763 0.122 6.4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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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6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7# 烟道直径（m） 1.3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6101 63266 0.118 7.4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7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六车间组装 18#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7101 37160 0.116 4.3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8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七车间组装 19#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8101 103326 0.138 1.43×10-2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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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9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危废库 20#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

采样日期 2021.02.01 完成日期 2020.02.04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9101 25207 0.03 7.56×10-4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报告结束，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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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XRD21010188804H-10

项目名称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自行监测

委托单位 :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类别 : 委托检测

报告日期 : 2021.10.26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



检 测 报 告 说 明

1. 报告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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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检测委托方如对检测报告有异议,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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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测试条件和工况变化大的样品、无法保存复现的样品，本公司仅

对本次所采集样品的检测数据负责。

6. 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检测数据负责，

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7. 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8.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本报告。

地址：济宁高新区产学研基地 A5楼 B座 B203号房

电话/传真：0537-3168781

邮箱：sdxrdzljc@163.com

邮编：272100

mailto:sdxrdzljc@163.com


报告编号：XRD21010188804H-10 第 1 页 共 8 页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 测 报 告

一、检测基本信息表

受检单位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样品状态 滤筒 样品来源 采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检出限 仪器名称

有组织废气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 685-2014 0.010mg/m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XRD-YQ008）

以下空白

备注 /

编制： 审核：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签字人： 签发日期： （检验检测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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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

表 1.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铸板 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0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01 37824 0.116 4.39×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铅粉 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0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2101 38027 0.109 4.1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3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和膏 3#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15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0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3101 24138 0.126 3.0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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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4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涂板 4#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0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4101 14237 0.120 1.7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5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5#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5101 41975 0.122 5.1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6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6101 40315 0.117 4.7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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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7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组装 7#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7101 47488 0.131 6.22×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8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铸板 9#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8101 37252 0.128 4.7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9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铅粉 10#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9101 26311 0.136 3.58×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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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0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涂板 1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0101 31547 0.122 3.85×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101 50372 0.110 5.5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2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3#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2101 51344 0.122 6.26×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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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3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包板 14#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1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3101 50674 0.134 6.79×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4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组装 15#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4101 48366 0.113 5.4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5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5101 51855 0.128 6.6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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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6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7# 烟道直径（m） 1.3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6101 66254 0.137 9.78×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7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六车间组装 18#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7101 37549 0.112 4.2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8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七车间组装 19#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8101 15107 0.140 2.1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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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9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危废库 20#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

采样日期 2021.10.12 完成日期 2021.10.21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9101 23271 0.04 9.31×10-4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报告结束，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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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基本信息表 

受检单位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样品状态 滤筒、吸收管、滤膜、采水瓶 样品来源 采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检出限 仪器名称 

有组织废气 硫酸雾 离子色谱法 HJ 544-2016 0.2mg/m3 
离子色谱仪

（XRD-YQ011）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及修改单 
0.001mg/m3 

电子天平

（XRD-YQ013） 

硫酸雾 离子色谱法 HJ 544-2016 0.005mg/m3 
离子色谱仪

（XRD-YQ011）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T 15264-1994

及修改单 
5×10-4mg/m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XRD-YQ008） 

废水 

pH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 

智能便携式氧化还

原电位仪

（XRD-YQ215） 

悬浮物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5mg/L 
电子天平

（XRD-YQ013）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XRD-YQ005）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0.05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XRD-YQ005）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螯合萃取法） 
GB/T 7475-1987 0.010mg/L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XRD-YQ008）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测量方法 
GB 12348-2008 / 

多功能声级计
（XRD-YQ267） 

 本页以下空白     

      

      

备注 “ND”表示未检出 

 

编制：                 审核：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签字人：                签发日期：                      （检验检测专用章） 

 

  



 

 

报告编号：XRD21010188804H-11D 

 

第 2 页 共 14 页 

山东修瑞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 测 报 告 

二、检测结果 

表 1.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 

采样日期 2021.11.20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101 36523 0.27 9.86×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2#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0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101 35439 0.28 9.92×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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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3#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0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3101 36423 0.31 1.13×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4#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0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4101 33954 0.22 7.47×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5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5#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0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5101 25914 0.28 7.26×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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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6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6#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6101 24289 0.28 6.80×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7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7#二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7101 25247 0.39 9.85×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8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8#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8101 23517 0.42 9.88×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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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9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9#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9101 38156 0.30 1.14×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0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0#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0101 36384 0.31 1.13×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1#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2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1101 22854 0.24 5.48×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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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2#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2101 22051 0.22 4.85×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3#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3101 43218 0.25 1.08×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4#三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4101 23249 0.31 7.21×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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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5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5#六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1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5101 26054 0.27 7.04×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6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6#六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2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6101 37419 0.17 6.36×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7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7#六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2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7101 36259 0.21 7.61×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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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8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8#六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3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8101 46781 0.22 1.03×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9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19#七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3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19101 33278 0.25 8.32×10-3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0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20#七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3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0101 44269 0.26 1.15×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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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2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21#八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2.3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1101 62534 0.28 1.75×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22#八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2.3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2101 62345 0.22 1.37×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23#八车间加充 烟道直径（m） 1.5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3101 63956 0.26 1.66×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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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2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危废库 24 烟道直径（m） 1.5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酸雾中和塔 

采样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硫酸雾 FQ24101 37056 0.3 1.11×10-2 

标准限值 / / 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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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2.1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30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检测时间 样品编号 
检测结果

（mg/m3） 

标准限值

（mg/m3） 

颗粒物 

1#上风向 08:30-09:30 WQ1101 0.153 

0.3 
2#下风向 08:30-09:30 WQ2101 0.254  

3#下风向 08:30-09:30 WQ3101 0.287  

4#下风向 08:30-09:30 WQ4101 0.233  

硫酸雾 

1#上风向 08:30-09:30 WQ1101 0.013 

0.3 
2#下风向 08:30-09:30 WQ2101 0.013  

3#下风向 08:30-09:30 WQ3101 0.011  

4#下风向 08:30-09:30 WQ4101 0.013  

铅 

1#上风向 08:30-09:30 WQ1101 ND 

0.001 
2#下风向 08:30-09:30 WQ2101 ND 

3#下风向 08:30-09:30 WQ3101 ND 

4#下风向 08:30-09:30 WQ4101 ND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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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2.2 无组织废气气象条件检测结果 

检测日期 采样时间 天气状况 风向 风速(m/s) 气温(℃) 气压 (kPa） 

2021.11.24 08:20 晴 N 1.5 15.4 100.99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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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3.1 废水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车间排口 样品状态描述 无色、无味、液体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2021.11.24 
pH / / 7.6 6-9 

总铅 FS1101 mg/L 0.235 0.5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3.2 废水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废水总排口 样品状态描述 无色、无味、液体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2021.11.24 

pH / / 7.7 6-9 

悬浮物 FS2101 mg/L ND 140 

总磷 FS2101 mg/L 0.37 2.0 

总氮 FS2101 mg/L 4.23 40 

总铅 FS2101 mg/L 0.280 0.5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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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5 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厂界环境噪声 检测地点 厂界外 1 米 

检测日期 2021.11.24 完成日期 2021.11.24 

昼间风速（m/s） 1.6 夜间风速（m/s） 1.8 

检测点位 测点时段 测点时间 测量值（dB(A)） 标准限值（dB(A)） 

1# 东厂界 
昼间 08:25 60.5 65 

夜间 22:01 52.1 55 

2# 东厂界 
昼间 08:36 59.2 65 

夜间 22:16 52.1 55 

3# 南厂界 
昼间 08:49 61.6 65 

夜间 22:28 53.4 55 

4# 南厂界 
昼间 09:02 61.3 65 

夜间 22:46 53.7 55 

5# 西厂界 
昼间 09:16 59.9 65 

夜间 22:59 50.1 55 

6# 西厂界 
昼间 09:32 59.3 65 

夜间 23:20 51.4 55 

7# 北厂界 
昼间 09:49 62.3 65 

夜间 23:36 52.1 55 

8# 北厂界 
昼间 10:12 62.5 65 

夜间 23:51 52.6 55 

标准依据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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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基本信息表 

受检单位 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样品状态 滤筒 样品来源 采样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检出限 仪器名称 

有组织废气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 685-2014 0.010mg/m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XRD-YQ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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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 

表 1.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铸板 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01 35471 0.111 3.9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铅粉 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2101 36894 0.106 3.9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和膏 3#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15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3101 26145 0.122 3.19×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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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涂板 4#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4101 14856 0.117 1.7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5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5#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5101 43451 0.123 5.3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6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分刷板 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6101 42321 0.112 4.7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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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7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一车间组装 7#  烟道直径（m） 1.85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3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7101 47235 0.128 6.05×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8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铸板 9#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8101 38518 0.126 4.85×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9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铅粉 10#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9101 26241 0.136 3.5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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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0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涂板 11#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0101 33518 0.122 4.09×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1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2#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袋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1101 50894 0.114 5.80×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滚剪 13#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2101 52318 0.118 6.1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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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包板 14#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3101 51540 0.132 6.80×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4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三车间组装 15#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4101 47318 0.115 5.4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5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6#  烟道直径（m） 1.2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4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5101 51589 0.126 6.50×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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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6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四车间合金 17#  烟道直径（m） 1.3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铅烟净化器 

采样日期 2021.12.15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6101 66184 0.132 8.7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7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六车间组装 18#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5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7101 36357 0.112 4.07×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表 1.18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七车间组装 19#  烟道直径（m） 1.8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滤筒式除尘器 

采样日期 2021.12.15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8101 15128 0.135 2.04×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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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结果（续） 

表 1.19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测点名称 危废库 20#  烟道直径（m） 1.00 

排气筒高度(m) 20 处理设施 / 

采样日期 2021.12.15 完成日期 2021.12.20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标干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铅 FQ19101 23439 0.06 1.41×10-3 

标准限值 / / 0.5 / 

标准依据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备注  仅提供数据，不作评价。 

本报告结束，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