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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为 1000-1400 m。主要为寒武、奥陶系、石炭系（C）、二叠系（P）。

睢县处华北中新生代盆地的南部边缘，属华北地台。新构造运动在老构造运动上

发育，逐渐形成了睢县周堂至宁陵东西向的古隆起。基底深度为 400-800 m，经测定

其耐力为 12-20 T/m2。古隆起的南部和东北部边缘是两条东西向、西北向大断裂线，

北为民权沿黄河故道大堤，东交宁陵断层线。经尤吉屯、帝丘交于睢县断层线。睢县

断层，经董店北交兰考断层。

新华夏构造体系使地层形成向西下落的阶梯断裂和断块。帝丘至榆厢为一断裂。

北部断裂构造发育，由西向东呈阶梯状。西北部基底最深处可达 1800 m，最浅处只

有 500 m。

在中奥陶系灰岩沉积的同时睢县周堂和孙聚寨一带有火山岩活动，其岩性为花岗

斑岩、石英正长岩和花岗长岩。

睢县不在地震活动的集中地。从历史上看无大地震，解放前夕到现在，虽有几次

有感地震，但震级均在 4级以下，无任何损失。

4.1.4 气候与气象特征

睢县地处东亚中纬度地带，为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春季

温暖干旱多大风，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凉爽长日照，冬季寒冷雨雪少。全县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2266.5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51%，平均每天只有 5.2 小时。年平均气温

为 14.1℃。全年月平均气温以 1 月最低为-0.7℃，7 月最高为 27.1℃；极端最高气温

达 42.3℃，极端最低气温为-15.7℃。全县历年平均初霜日为 10月 31日，无霜期 213

天。睢县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干热风、大风、雷暴、雨涝、冰雹等。

4.1.5 水文

4.1.5.1 地表水

睢县属淮河流域，主要河流有惠济河、通惠渠、蒋河、祁河、小温河、涧岗沟、

申家沟等，主要湖泊有城湖，面积达 266.7公顷。均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1.5024亿 m3。

惠济河，发源于开封市济梁闸，流经开封市区、杞县后进入商丘境内，流经睢县、

柘城县后进入鹿邑县，然后出境进入安徽省境内，于安徽省亳县大刘庄注入涡河。惠

济河在商丘境内全长 89.2km，流域面积 1246km2，水体功能区划为Ⅳ类水质。惠济

河上设置有两个省控断面：睢县板桥和柘城砖桥，分别控制开封市和商丘市出境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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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惠济河西南，距离惠济河 2.4公里。

通惠渠是惠济河的第二大支流，源于兰考县代庄南，流向东南，经民权县尹店乡

寄岗村入睢县境内，在白庙乡洼刘村西南入惠济河。通惠渠在睢县境内全长 19.5km，

流域面积 263.5km2，水体功能区划为Ⅳ类水质。

本项目清净下水经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通惠渠，后汇入惠济河。

4.1.5.2 地下水

睢县浅层地下水较为丰富，可开采量为 1.4267亿m3，强富水区面积为 624.8 km2，

约占全县面积的 67.98%。

中层水属弱富水区，顶板厚度为 40~60 m。含水层累计厚度为 5~10m。岩性以细

沙为主，单位出水量为 1-5 吨/时·米。北部 80~100 m深度，以下水质为矿化度小于

2 克/升淡水。中、南部地区为 2~5克/升的微咸水。

深水层，北部属于中等富水区，埋深为 160~300 m，含水层累计厚度为 20~40 m。

南部属于弱富水区，埋深为 160~350 m，含水层厚度为 10~20 m。水质为矿化度 2~5

克/升的微咸水。

睢县地下肥水资源比较丰富。初步调查，全县肥水区面积约为 9561 亩。主要分

布在城关镇、长岗、河堤、西陵寺等地。肥水埋深一般在 40 m左右。含氮量 70~80

克/立方米之间，是一种很宝贵的自然肥源。

4.1.5.3 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根据《河南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和《河南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本项目位于睢县尚屯镇，主要涉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为睢县尚屯镇

地下水井（共 1眼井），其一级保护区范围：取水井外围 40米的区域。

根据调查，尚屯镇及所辖村庄用水均由该集中饮用水水源通过管网供给，该集中

饮用水水源位于荒庄西侧、S325道路北侧，本项目拟建厂址位于尚屯镇地下水井南

侧 2700m处。

4.1.6 历史文物古迹

睢县全县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8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2处。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寿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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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吕祖庙、汤斌贤良祠、乔寨遗址、周龙岗遗址、睢州故城遗

址、匡城古城墙遗址、东关清真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刘庄平民夜校、隋唐大运河遗址、无忧寺塔、汉代古城墙遗

址、祁庄豫东中共抗日联络站旧址、东关基督教堂、睢县一中综合楼、王氏三烈故居。

根据调查，本项目拟建厂址及评价范围内无历史文物古迹。

4.2 区域污染源调查

本项目拟选厂址周围环境良好，周围 3km范围内主要为自然村庄，收入主要以

农业种植及畜禽养殖为主。根据调查，评价范围内企业较少，主要为木材加工企业，

集中在评价范围内西北部，位于荒庄村与韩庄村之间，距离拟建厂址约 2.8公里。

根据调查，大气评价范围内无在建、拟建的与本项目排放同类污染物的项目。

4.3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4.3.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4.3.1.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布点

（1）常规因子及特征因子（除二噁英）监测点位

为了解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单位委托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 月 6~12 日对评价区域的环境空气进行了现状监测，监测内容见表 4.3-1，

点位经纬度坐标见表 4.3-3，监测点位布设图 4.3-1。

表 4.3-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点位及监测项目

序

号
监测点位

与烟囱方

位、距离
布点功能 常规因子 特征因子

1 周寨 SW，1310m 0°

SO2、NO2、

NOX、PM2.5、

PM10、CO、

TSP

Pb 、Cd 、Hg 、HCL、氟

化物（F）

2 齐庄 E，455m 90°
Pb 、Cd 、Hg 、HCL、氟

化物（F）、H2S、NH3

3 高庄 NE，800m 180°

Pb、Cd、Hg、HCL、氟化

物（F）

4 郭庄 NW，820m 270°

5 荒庄 N，2000m 下风向加密

6 尚屯 NE，2080m 下风向加密

7 厂址 厂址内 / / H2S、N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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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噁英监测点位

环发【2008】82号文中明确指出：在垃圾焚烧电厂试运行前，需在厂址全年主

导风向下风向最近敏感点及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点附近各设 1 个监测点进行大气中

二噁英监测。本项目二噁英委托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于 2017年

4月 10~11日进行监测。

表 4.3-2 二噁英现状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点位 与烟囱方位、距离 布点功能 特征因子

1 周寨 SW，1310m 次主导风向下风向

二噁英
2 高庄 NE，800m 下风向最近敏感点

3
二噁英最大浓

度点
N，810m 下风向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点附近

表 4.3-3 监测点位具体经纬度坐标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具体经纬度坐标

1 常规因子及

特征因子

（除二噁

英）

周寨 N34°24′08.21′′ E114°57′59.24′′.

2 齐庄 N34°24′45.65′′ E114°58′41.36′′.

3 高庄 N34°25′16.49′′ E114°58′34.86′′.

4 郭庄 N34°25′10.90′′ E114°57′50.17′′.

5 荒庄 N34°26′08.96′′ E114°57′42.01′′.

6 尚屯 N34°25′47.90′′ E114°59′09.46′′.

7 厂址 N34°24′45.92′′ E114°58′19.40′′.

8 二噁英 周寨 E:114°57'59.24",N:34°24'08.21"

9 高庄 E:114°58'34.86",N:34°25'16.49"

10 二噁英最大浓度点 E:114°57'58.21",N:34°25'14.34"

4.3.1.2 监测因子、时间及频率

常规因子：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粒

径小于等于 2.5µm）（PM2.5）、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µm）（PM10）和总悬浮颗粒

物（TSP）；

特征因子：一氧化碳（CO）、铅（Pb）、镉（Cd）、汞（Hg）、氟化物（F）、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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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HCl）、硫化氢（H2S）、氨（NH3）以及二噁英。

监测时间及频率：详见表 4.3-4。
表 4.3-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因子、监测时间及监测频率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SO2、NO2、NOx、
CO、氟化物（F）、

HCl
连续采样 7天

1小时平均
(02:00,08:00,14:00,20:00) 每小时至少有 45分钟的采样时间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采样时间

PM10、PM2.5 连续采样 7天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采样时间

TSP、Pb 连续采样 7天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4个小时采样时间

Cd 连续采样 7天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采样时间

Hg 连续采样 7天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采样时间

NH3、H2S 连续采样 7天
1小时平均

(02:00,08:00,14:00,20:00) 每小时至少有 45分钟的采样时间

二噁英 连续采样 3天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4个小时采样时间

4.3.1.3 监测及分析方法

表 4.3-5 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1 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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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均值：

0.005 mg/m3

多波长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

日均值：

0.003 mg/m3

2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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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均值：

0.007 mg/m3

日均值：

0.004 mg/m3

3 硫化氢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B）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第四版增补版

0.001 mg/m3

4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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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mg/m3

（小时均值）

0.003 mg/m3

（日均值）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4-125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5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0.01 mg/m3

6 氯化氢

离子色谱法（B）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第四版增补版

0.003 mg/m3 离子色谱仪

7
PM10、

PM2.5

环境空气 PM10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18-2011
0.010 mg/m3

万分之一

天平
8

总悬浮颗

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 mg/m3

9 铅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金属元素的测定

HJ 657-2013

0.6 ng/m3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10 镉 0.03 ng/m3

11 汞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B）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第四版增补版

3×10-3 μg/m3
原子荧光

光度计

12 一氧化碳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T 9801-1988
0.3 mg/m3

一氧化碳

测试仪

13 氟化物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0-2009
0.9 μg/m3 pH计

4.3.1.4 评价方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采用占标率对环境空

气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评价，即质量浓度值占相应标准质量浓度限值的百分比，评价公

式如下：

Pi=Ci / C0i×100%

式中：Pi—i污染物占标率；

Ci—i污染物的监测值；

C0i—i污染物的评价标准。

4.3.1.5 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监测期间，同步监测气象条件见表 4.3-6，监测点位为周寨。

表 4.3-6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监测日期 气象状况 气温 风速 风向 气压

2017.04.06 晴 10.4℃~21.2℃ 1.2~1.9 m/s 东风 100.9~101.4 kpa

2017.04.07 晴 10.1℃~20.8℃ 1.4~1.9 m/s 东风 100.9~101.4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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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日期 气象状况 气温 风速 风向 气压

2017.04.08 阴 8.5℃~17.8℃ 1.7~2.4 m/s 东风 101.0~101.6 kpa

2017.04.09 多云 7.4℃~16.1℃ 1.9~2.6m/s 东北风 101.1~101.6 kpa

2017.04.10 阴 5.1℃~13.4℃ 1.5~2.1m/s 西北风 101.2~101.7 kpa

2017.04.11 晴 9.2℃~19.6℃ 1.1~1.6 m/s 西南风 100.9~101.5 kpa

2017.04.12 晴 10.2℃~21.1℃ 1.4~1.9 m/s 西风 100.9~101.4 kpa

表 4.3-7 监测期间云量

气象参数

检测日期

及数据

检测时间

气象数据

2017.

04.06

2017.

04.07

2017.

04.08

2017.

04.09

2017.

04.10

2017.

04.11

2017.

04.12

低云量

02:00~02:45 1 1 1 2 1 1 1

08:00~08:45 1 1 1 1 1 1 1

14:00~14:45 1 1 1 2 1 1 1

20:00~20:45 1 1 1 1 1 1 1

总云量

02:00~02:45 3 3 4 5 5 3 2

08:00~08:45 3 2 4 5 5 3 3

14:00~14:45 2 2 5 4 4 2 3

20:00~20:45 2 3 5 4 4 2 2

4.3.1.6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评价结果

（1） 二氧化硫（SO2）

表 4.3-8 SO2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

率(%)

周寨 15~43 3.0~8.6 / / 25~33 16.67~22.00 / /

齐庄 18~43 3.6~8.6 / / 26~34 17.33~22.67 / /

高庄 15~45 3.0~9.0 / / 26~34 17.33~22.67 / /

郭庄 17~43 3.4~8.6 / / 27~34 18.00~22.67 / /

荒庄 17~42 3.4~8.4 / / 27~34 18.00~22.67 / /

尚屯 18~46 3.6~9.2 / / 27~36 18.00~24.00 / /

标 准 500μg/m3 150μg/m3

各监测点 SO2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15~46μg/m3，占标率范围 3.0%~9.2%，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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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浓度范围在 25~27μg/m3，占标率范围 16.67%~24.00%，各监测点 SO2小时平均浓

度和日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度要求。

（2） 二氧化氮（NO2）

表 4.3-9 NO2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周寨 9~28 4.5~14.0 / / 17~22 21.25~27.50 / /

齐庄 11~30 5.5~15.0 / / 17~24 21.25~30.00 / /

高庄 10~31 5.0~15.5 / / 18~23 22.50~28.75 / /

郭庄 9~31 4.5~15.5 / / 17~23 21.25~28.75 / /

荒庄 10~32 5.0~16.0 / / 14~25 17.50~31.25 / /

尚屯 10~32 5.0~16.0 / / 18~24 22.5~30.00 / /

标 准 200μg/m3 80μg/m3

各监测点 NO2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9~32μg/m3，占标率范围 4.5%~16.0%，日平

均浓度范围在 14~25μg/m3，占标率范围 17.50%~31.25%，各监测点 NO2小时平均浓

度和日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度要求。

（3） 氮氧化物（NOx）

表 4.3-10 NOx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周寨 11~40 4.4~16.0 / / 21~31 21.0~31.0 / /

齐庄 14~39 5.6~15.6 / / 20~30 20.0~30.0 / /

高庄 15~34 6.0~13.6 / / 23~29 23.0~29.0 / /

郭庄 12~36 4.8~14.4 / / 20~31 20.0~31.0 / /

荒庄 15~39 6.0~15.6 / / 22~30 22.0~30.0 / /

尚屯 14~37 5.6~14.8 / / 17~31 17.0~31.0 / /

标 准 250μg/m3 100μg/m3

各监测点 NOx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11~40μg/m3，占标率范围 4.4%~16.0%，日平

均浓度范围在 17~31μg/m3，占标率范围 17.0%~31.0%，各监测点 NOx小时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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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度要求。

（4） 颗粒物（PM2.5）

表 4.3-11 PM2.5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μ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62~83 82.67~110.67 0.11 14.29

齐庄 62~80 82.67~106.67 0.07 42.86

高庄 66~85 88.00~113.33 0.13 57.14

郭庄 58~80 77.33~106.67 0.07 42.86

荒庄 65~82 86.67~109.33 0.09 71.43

尚屯 60~76 80.00~101.33 0.01 14.29

标 准 75μg/m3

各监测点 PM2.5日平均浓度范围在 58~85μg/m3，占标率范围 77.33%~113.33%，

各监测点 PM2.5日平均浓度均有超标现象，最大超标倍数 0.11，超标率 14.29%~71.43%，

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度要求。PM2.5日平均

浓度超标原因主要与春季风大该地区易起扬尘有关，同时与 S325省道交通流量、区

域人为活动有关。

（5） 颗粒物（PM10）

表 4.3-12PM10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μ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118~145 78.67~96.67 / /

齐庄 107~145 71.33~96.67 / /

高庄 104~130 69.33~86.67 / /

郭庄 103~143 68.67~95.33 / /

荒庄 116~149 77.33~99.33 / /

尚屯 102~133 68.00~88.67 / /

标 准 150μg/m3

各监测点 PM10日平均浓度范围在 102~149μg/m3，占标率范围 68.00%~99.33%，

各监测点 PM10日平均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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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浓度要求。但监测值占标率较高，甚至已接近标准值，主要与北方天气干燥，春季

风大，易起扬尘有关。

（6） 总悬浮颗粒物（TSP）

表 4.3-13 TSP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μ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190~232 63.33~77.33 / /

齐庄 180~246 60.00~82.00 / /

高庄 180~220 60.00~73.33 / /

郭庄 180~230 60.00~76.67 / /

荒庄 200~242 66.67~80.67 / /

尚屯 190~220 63.33~73.33 / /

标 准 300μg/m3

各监测点 TSP日平均浓度范围在 180~246μg/m3，占标率范围 60.00%~82.00%，

各监测点 TSP日平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浓

度要求。

（7） 一氧化碳（CO）

表 4.3-14 CO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m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标

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m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周寨 0.5~1.0 5~10 / / 0.6~0.8 15~20 / /

齐庄 0.5~1.0 5~10 / / 0.6~0.8 15~20 / /

高庄 0.5~1.1 5~11 / / 0.6~0.9 15~22.5 / /

郭庄 0.5~1.0 5~10 / / 0.6~0.7 15~17.5 / /

荒庄 0.5~1.1 5~11 / / 0.7~0.8 17.5~20 / /

尚屯 0.5~1.2 5~12 / / 0.7~1.1 17.5~27.5 / /

标 准 10mg/m3 4mg/m3

各监测点 CO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0.5~1.2mg/m3，占标率范围 5%~12.0%，日平

均浓度范围在 0.6~1.1mg/m3，占标率范围 15%~27.5%，各监测点 CO小时平均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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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浓度均能同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

（8） 铅（Pb）

表 4.3-15 Pb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m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3.92×10-5~4.58×10-5 5.60~6.54 / /

齐庄 5.06×10-5~5.69×10-5 7.23~8.13 / /

高庄 5.32×10-5~6.30×10-5 7.60~9.00 / /

郭庄 5.05×10-5~7.40×10-5 7.21~10.57 / /

荒庄 7.18×10-5~9.01×10-5 10.26~12.87 / /

尚屯 6.52×10-5~9.99×10-5 9.31~14.27 / /

标 准 0.0007mg/m3

各监测点 Pb 日平均浓度范围在 3.92×10-5~9.99×10-5mg/m3，占标率范围

5.60%~14.27%，各监测点 Pb日平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浓度要求。

（9） 镉（Cd）

表 4.3-16 Cd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μ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0.90×10-3~1.18×10-3 6.43~8.43 /

齐庄 1.56×10-3~2.44×10-3 11.14~17.43 / /

高庄 1.27×10-3~4.17×10-3 9.07~29.79 / /

郭庄 1.79×10-3~2.90×10-3 12.79~20.71 / /

荒庄 2.02×10-3~2.80×10-3 14.43~20.00 / /

尚屯 2.06×10-3~2.96×10-3 14.71~21.14 / /

标 准 0.014μg /m3

各监测点 Cd 日平均浓度范围在 0.90×10-3~4.17×10-3μg/m3，占标率范围

6.43%~29.79%，各监测点 Cd日平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日平均浓度折算标准（按照 HJ/T2.2-93中日均、年均浓度值比例 0.33：0.12折算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4-131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得出）。

（10）汞（Hg）

表 4.3-17 Hg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μg /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N.D. 1.07 / /

齐庄 N.D. 1.07 / /

高庄 N.D. 1.07 / /

郭庄 N.D. 1.07 / /

荒庄 N.D. 1.07 / /

尚屯 N.D. 1.07 / /

标 准 0.14μg /m3

注：未检出数据以“N.D.”表示，计算占标率时按检出限一半计算，下同。

各监测点 Hg日平均浓度均未检出，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日平均浓度折算标准（按照 HJ/T2.2-93中日均、年均浓度值比例 0.33：0.12折算

得出）。

（11）氯化氢（HCl）

表 4.3-18 氯化氢（HCl）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mg/m3)

占标率范

围(%)
最大超标

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m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周寨 N.D. 20 / / N.D. 66.7 / /

齐庄 N.D. 20 / / N.D. 66.7 / /

高庄 N.D. 20 / / N.D. 66.7 / /

郭庄 N.D. 20 / / N.D. 66.7 / /

荒庄 N.D. 20 / / N.D. 66.7 / /

尚屯 N.D. 20 / / N.D. 66.7 / /

标 准 0.05mg/m3 0.015mg/m3

各监测点 HCl小时平均浓度未检出，日平均浓度未检出，各监测点 HCl小时平

均浓度和日平均浓度均能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住区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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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12）氟化物（F）
表 4.3-19 氟化物（F）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监测值范围
(μg/m3)

占标率范围
(%)

最大超

标倍数
超标率
(%)

周寨 1.0~1.6 5.0~8.0 / / 0.9~1.1 12.86~15.71 / /

齐庄 1.0~1.6 5.0~8.0 / / 1.1~1.3 15.71~18.57 / /

高庄 1.0~1.8 5.0~9.0 / / 1.0~1.2 14.29~17.14 / /

郭庄 1.1~1.8 5.5~9.0 / / 0.9~1.2 12.86~17.14 / /

荒庄 1.0~1.8 5.0~9.0 / / 1.0~1.2 14.29~17.14 / /

尚屯 1.0~2.0 5.0~10.0 / / 1.0~1.3 14.29~18.57 / /

标 准 20μg/m3 7μg/m3

各监测点氟化物（F）小时平均浓度范围 1.0~2.0μg/m3，占标率范围 5.0%~10.0%，

日平均浓度范围 0.9~1.3μg/m3，占标率范围 12.86%~18.57%，各监测点氟化物（F）

小时平均浓度和日平均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

标准浓度要求。

（13）硫化氢（H2S）
表 4.3-20 硫化氢（H2S）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m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齐庄 N.D.~0.003 5.0~30.0 / /

厂址 N.D.~0.004 5.0~40.0 / /

标 准 0.01mg/m3

各监测点 H2S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N.D.~0.004mg/m3，占标率范围 5.0%~40.0%，

各监测点 H2S小时平均浓度均能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住

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14）氨（NH3）

表 4.3-21 氨（NH3）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小时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mg/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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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庄 0.011~0.017 5.5~8.5 / /

厂址 0.011~0.018 5.5~9.0 / /

标 准 0.20mg/m3

各监测点 NH3小时平均浓度范围在 0.011~0.017mg/m3，占标率范围 5.5%~9.0%，

各监测点 NH3小时平均浓度均能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住

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15）二噁英

表 4.3-22 二噁英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项目

监测点

日均浓度值

监测值范围(pgTEQ/m3) 占标率范围(%)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率(%)

周寨 0.055~0.084 3.33~5.09 / /

高庄 0.055~0.069 3.33~4.18 / /

最大落地浓度点 0.051~0.072 3.09~4.36 / /

标 准 1.65 pgTEQ/m3

周寨二噁英日均值分别为 0.055~0.084pgTEQ/m3，占标率范围 3.33%~5.09%；高

庄二噁英日均值为 0.055~0.069pgTEQ/m3，占标率范围 3.33%~4.18%；最大落地浓度

点二噁英日均值分别为 0.051~0.072pgTEQ/m3，占标率范围 3.09%~4.36%。

环发【2008】82号文中指出，在我国尚未制定二噁英环境质量标准的前提下，

参照日本年均浓度标准（0.6pgTEQ/m3）评价。根据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

环境》（HJ/T2.2-93）中 8.1.2.5的规定：一次浓度、日均浓度、年平均浓度的换算关

系为 1、0.33、0.12。日本年均浓度标准值（0.6pgTEQ/m3）换算成日均浓度值为

1.65pgTEQ/m3，按照此标准评价，项目地块附近采样点的大气中二噁英浓度符合环发

【2008】82号文的要求。

4.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4.3.2.1 监测断面、监测时间、监测因子

区域地表水质量现状利用惠济河睢县板桥、柘城砖桥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常规监

测结果进行评价。主要监测因子：COD、氨氮、总磷。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见图 1.4-4。

4.3.2.2 评价标准

地表水体惠济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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