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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于 1992年 6月成立，2007年 3月在

深交所上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较大的塑封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产品包括

TO-92、TO-126、TO-220、TO-3P系列和大中小功率三极管引线框架、SOT系列的表面

贴装引线框架及 IC系列的集成电路引线框架共约 200种（100余种）规格，公司同时生

产半导体键合金丝及铜丝等，上述产品均以世界先进的技术研究开发并组织生产，产品

质量受到 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保证体系的控制。

基于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和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规划实施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及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

（QFN）生产线项目。项目征地 53亩，新建厂房 75000m2，引进注塑机、切断成型机、

自动检测机、曝光机、贴带机等生产设备，新增全自动电镀线 15条（包括 IC自动清洗

线 2条），全自动蚀刻线 5条。上述建设内容部分位于新建厂房，部分位于现有老厂区

内。项目实施后将实现新增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

路框架（QFN）的生产规模。

2011年 12月，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

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本项目环评），同月，宁波市环境保护

局以“甬环建[2011]86号”文对本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以下简称环评批复），同意本项

目于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扩建。由于第一阶段实际建设过程中，部分生产

线位置调整以及新增 LED框架产品前处理线等情况，在征得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同意后，

2015年 1月，委托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

项目补充环评报告》（以下简称补充环评）。

根据计划，项目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建设的 8条电镀线、2条清洗线及 12台注塑

机等其他配套设施已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经宁波市环境保护局验收通过（甬环验

[2016]25号）；第二阶段建设的 5 条电镀线及 5 条蚀刻线均位于新厂区，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9年 6月竣工，2019年 7月投入试运行，2019年 10月编制了第二阶段

验收监测方案，2019年 12月 12日至 13日进行了第二阶段验收现场监测，2020年 7月

编制了第二阶段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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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8.31）；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29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4.29修订）；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11）；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7.16修订）；

9）《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1.22修订）；

10）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办法》（2007. 02）。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生

态环境部，2018.5.15）。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 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甬环建[2011]86号，2011.12）；

2）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一期）、3000

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甬环验

[2016]25号，2016.10）；

3）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

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报批稿）（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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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

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补充环评报

告》（2015.01）；

5）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一期）、3000

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甬环验

[2016]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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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988号（中心经度

121.602986，中心纬度29.823653），东侧为宁波佳虹实业有限公司，南侧为金源路，西

侧为下应北路，北侧为宁波茂祥金属公司。项目地理位置见图3-1。

本项目第二阶段建设的生产线均位于新厂区厂房二内，配套的废水处理设施位于厂

房二东侧，废气处理设施位于厂房二楼顶；厂房一为企业后续发展预留。第二阶段建设

的 5条蚀刻线由环评的老厂区实际建设调整至新厂区，调整后蚀刻线位置更远离环境敏

感点；电镀生产线布置情况见表 3-1。本项目厂界 100m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

新厂区主入口位于厂区南侧的金源路，厂区南部西侧为 1幢干部宿舍、1幢员工宿

舍、东侧厂房一；北部为厂房二；废水处理设施位于厂房二东侧。本项目厂区总平面布

置见图 3-2。

图 3-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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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项目厂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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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电镀生产线布置情况

序

号
名称 型号 环评（数量）位置 补充环评（数量）位置

第一阶段（数

量）位置（验收）

第二阶段（数

量）位置

合计

（数量）
备注

一 电镀线 / 15条，其中 4条位于

老厂区

15条，其中 10条位于

老厂区，5条位于新厂

区

10条均位于老

厂区

5条均位于新

厂区
15条

电镀线总数与

环评一致，第

二阶段建设电

镀线数量在环

评范围内

1 高速局部镀

银线

进行高密度集

成电路框架

（QFN）产品

电镀

共 4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2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2条。

共 4条：

框架车间（老厂区）3
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1条

共 4条：

引线框架事业

部（老厂区）3
条。

蚀刻事业部（老

厂区）1条。

/ 共 4条 /

2 高速局部镀

银线

进行 LED 框

架产品电镀

共 5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5条。

共 5条：

金丝/光电事业部（老厂

区）3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2条

共 3条：

金丝/光电事业

部（老厂区）3
条。

厂房二（新厂

区）2条 共 5条

第二阶段建设

的电镀线数量

在环评范围

内，位置与环

评相符

3 IC自动清

洗线
/

共 2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1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1条。

共 2条：

金丝/光电事业部（老厂

区）1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1条

共 2条：

金丝/光电事业

部（老厂区）1
条。

蚀刻事业部（老

厂区）1条。

/ 共 2条 /

4 高速局部镀

银线

进行高密度集

成电路框架

（QFN）产品

湿菲林电镀

共 4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1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3条。

共 4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3条
光电事业部（新厂区）

1条

共 1条：

蚀刻事业部（老

厂区）1条。

厂房二（新厂

区）3条 共 4条

第二阶段建设

的电镀线数量

在环评范围

内，位置与环

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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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蚀刻框架生

产线
/

共 5条：

蚀刻事业部（老厂区）

5条。

/ /
共 5条：

厂房二（新厂

区）

共 5条

第二阶段建设

的蚀刻线数量

在环评范围

内，位置有所

调整。

从上表可以看出，电镀线总数与环评一致，第二阶段建设电镀线数量在环评范围内，蚀刻线建设位置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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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3.2.1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

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

 建设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扩建；

 环评单位：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批复单位：宁波市环境保护局（甬环建[2011] 86号，2011.12）；

 废水处理设计单位：湖州森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废气处理设计单位：昆士通环保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根据计划，项目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建设的 8条电镀线、2条清洗线及 12台

注塑机等其他配套设施已于 2016年 10月 17日经宁波市环境保护局验收通过（甬环

验[2016]25号）；第二阶段建设的 5条电镀线及 5条蚀刻线均位于新厂区厂房二，于

2019年 7月投入试运行，目前生产设备及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本项目第

二阶段的基本建设情况见表 3-2。

表 3-2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类别 环评及批复内容 建设情况

建设

地址
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 相符

建设

内容

全自动电镀线 15条（包括 2条 IC自动清洗线），

蚀刻框架生产线 5条及冲床、注塑等设备（其中

老厂区建设电镀线 3条、IC自动清洗线 1条）。

第一阶段建设的 8条电镀线、2条清洗

线及 12台注塑机等其他配套设施已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经宁波市环境保护

局验收通过（甬环验[2016]25号）。

第二阶段建设内容为 5 条电镀线及 5
条蚀刻线，均位于新厂区厂房二。生产

线数量在环评范围内，电镀线建设位置

与环评相符，蚀刻线建设位置由环评的

老厂区调整至新厂区。

环保

工程

废水

处理

新增建设 2处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原

蚀刻事业部新增一处生产废水预处理

设施，预处理后的综合废水纳入原有污

水处理厂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光电

事业部（新厂区）新建一整套预处理和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第二阶段建设内容均位于新厂区，废水

处理利用新厂区新建的一座废水处理

站处理。

废气

处理

建设 5 套逆流式填料吸收塔+5 座 25m
排气筒，单套设计风量 10000m3/h（其

第二阶段配套建设 2套废气处理设施，

位于新厂区厂房二楼顶；分别处理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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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1）本项目建设地址与环评相符，第二阶段建设的内容在环评范围内。

2）第二阶段配套建设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满足环评要求。

3.2.2产品方案及规模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建设内容的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在环评范围内，具体

见表 3-3。

表 3-3 本项目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系 列 单位 环评产能
第一阶段设

计产能

第二阶段设

计产能

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 LED 亿只 50 30 20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

（QFN） QFN 万条 3000 1875 1125

中老厂区建设 2套）。 线产生废气及蚀刻线产生的废气，单套

风量及排气筒高度符合环评。其中：

1、电镀废气处理设施（2#），风机风

量为 6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

第二阶段建设的 5 条电镀线产生的废

气。

2、蚀刻废气处理设施（1#），风机风

量为 3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

第二阶段建设的 5 条蚀刻线产生的废

气。

配套

工程

给水 由工业园区自来水管网供给。 相符

供电 由市政电网供给。 相符

供热
采用电加热管加热，无供气系统和锅炉

供热系统。
相符

排水

采取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生产废水经

处理后部分回用，剩余部分与生活污水

一起排入鄞州中心区污水管网，最终经

宁波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奉化

江。雨水经雨水井收集后集中排至厂区

附近内河。

1、新厂区基本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

流。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通过 1
个雨水排放口排至厂区西侧内河内。

2、生产废水经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后，

部分回用于生产，部分与生活污水一起

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再进入宁波南区污

水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最终排入奉化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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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主要生产装置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已建设的主要生产设备在环评范围内，详见表 3-4。

表 3-4 本项目已建主要生产设备 单位：条/台

名称 型号
环评

数量

第一阶段数

量

第二阶

段数量
合计 备注

全自动电镀线 / 15 10 5 15 一致

其

中

高速局部镀银线
进行高密度集成电路

框架（QFN）产品电镀
4 4 0 4 一致

高速局部镀银线

进行高密度集成电路

框架（QFN）产品湿菲

林电镀

4 1 3 4 一致

高速局部镀银线
进行 LED框架产品电

镀
5 3 2 5 一致

IC 自动清洗线 / 2 2 0 2 一致

蚀刻框架生产线 / 5 0 5 5 一致

注塑机 JT40AD 30
JSW 6 0

12 -18
沙迪克 6 0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项目第二阶段共建设 5条电镀生产线和 5条蚀刻框架生产线，

建设内容在环评范围内。

3.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本项目第二阶段 2019年 10-12月各产品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见表 3-5至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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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LED引线框架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名称
重要组分

单位 10月 11月 12月 实际单耗

（/亿只）

环评单耗

（/亿只）
对比情况

名称 含量

铜带 铜 95% t 149.979 153.312 156.645 99.986 97.074 3.00%

铁带 铁 99% t 12.064 12.332 12.600 8.042 7.8848 2.00%

氰化银 Ag 80.50% kg 426.884 436.371 445.857 284.590 237 20.08%

氰化银钾 Ag 54.20% kg 151.121 154.479 157.837 100.747 82.6 21.97%

电解铜 Cu 99% kg 192.216 196.488 200.759 128.144 126.4 1.38%

氰化亚铜 Cu 70.80% kg 78.034 79.768 81.502 52.023 54.4 -4.37%

塑料粒子 PPA / t 74.880 76.544 78.208 49.920 48 4.00%

DLF 除油粉 / / kg 209.502 214.158 218.813 139.668 135.6 3.00%

工业硫酸 H2SO4 98% kg 783.552 800.964 818.377 522.368 492.8 6.00%

氰化钾 KCN / kg 397.530 406.364 415.198 265.020 252.4 5.00%

氢氧化钾 KOH / kg 100.674 102.911 105.148 67.116 65.8 2.00%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 10月至 12月 LED引线框架主要原辅材料除了氰化银和氰化银钾外，其他实际单耗与环评相当。根据调查，

氰化银和氰化银钾实际单耗较环评增加的原因是，实际生产中取消了白银的使用，用氰化银和氰化银钾取代白银，故氰化银和氰化银钾

用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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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名称
重要组分

单位
消耗量

实际单耗 环评单耗 对比情况
名称 含量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铜带 Cu 95% t 24.973 25.528 26.083 0.296 0.300 -1.34%
电解铜 Cu 99% kg 364.795 372.902 381.008 4.323 4.380 -1.29%

氰化亚铜 Cu 70.80% kg 145.262 148.490 151.718 1.722 1.883 -8.57%
氰化银 Ag 80.50% kg 399.321 408.195 417.068 4.733 4.330 9.30%

氰化银钾 Ag 54.20% kg 136.275 139.304 142.332 1.615 1.328 21.62%
去油粉 kg 193.403 197.701 201.998 2.292 2.300 -0.34%
硫酸 98% L 57.858 59.143 60.429 0.686 0.700 -2.04%
乳酸 L 2127.541 2174.819 2222.098 25.215 25.550 -1.31%

氰化钾 KCN kg 304.181 310.940 317.700 3.605 3.650 -1.23%
碳酸钠 Na2CO3 kg 2310.998 2362.353 2413.709 27.390 28.000 -2.18%

氢氧化钠 NaOH kg 2873.981 2937.848 3001.714 34.062 35.000 -2.68%
盐酸 HCl 36% L 182.321 186.372 190.424 2.161 2.200 -1.78%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 10月至 12月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主要原辅材料除了氰化银钾外，其他实际单耗与环评相当。根

据调查，氰化银钾实际单耗较环评增加的原因是，实际生产中用氰化银钾取代了白银的使用，故氰化银钾用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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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水源及水平衡

本项目生产及生活用水来源市政自来水，生产废水经处理后部分回用，部分纳入市

政污水管网，送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奉化江。

由于厂区污水站承担全厂废水处理（包括新、老项目产生的废水），无法单独统计

本项目第二阶段废水情况，故本次统计的废水量为全厂废水情况；2019年 12月 12日至

13日废水处理情况见表 3-7。

表 3-7 废水处理情况 单位：t
时间 12月 12日 12月 13日

外排水量 405.8 415.8

回用水量 3106.4 3003.4

实际日均外排水量 410.8

环评全厂日均水量 451.4

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 88.1%

环评批复要求中水回用

率
87.2%

注：全年生产时间 350天。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12月12日至13日，实际全厂日均外排量410.8t，在环评全

厂废水排放量范围内（451.4t/d，158000t/a）。另外，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为88.1%，满

足环评批复要求（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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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生产工艺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已建设的生产线中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产品湿

菲林生产线的湿菲林及电镀生产工位与环评有所调整；冲制及切断依托原有项目；其余

与环评相符。

3.5.1LED框架生产工艺

LED框架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精密冲制、电镀、注塑、检验包装四大部分组成，其

中冲制及切断依托原有项目，总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4。

工艺流程简介：

1）冲制工段

LED框架冲制在冲制车间精密高速冲床内完成。精密冲制是在室温下，利用安装在

压力机上的模具，对在模具里的板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分离或塑性变形，从而获得所

需零件的一种压力加工方法。冲制加工因制件的形状、尺寸和精度的不同，所采用的工

序也不同。根据材料的变形特点可将冷冲制工序分为分离工序和成形工序两类。本项目

的冲制主要为分离工序，冲制分离是指坯料在冲压力作用下，变形部分的应力达到强度

极限以后，使冲压件与坯料沿一定的轮廓线相互分离，同时冲压件分离断面的质量也要

满足一定的要求。分离工序主要有剪裁和冲裁等。

2）电镀工段

为满足 LED框架产品生产需要，LED高速局部镀银电镀生产线，全部采用全封闭

的全自动电镀生产线。另外，由于部分产品的特殊要求，需要在上自动电镀线前单独先

进行前处理。前处理线实际分为两段，前段主要为除油，后段主要为酸洗及刷毛刺。实

际前处理工艺详见图 3-5。

铜 带 精密冲制 电 镀 切断成型 包 装检 验

图 3-4 LED框架总生产工艺流程图

注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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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

后段：

3）注塑工段

LED框架注塑工段在注塑车间注塑设备内完成，该注塑设备采用先进的卷带式步进

注塑机（LED框架专用设备），项目电镀线可与卷带式注塑、切断成型工艺同步自动进

行，具有生产效率高，一致性好等优点。

3.5.2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工艺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过程主要包括：蚀刻、上湿菲林、电镀、帖带包

装四大部分组成，部分产品无上湿菲林工段，蚀刻后直接进行电镀。总生产工艺流程见

图 3-6。

图 3-5 新增前处理工艺流程图

放料 除油 3 回收水洗 二道水洗 热水洗 收料 放料

除油粉

脱脂废液 脱脂废水 脱脂废水

放料 酸洗 循环洗 2 市水洗 抛刷 2 循环洗 2 市水洗

吸干 冷风干 热风干 出料

硫酸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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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介：

1）蚀刻工段

随着电子封装向短、小、轻、薄方向发展，引线框架也向多引线、小间距方向发展，

而传统冲压工艺无法满足，因此蚀刻成型加工手段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蚀刻工段主

要由表面处理、压膜、曝光显影、蚀刻、剥膜等工序组成，蚀刻工段总生产工艺流程见

图 3-7。

蚀刻工段主要由表面处理、压膜、曝光显影、蚀刻、剥膜等工序组成：

（1）表面预处理

在 60℃下用碱性除油剂去除基板铜带表面的皂化油等污染物，同时去除工件表面少

量油污及手指印，除油剂中主要成分为碳酸钠。所有除油剂均不含磷。该工序产生碱性

含油废液。水洗采用三级逆流水洗，产生碱性含油废水。表面预处理分工艺流程见图 3-8。

铜 带 蚀 刻

图 3-6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总工艺流程图

贴 带 检 测 包 装上湿菲林 电 镀

铜 带 表面预处理 压 膜 显 影 剥 膜 下一工序

图 3-7 蚀刻工段总生产工艺流程图

蚀 刻

图 3-8 表面预处理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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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膜

通过热压方式在铜带上贴上抗蚀干膜（固态成品膜）。工艺要求膜厚度 0.02～

0.025mm。

（3）曝光显影

经压膜后的基板按所需设计的线路进行照相曝光，用 Na2CO3作为显影剂，把未感

光部分上的油墨冲洗掉，感光部分因发生聚合反应而洗不掉，仍留在铜面上作为 蚀刻

的阻蚀剂。本工序产生显影废液，水洗采用三级逆流水洗，产生清洗废水。显影工序的

胶膜厚度 0.005～0.02mm，显影液温 28～30℃、喷射压力 0.1～0.4MPa，药槽 1000ml×2

槽，干燥温度 90℃。

压膜、曝光显影分工艺流程见图 3-9。

（4）蚀刻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许多几何形状复杂、精密度要求高而机械加工难

以实现的超薄形工件。而照相腐蚀（或称金属蚀刻）方法却易达到部件平整、无毛刺、

图形复杂的要求，且加工周期短、成本低。化学原理是利用三氯化铁水溶液作为腐蚀剂

与金属反应：

2FeCl3＋Fe＝2FeCl2

2FeCl3＋Cu＝CuCl2＋2FeCl2

在氯离子和氧化剂共存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金属腐蚀。FeCl3作为一种较强的氧化

剂，其腐蚀作用取决于 Fe3+＋e → Fe2+ 反应的氧化还原电位（0.77V），加之溶液中含

有大量的氯离子，且 pH 值低、酸性强，所以对金属有强烈的腐蚀倾向。三氯化铁随着

反应进行，Fe3+离子浓度越来越低，而 Fe2+离子浓度越来越高，在三氯化铁溶液中的 Fe2+

离子浓度超过一定量时，腐蚀剂对金属腐蚀速度就显著下降，腐蚀质量变差，此时就需

图 3-9 压膜、显影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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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新，产生蚀刻废液。

蚀刻后清洗采用逆流水洗，产生酸性废水。

蚀刻液：三氯化铁；蚀刻液温度 45～50℃；喷射压力 0～0.4Mpa 可调；药水理化

指标自动显示追加，始终保持蚀刻能力稳定；水洗槽出口为喷淋水压力 0.1～0.4MPa，

冲洗水循环使用；温控系统 10～150℃热风或红外线加热方式；腐蚀出口配置尺寸自动

检测仪。

（5）剥膜

根据油墨溶于强碱的特性，将基板上作为阻蚀剂已感光部分的油墨用 1.5-3% 的氢

氧化钠去除。剥膜过程反应式为 NaOH+RCOOH→COONa+H2O。本工序产生剥膜显影

废水和剥膜显影废液（双氧水废液）。中和、抗氧化：以 3-5%的的稀硫酸作为中和剂，

中和工件表面的氢氧化钠。该工序产生酸性废水。检验：对中和后的工件进行测试，测

试后的工件进入电镀工序。

蚀刻、剥膜分工艺流程见图 3-10。

图 3-10 蚀刻、剥膜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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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菲林工段

根据客户对产品精度较高的要求，部分经蚀刻后的铜带在电镀前，采用二次涂覆液

体光致抗蚀剂（也称湿膜），显影曝光后再进行电镀。

湿菲林（Eagle2100ED），液体光致抗蚀剂（也称湿膜），是国外九十年代初发展

的一种新型感光材料。随着表面技术和芯片组装技术的发展，对导线精细程度的要求越

来越高，铜带表面，诸如针孔、凹陷、划伤及玻璃纤维造成的凹凸不平等微小缺陷，使

贴膜时干膜与铜带无法紧密结合，形成界面性气泡，电镀时电镀溶液从干膜底部浸入造

成渗度，影响了产品的合格率。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了湿菲林液体光致抗蚀剂。液体

光致抗蚀剂主要由高感光性树脂、感光剂、色料、填料及少量溶液组成。可用网印、帘

涂或静电喷涂的方式涂覆，用稀碱水溶液显影，可抗酸性及弱碱性蚀刻可抗酸性镀铜、

氟硼酸镀锡铅、酸性镀镍、微氰酸性镀金等溶液的电镀。

湿菲林电镀工段主要由表面处理、上湿菲林、曝光显影、电镀、剥膜等工序组成。

环评中的湿菲林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11。由于实际的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产品

湿菲林生产线的湿菲林及电镀在一整条线上进行，不像环评所写的那样有明显的分界

点，实际 QFN产品湿菲林生产线的湿菲林及电镀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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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环评湿菲林生产工艺流程图

放 料 电解除油 2 三道水洗 酸活化 三道水洗

除油粉 酸 综合回用纯水

综合废液 L1 综合清洗废水 W6 废酸液 L5

涂湿菲林 干 燥 曝光显影

电 镀 退菲林

废 水

碳酸钠

水 洗

废水 W2

水 洗

废水 W6

风干 烘干 收料

氢氧化钠

废液 L4

废液 L2

综合回用纯水综合回用纯水

高速镀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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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洗 3 水洗 3 防止粘膜 水洗 3 热水洗 烘干

除油 水洗 3 酸活化 水洗 3 碱铜 回收水洗

×2

水洗 3 酸活化 水洗 2 热水洗 预浸菲林 电镀菲林

上料

除油粉 硫酸
氰化亚铜、

氰化钾

脱脂废液 脱脂废水 废酸液 综合废水 氰铜废液

氰铜废水

硫酸

废酸液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硫酸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转料 热水洗 显影 水洗 热水洗 吹干

×3

综合废水

碳酸钠

综合废液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碱洗 水洗 3 酸活化 水洗 3 碱铜 回收水洗

氢氧化钠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氰铜废液

硫酸

废酸液

氰化亚铜、

氰化钾

水洗 3 预镀银 水洗 3 镀银 回收水洗 水洗 3

氰铜废水

氰化银钾

氰银废液 氰银废水

氰化银、

氰化钾

氰银废液 氰银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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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镀工段

高速局部镀银电镀生产线全部采用全封闭的全自动电镀生产线。电镀生产工艺流程

详见 3.5.3。

3.5.3电镀生产工艺

本项目已建设的生产线采用全封闭的全自动电镀生产线，除 QFN 产品湿菲林生产

线电镀工位与环评有所调整外，其他基本相符；电镀流程主要包括电解除油、水洗、酸

性活化、氰化镀铜、氰化镀银、防变色等工序，电镀生产工艺见图 3-13。

（1）电解除油

电解除油是利用工件上析出的大量气体对油脂的机械搅拌、剥离和携带作用而将工

件油污除掉。电解时，电极上析出的大量氢氧泡或氧气泡，对工件上的油膜具有强烈的

撕裂作用，使油膜迅速变为不连续的小珠滴，而气泡上升吸附一部分油滴， 同时还起

图 3-12 实际 QFN产品湿菲林生产线的湿菲林及电镀生产工艺流程图

退湿菲林 水洗 退镀银 水洗 3 酸活化 水洗 3

碱洗 水洗 3 酸活化 水洗 3 碱洗 水洗 3

清洗 水洗 3 防变色
/EBO

水洗 3 热水洗 烘干

×3
氢氧化钠

综合废液 综合废水

退银粉

氢氧化钾

脱银废液 氰银废水

硫酸

废酸液 综合废水

×2

收料

氢氧化钠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硫酸

废酸液 综合废水

氢氧化钠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氰化钾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综合废液 综合废水 综合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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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搅拌作用，使小油滴加速脱离工件表面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镀件上的油便被

清除掉了。电解除油的反应式如下：

阳极除油：4OH¯+2e=O2↑+2H2O

阴极除油：2H++2e=H2 ↑

在工作槽中注入清水，加温至 40℃，加入除油粉并充分搅拌至溶解，再升温至 50～

60℃。将镀件置于工作槽中，浸泡 1～5分钟去油。

（2）酸活化

即弱浸蚀，是在镀件进入镀槽之前进行的，可以去除镀件表面的薄氧化膜，使表面

活化，可有效提高基体金属与镀层的结合强度。本工段采用 0.4～1.2%的稀硫酸作为活

化剂。

（3）低氰镀铜

氰化物在电镀中是作为最优良的络合剂被广泛应用。氰化物具有极高的络合能力，

和铜、银、金等都可以生成络合物，由氰络合物组成的氰化物电镀液性能优异。氰化镀

铜可使铜与镀件紧密结合，防止在后续加工因加热而产生电镀层起皮、剥离 的现象。

氰化镀铜的反应机理与镀镍的类似，主要反应方程式如下：

CuCN→Cu++CN-

Cu++e→Cu

常规氰化镀铜工艺中，氰化亚铜控制在 70g/L左右，游离氰化钾控制在 30g/L以上，

而本项目的氰化镀铜是闪镀铜工艺，CuCN浓度为 30～40g/l左右，游离氰化钾仅为 10～

20g/L，相对于常规的氰化镀铜，这是一种低浓度氰化镀铜工艺。

根据原料材质及客户需要，分为两种镀铜方式，一种为局部镀铜，一种为普遍镀铜；

其中局部镀铜的后续无需退铜处理，普遍镀铜的后续还需对无效区域（无需镀银区域）

进行退铜处理。

（4）低氰镀银

电子行业的零件防范采用镀银以减少金属表面的接触电阻，提高金属的焊接能力，

为节约成本，本项目镀银采用点镀或者局部镀。镀银溶液有氰化镀银液和无氰镀银液，

70年代以来，广大电镀工作者在无氰镀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至今仍没有重大突破，

因此目前实际生产中主要采用氰化物镀银液。镀液中主要含有银氰化钾、光亮剂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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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应方程式如下：

AgCN→Ag++CN-

Ag++e→Ag

常规镀银的银含量 30～40g/L，游离氰化钾 100g/L 左右，属高氰镀种；本项目使用

的镀银工艺为高速镀银，电流密度比常规镀银工艺可高 100 多倍，且游离氰化钾只有

0.5～3g/L，因此，本项目镀银工艺是高速低氰电镀银工艺。

（5）退银

产品经镀银后，有些部位需要去除不规则的镀银区域边线，使得镀银区域符合客户

要求，产品进入退镀工序，达到客户要求。本项目退镀直接在生产线上进行，未单独设

置退镀线。

（6）防变色

为防止镀件的铜、银镀层在后续工序过程中氧化变色，失去使用功效，镀件还需进

入防变色工序。在镀件表面涂覆一层保护膜，以隔离银、铜单质与腐蚀介质的反应，从

而达到防变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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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料 除油 2 三道水洗 酸活化 三道水洗 氰中和 多道镀铜 铜回收 三道水洗

预浸/镀银 二道水洗 镀银 银回收 三道水洗 三道退银 三道水洗 三道退铜 三道水洗

防变色/EBO 四道水洗 风干 烘干 收料

除油粉 酸 综合回用纯水

综合废液 综合清洗废水 W6 废酸液

氰化亚铜、
氰化钾

氰铜回用纯水

氰化银钾 氰银回用纯水 氰化银、
氰化钾

氰铜回用纯水

含氰废液
（并入氰铜回收液）

氰铜回收液 氰铜清洗废水

氰银清洗废水氰银回收液 氰银回收废液 综合清洗废水氰银回收废液 氰铜回收液 氰铜清洗废水

超纯清洗废水综合废液

退铜剂 氰铜回用纯水

防变色剂 EBO 纯水

氰化钾

脱银粉、
氢氧化钾

图 3-13 高速局部镀银电镀生产工艺流程图

综合清洗废水

综合回用纯水

氰银清洗废水氰银清洗废水

部分产品需要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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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IC自动清洗线利用第一阶段生产线，对电镀后的产品进一步清洗。IC自动清洗线工艺与环评相比实际取消了碱洗，其他

与环评基本相符；IC清洗线生产工艺见图 3-14。

放 料 电解除油 2 三道水洗 酸中和 三道水洗

除油粉 酸 综合回用纯水

综合废液 综合清洗废水 废酸液

防变色/EBD 四道水洗 风干 烘干 收料

超纯清洗废水综合废液

防变色剂 EBD 纯水

氰化钾

含氰废液
（并入氰铜回收液）

三道水洗

氰银清洗废水

氰银回用纯水

图 3-14 清洗线生产工艺流程图

碱 洗

实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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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址与环评相符，第二阶段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在环评范围内。电镀

生产线建设位置与环评相符；蚀刻线由环评的老厂区（西厂区）实际建设调整至新厂

区（东厂区），调整后蚀刻线位置更远离环境敏感点。本项目第二阶段已建设 5条电

镀生产线，5条蚀刻线，生产线数量在环评范围内。本项目第二阶段已建设的生产线

生产工艺与环评相符。参考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环

办环评[2018]6号），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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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4.1.1.1污染源调查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废水与环评相符，主要有：电镀线、蚀刻线产

生的工艺废水、废气塔排污水、生活污水。此外，还有地面冲洗水、污泥压滤液等。

工艺废水包括：脱脂废液、脱脂废水、综合清洗废水、超纯清洗水、氰铜废液、

氰铜废水、氰银废液、氰银废水、脱银废液、综合废液、废酸液 11种废水；上述产

生的 11种废水纳入废水收集管网系统，厂区设有 13路废水（原项目中还有镍废液、

镍废水）收集管道，有效对工艺废水进行分类收集及分质处理。

本项目第二阶段废水收集情况详见表 4-1。

表 4-1 本项目废水汇总表

序号 分类 污水 产污环节

1

工艺

废水

脱脂废液 化学脱脂槽、电解脱脂槽

2 脱脂废水 脱脂清洗槽、蚀刻酸碱洗水

3 综合清洗废水
酸洗槽、碱洗槽、脱铜水洗槽、综合水

洗槽、键合丝清洗水

4 超纯清洗水 超纯清洗槽

5 氰铜废液 铜回收槽、退铜槽

6 氰铜废水 镀铜洗槽、退铜洗槽

7 氰银废液 预镀银槽、银回收槽

8 氰银废水
预镀银清洗槽、镀银清洗槽、

银回收清洗槽、退银清洗槽

9 脱银废液 退银槽

10 综合废液 防变色槽、显影槽、退湿菲林槽

11 废酸液 浸微酸槽、化学研磨槽、中和槽

1

其它

废水

地面冲洗水

生产车间

2 污水站含氰废水储罐区

3 污水站的其它区域

4 污泥压滤液 污泥压滤机及污泥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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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气洗涤塔排液 废气洗涤塔

6 生活污水 厂区

4.1.1.2排水系统

根据调查，厂区已基本实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1）雨排水系统

厂区全部生产设备及酸碱储罐等危化品均位于室内，雨水经地下雨水管（PE）

收集后排至西侧内河。

2）生活污水系统

厂区内的生活污水经 3级化粪池的预处理后，通过地下生活污水管网（PE）排

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

3）生产废水系统

厂区原设有 13路工艺废水（原项目中还有镍废液、镍废水）收集管道，本项目

第二阶段废水（11路工艺废水）纳入废水收集管网系统；各类废水收集管（PE明管）

均采用明管方式敷设。由于生产线均布置在车间上层，产生的废水均重力流排至相应

的中间槽（HDPE）暂存。

（1）清洗废水（脱脂废水、综合清洗废水、超纯清洗废水、氰铜废水、氰银废水）

各清洗类废水先经各自配套的反渗透预处理设施处理，产水进行回用，浓水再经

后续的污水处理设施混凝沉淀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2）含重金属废液（氰铜废液、氰银废液、脱银废液）

含重金属类废液先经电解装置回收其中的金属（含铜和含银废液电解装置各一

套），出水再经重金属去除装置及后续的污水处理设施混凝沉淀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

管网。

（3）脱脂废液

脱脂废液经除油、超滤浓缩装置处理后，产水回用于脱脂工序。浓水进入破氰处

理系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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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废液

综合废液排入综合废液处理系统（化学混凝）进行处理。

（5）废酸

废酸液用于废水处理中的 pH 调节。

（6）废气塔排污水

废气洗涤塔的喷淋液循环使用，定期将部分吸收废液通过明管（UPVC管）排入

厂区污水站综合处理。

（7）地面冲洗水

电镀车间位于厂房的上层，地面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并铺设一层 PVC软板防

腐层。车间一般不进行大量水冲洗，少量地面积水经地漏收集后通过 PVC明管排至

厂区污水站综合处理。

（8）污泥压滤液及渗滤液

板框压滤机四周修建约 10cm高围坎，地面铺设一层 PVC软板防腐层，污泥压

滤液通过 PVC明管排入污水站综合处理。污泥堆场四周建有挡墙，地面采用环氧防

腐处理，并设置集水井；收集的渗滤液排入污水站综合处理。

4）防腐、防渗情况

根据环评批复，物料存放区和电镀车间生产作业地面、工艺废水收集管沟的沟壁

及沟底均须采用“三油两布”的防腐防渗工艺处理；各股废水的集水池池壁及池底须

采用“四油三布”的重度防腐防渗工艺处理。

根据调查，本项目电镀车间地面采用混凝土现浇，并铺设一层 UPVC软板防腐

层。车间工艺废水管采用 UPVC材质明管方式敷设；工艺废水中间水槽采用 HDPE

材质塑料水槽。集水池及事故水池采用钢砼结构，内部进行“四油三布”环氧树脂防

腐处理。

4.1.1.3厂区污水站

根据环评，原蚀刻事业部新增一处生产废水预处理设施，预处理后的综合废水纳

入原有污水站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光电事业部（新厂区）新建一套预处理和综合



32

废水处理系统。现有污水处理站能力为 1950t/d，本项目新增处理能力 2088t/d，全厂

生产废水综合处理能力为 4038t/d。

厂区建有一座处理能力为 4100t/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原有项目及本项目生产废

水；由湖州森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安装，废水经预处理装置 RO膜、电解处理

后，再经化学混凝沉淀处理工艺，设计废水回用率达到 88%以上。

1）设计进、出水质

根据调查，厂区污水处理站设计出水水质指标见表 4-2。

表 4-2 污水处理站设计出水水质指标情况表 单位 mg/l，除 pH外

项 目 COD pH SS TNi TCu TAg TCN- BOD 氨氮 总磷

设计出水

水质指标
100 6～9 30 0.1 0.3 0.1 / / / /

环评要求

指标
240 6～9 / 0.5 0.5 0.3 0.3 120 30 4

2）处理工艺

根据调查，工艺废水先经预处理装置处理后产水回用于生产，浓水分别进入污水

处理的破氰处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原有项目废水）及综合废液处理系统

处理，其中进入破氰处理系统和综合废液处理系统的废水，先经重金属去除装置进一

步去除重金属离子后，再进入相应的系统处理。处理后废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再排

入宁波南区污水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

（1）脱脂废液

收集至脱脂废液箱的脱脂废液先进入除油装置去除大颗粒的可乳油，再进入 1

套超滤浓缩装置进行处理。产水供脱脂工序重新使用。浓水进入破氰处理系统进行处

理。

（2）脱脂废水

收集至脱脂废水箱的脱脂废水经 pH值调节后，进入 1套一级反渗透系统进行处

理，产水排至纯水箱（三楼屋顶），再供脱脂工序重新使用；浓水进入破氰处理系统

进行处理。

（3）综合废水

收集至综合废水箱的综合废水进入 1套一级反渗透系统进行处理，产水进入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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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水箱，浓水进入破氰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中间纯水进入 1套二级反渗透装置，产水进入超纯水系统反渗透产水箱，再经过

“离子交换器”的处理后回用至车间；浓水进入破氰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设计综合清

洗废水回用率可达 90%以上。

（4）超纯清洗水

超纯清洗水进入中间纯水箱，再进入 1套二级反渗透装置。产水进入超纯水系统

反渗透产水箱，再经过“离子交换器”的处理后回用至车间；浓水进入破氰处理系统

进行处理。

（5）氰铜废液

收集至氰铜废液箱内的氰铜废液经电解装置回收铜后，废水排入破氰处理系统进

行处理。

（6）氰铜废水

收集至氰铜废水箱内的氰铜废水经过一级反渗透装置进行处理，产水进入铜回用

纯水池（三楼屋顶）回用至车间；浓水进入氰铜浓缩液水箱，再经电解装置回收铜后，

废水排入破氰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设计氰铜废水回用率可达到 90%以上。

（7）氰银废液、脱银废液

氰银废液、脱银废液进入氰银废液箱，经电解回收装置回收银后，废水排入破氰

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8）氰银废水

氰银废水进入氰银废水箱，经过一级反渗透装置进行处理。产水进入银回用纯水

池（三楼屋顶），再回用至车间；浓水经电解回收装置回收银后，废水排入破氰处理

系统进行处理。设计氰银清洗废水处理系统回用率可达 90%以上。

（9）镍废液（原有项目）

镍废液先收集至镍废液箱暂存，再排入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化学混凝）进行处理。

（10）镍废水（原有项目）

收集至镍清洗废水箱内的镍废水，经一级反渗透装置处理后，产水进入超纯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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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反渗透产水箱回用至车间；浓水排入 1套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化学混凝）进行处理。

设计镀镍废水回用率可达 90%以上。

（11）综合废液

综合废液主要是防变色废水，收集至综合废液箱，再排入综合废液处理系统（化

学混凝）进行处理。

（12）废酸

废酸液收集至废酸箱后，再进入废水处理酸调节箱，再用于废水处理中的 pH 调

节。

处理合格后的出水排入 1座钢筋砼结构的排放池，再经砂滤、精密过滤器处理后

经厂区西北侧的排污口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13）污泥

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排至 1座钢筋砼结构的污泥池，再由污泥气动隔膜泵供给板

框压滤机进行脱水后外运处置。

3）工艺流程图

根据调查，本项目各类废水、废液的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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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用、破氰处理系统

氰铜废液

氰铜废水

氰银废液、

脱银废液

氰银废水

脱脂废液 脱脂废液箱 除油、超滤装置

脱脂废水 脱脂废水箱 一级 RO

回用

综合清洗废水 综合废水箱 一级 RO

超纯清洗水

EDI回用至车间

纯水箱脱脂工序

中间纯水箱

产水

超纯水装置

反渗透产水箱

二级 RO

产水

产水

浓水

浓水

浓水

一级破氰

处理系统

废气塔排污水、地面冲洗水

氰铜废液箱电解装置
废水

铜

氰铜废水箱一级 RO电解装置

产水

铜回用纯水箱

铜

氰铜浓缩

液水箱

浓水废水

回用
生产车间

氰银废液箱电解装置

银
废水

氰银废水箱一级 RO电解装置

产水

银回用纯水箱

银

浓水
废水

回用
生产车间

重金属去

除装置

浓水

三级 RO

产水

产水

浓水

含氰水池

二级
RO

产水

浓水

氰银浓缩

液水箱
浓水二级

RO

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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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用、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原有项目含镍废水）

一级破氰、化学混凝 斜板沉淀

污泥

污泥池

无氰水池 二级破氰、化学混凝 斜板沉淀 排放池

污泥

污泥池

污泥压滤液、渗滤液

污水站无氰地面废水

破氰处理系统（本次改造新增一套）

精密过滤 排放

镍废水

镍废液 镍废液箱

镍清洗

废水箱
一级 RO

产水

浓水

镍回用水箱
化学混凝 斜板沉淀

污泥

污泥池

排放池

镍废水处理系统

生产车间 回用

镍浓缩液箱
二级
RO

产水

精密过滤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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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废液处理系统

图 4-1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综合废液 综合废液箱 化学混凝 斜板沉淀

污泥

污泥池

排放池

综合废液处理系统

精密过滤 排放重金属去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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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水处理情况

本项目第二阶段试生产期间厂区废水处理装置运行基本正常，为了确保废水处理

达标排放，其中，一级破氰 pH保持在 10.5以上，二级破氰 pH保持 6.5-8.5，含镍废

水处理 pH保持在 10.5以上。由于厂区污水站承担全厂废水处理（包括新、老项目产

生的废水），无法单独统计本项目第二阶段废水情况，故本次统计的废水量为全厂废

水情况；2019年 12月 12日至 13日废水处理情况见表 4-3。

表 4-3 废水处理情况 单位：t

时间 12月 12日 12月 13日

外排水量 405.8 415.8

回用水量 3106.4 3003.4

实际日均外排水量 410.8

环评全厂日均水量 451.4

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 88.1%

环评批复要求中水回用

率
87.2%

注：全年生产时间 350天。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 12月 12日至 13日，实际全厂日均外排量 410.8t，在

环评全厂废水排放量范围内（451.4t/d，158000t/a）。另外，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为

88.1%，满足环评批复要求（87.2%）。

4.1.1.4小结

厂区已基本实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及废水的分质处理。废水经厂区污水站处理

后的部分回用，部分与生活污水一起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宁波南区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处理。

1）废水处理

厂区建有一座处理能力为 4100t/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原有项目及本项目生产废

水。废水经预处理装置 RO膜、电解处理后，再经化学混凝沉淀处理工艺，设计废水

回用率达到 88%以上。

2019 年 10-12 月，实际全厂日均外排量 410.8t，在环评全厂废水排放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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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4t/d，158000t/a）。另外，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为 88.1%，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87.2%）。

2）排放口设置

（1）雨水排放口

本项目厂区设有 1个雨水排放口，厂区雨水通过地下 PE雨水管排放至厂区西侧

内河。

（2）污水排放口

厂区污水处理站出口已设置明渠测流段，废水由此经 PE管排至老厂区西北侧的

排污口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3）污水在线监测系统

污水站排放口已安装有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因子为 pH、流量，已与环保部门联

网。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在线监测有关内容。

4.1.2废气

4.1.2.1污染源调查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废气与环评基本相符，主要为电镀生产线产生

的硫酸雾、氰化氢，蚀刻线产生的氯化氢；注塑废气为第一阶段建设内容产生。

4.1.2.2废气收集与处理措施

1）废气收集情况

对电镀生产车间进行了全封闭设计，进行整体抽气，进入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在

此基础上第二阶段安装的为全封闭的全自动生产线，电镀线侧面设置废气吸风口，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 PE废气管道统一收集至车间楼顶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2）废气处理设施

第二阶段配套建设 2套废气处理设施，位于新厂区厂房二楼顶；分别处理电镀线

产生废气及蚀刻线产生的废气，单套风量及排气筒高度符合环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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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镀废气处理设施（2#），风机风量为 6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电镀线产生的废气。

2、蚀刻废气处理设施（1#），风机风量为 3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蚀刻线产生的废气。

废气处理设施由昆山杰瑞雅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生产、安装。每套废气处理设

施均为单塔洗涤塔，PP（抗 UV）材质，填充料采用特拉瑞德 R-1及特拉瑞德 K-2，

吸收液采用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溶液。最大操作负压：-250mmAq，最大操作正压：

+250mmAq，最高操作温度：50℃，内部压力总损失：不大于 50mmAq。另外，为了

维持喷淋吸收液保持碱性，废气塔还设置了喷淋液 pH/ORP检测控制仪表，及自动加

药系统，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4-2。

图 4-2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41

3）废气处理设施运维情况

安排专人每天对各废气处理塔进行日常检查、维护，及时补给喷淋吸收液，并在

每月月初、月中定期更换喷淋吸收液，确保喷淋吸收液 pH≥10.5，ORP≥250mv，保

证废气处理效率。

4.1.2.3小结

本项目第一阶段采取的废气防治措施情况详见表 4-4。

表 4-4 废气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汇总表

污染类型 环评要求 落实情况

废气治理

电镀工段产生的硫酸雾和氰化氢、蚀

刻工段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楼顶引风机

收集，然后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溶液

喷淋填料洗涤塔吸收处理后通过25m排气

筒排放。

电镀工段产生的硫酸雾和氰化氢、蚀

刻工段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车间楼顶引

风机收集，然后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

溶液喷淋填料洗涤塔吸收处理后约25m排

气筒排放。

项目采用全自动电镀生产线，电镀槽

上方均采用密闭集气设施。

对电镀生产车间进行了全封闭设计，

进行整体抽气，进入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安装的为全封闭的全

自动生产线，电镀线侧面设置废气吸风口。

建设5套逆流式填料吸收塔+5座25m
排气筒，单套设计风量10000m3/h（其中

老厂区建设2套）。

第二阶段配套建设 2套废气处理设施，

位于新厂区厂房二楼顶；分别处理电镀线

产生废气及蚀刻线产生的废气，单套风量

及排气筒高度符合环评。其中：

1、电镀废气处理设施（2#），风机风

量为 6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电镀线产生的废气。

2、蚀刻废气处理设施（1#），风机风

量为 3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蚀刻线产生的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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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框架注塑过程中挥发少量的塑

料裂解废气：生产过程中加强车间通风。

为第一阶段建设内容，已通过竣工环

保验收。

4.1.3噪声

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主要为：

1）在购置设备时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泵的进出口设有软连接，机械震动设

备底座设有减震装置。

2）各生产装置、发电机等建于车间内，利用墙体进行隔音。

3）冲压、切断利用原有设施，原有切断压力机及高速冲床等高噪声设备均布置

在车间内，每台高速冲床外面都安装隔音罩。

4.1.4固（液）体废物

（1）污染源调查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固体废物与环评基本相符，主要有废水处理污

泥、电镀废渣（滤芯）、蚀刻废液（HW22）、废机油（HW08）、废包装材料（HW49）、

废滤袋、电镀废品、边脚料及生活垃圾。

表 4-5 固体废物种类汇总表

序号 环评种类 产生工序 属性 属性判定依据 备注

1 废水处理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
危险固废

HW17
环评 /

2
电镀废渣

（滤芯）
电镀槽渣

危险固废

HW17
环评 /

3 蚀刻废液 蚀刻工序
危险固废

HW22
环评 /

4 废机油 机加工
危险固废

HW08
环评 /

5 废包装材料 原料解包
危险固废

HW49
环评 /

6 废滤袋 过滤 一般固废 环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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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边脚料 冲压、切断工序 一般固废 环评 /

8 电镀废品 电镀、检验工序 一般固废 环评 /

9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一般固废 环评 /

（2）项目固废利用处置方式、产生量

根据环评，项目固废产生量估算情况见表 4-6。

表 4-6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估算表

序号 名 称 产生工序 环评估算产生量(t/a)

1 废水处理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 45.0

2
电镀废渣

（滤芯）
电镀原液过滤处理 14.0

3 蚀刻废液 蚀刻工序 5.0

4 废滤袋 空气过滤器 1.0

5 废包装材料 原料解包 20.0

6 废机油 机加工 0.5

7 边角料 冲压、切断工序 1000

8 电镀废品 电镀、检验工序 40

9 职工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560

本项目废水处理污泥、电镀废渣（滤芯）委托绍兴金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该

单位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中包含 HW17）；蚀刻废液委托绍兴金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置（该单位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中包含 HW22）；废机油计划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

活垃圾及废滤袋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废包装材料（HW49）及电镀废品由原料生

产厂家回收处理。建议将废包装材料（HW49）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并做好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制度。

由于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各类固废与原有项目产生的固废一并暂存及委托处

置，无法单独核算。根据近期危险废物转移联单，2019 年 10月 15日，转移至绍兴

金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的蚀刻废液 20吨；2019年 11月 20日，转移至绍兴金冶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的电镀泥废渣 20.81吨；2019年 12月 12日，转移至绍兴金冶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的蚀刻废液 21.7吨。

综上，本项目第二阶段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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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表

序号 种类 产生工序 属性

环评结论 实际情况
接受单位

资质情况

是否符合

环保要求
利用处置方式 利用处置去向

利用处置方

式
利用处置去向

1 废水处理

污泥

污水处理

站污泥
危险固废

综合利用
委托绍兴县金冶

熔炼有限公司
综合利用

委托绍兴县金冶熔炼

有限公司处置

浙危废经

第 25号 符合

2 电镀废渣

（滤芯）

电镀原液

过滤处理
危险固废

3 蚀刻废液 蚀刻工序 危险固废 /
委托富阳申能固

废环保再生有限

公司处理

委托绍兴县金冶熔炼有限公司处置
浙危废经

第 25号 符合

4 废滤袋
空气过滤

器
一般固废 填埋 / 填埋 环卫部门 / 符合

5 废包装材

料
原料解包 危险固废 /

宁波大地化工环

保有限公司处理

/ 由原料生产厂家回收 /
建议委托

有资质单

位处置

6 废机油 机加工 危险固废 / / 计划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

建议委托

有资质单

位处置

7 边角料
冲压、切断

工序
一般固废 / 原料生产厂家 / 原料生产厂家 / 符合

8 电镀废品
电镀、检验

工序
一般固废 回收处理 原料生产厂家 / 原料生产厂家 / 符合

9 职工生活

垃圾
职工生活 一般固废 清运处置 环卫部门 清运处置 环卫部门 /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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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废收集、贮存设施

厂区东侧建有一座污泥暂存间，上方搭建雨棚，四周建有挡墙，地面采用环氧

树脂防腐处理，并设置集水井。其他固废堆放于原有厂区厂房内，地面采用混凝土现

浇并采用环氧树脂防腐处理，各类固废分类存放，并贴有标志标识。

（4）固废管理制度

已对危险固废建立较为详细的台帐制度，并执行了危险固废转移联单制度。此

外，还制订了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环境应急预案，并已在宁波市鄞州区环

境保护局备案。

4.2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2.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4.2.1.1事故应急措施

根据调查，本项目目前已采取的事故应急措施有：

1）根据 2019年 12月编制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厂区收集池余量为 500m3，

事故应急池接纳能力 120m3。合计 620m3；核算得出事故水量为 608.6m3；公司已设置

容积可以满足应急储水功能。

2）对各生产线供水实现联锁状态，当生产线发生故障等事故时，同步可切断供

水阀门，停止供水。

3）厂区酸碱槽布置在废水处理区，四周设置约 50cm高围堰，并铺设 PVC软板

防腐层。

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 12h废水量的应急事故水池。

4.2.1.2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年 12

月已在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330212-2019-10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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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1）排放口设置

（1）雨水排放口

本项目厂区设有 1个雨水排放口，厂区雨水通过地下 PE雨水管排放至厂区西侧

内河。

（2）污水排放口

厂区污水处理站出口已设置明渠测流段，废水由此经 PE管排至老厂区西北侧的

排污口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3）废气排放口

第二阶段共设有 2个废气排放口，分别为电镀废气排放口及蚀刻废气排放口；已

按要求设置了废气监测平台建设及监测孔等。

2）在线监测系统

（1）根据环评批复，厂区生产废水总排口须按规范要求设置标准化排污口，安

装包括特征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内的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根据调查，污水站排放口已安装有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因子为 pH、流量，已与

环保部门联网。另外，根据当地环保部门要求，已在废水排放口设置了废水刷卡排污

总量控制系统。计划按照本项目环评批复要求设置特征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内的在线监

控装置。

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尽快增设 CODCr及重金属等在线监测因子，并与环

保部门联网。

（2）根据环评批复，其它雨水、生活污水等下水的排放口也必须安装 pH在线监

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根据调查，雨水排放口及生活污水排放口未安装 pH在线监控装置。

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将雨水排放口及生活污水排放口安装 pH在线监测系

统，与环保部门联网；并在雨水排放口设置截断闸门，将超标废水截留在厂区内，排

至厂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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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3.1环保设施投资

本项目第二阶段总投资 2997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00万元，所占比例为 6.6%。

4.3.2“三同时”落实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境

影响评价及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规定，做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

4.3.2.1环评意见落实情况

环评意见落实情况汇总见表 4-8。

表 4-8 环评意见落实情况汇总表

污染类型 环评要求 落实情况

废气治理

电镀工段产生的硫酸雾和氰化氢、蚀

刻工段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楼顶引风机

收集，然后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溶液

喷淋填料洗涤塔吸收处理后通过25m排气

筒排放。

电镀工段产生的硫酸雾和氰化氢、蚀

刻工段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车间楼顶引

风机收集，然后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

溶液喷淋填料洗涤塔吸收处理后约25m排

气筒排放。

项目采用全自动电镀生产线，电镀槽

上方均采用密闭集气设施。

对电镀生产车间进行了全封闭设计，

进行整体抽气，进入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安装的为全封闭的全

自动生产线，电镀线侧面设置废气吸风口。

建设5套逆流式填料吸收塔+5座25m
排气筒，单套设计风量10000m3/h（其中老

厂区建设2套）。

第二阶段配套建设 2套废气处理设施，

位于新厂区厂房二楼顶；分别处理电镀线

产生废气及蚀刻线产生的废气，单套风量

及排气筒高度符合环评。其中：

1、电镀废气处理设施（2#），风机风

量为 6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电镀线产生的废气。

2、蚀刻废气处理设施（1#），风机风

量为 3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蚀刻线产生的废气。

LED框架注塑过程中挥发少量的塑料

裂解废气：生产过程中加强车间通风。

为第一阶段建设内容，已通过竣工环

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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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治理

车间废水采用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建设综合清洗废水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

反渗透工艺）；含氰银废水预处理系统（采

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含氰铜废水预

处理系统（采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

蚀刻废水处理系统（采用混凝沉淀+二级反

渗透+电解工艺）；各类废液预处理系统（采

用过滤、隔油、混凝沉淀、电解等工艺）；

综合废水综合处理系统（采用二级破氰处

理+混凝沉淀+砂滤+精细过滤工艺）；生产

废水的回用率达87.2%；生产废水经处理达

标后纳入鄞州创业投资中心污水管网送南

区污水处理厂综合处理。

车间废水采用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建设综合清洗废水预处理系统（采用三级

反渗透工艺）；含氰银废水预处理系统（采

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含氰铜废水

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

艺）；蚀刻废水经混凝沉淀后进入综合废

液处理系统；各类废液预处理系统（采用

过滤、隔油、混凝沉淀、电解等工艺）；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采用一级反渗透+二
级破氰处理+沉淀+精细过滤工艺）；生产

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纳入鄞州创业投资中心

污水管网送南区污水处理厂综合处理。

2019年10-12月，实际全厂日均外排量

410.8t，在环评全厂废水排放量范围内

（451.4t/d，158000t/a）。另外，实际平均

中水回用率为88.1%，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87.2%）。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

水管网。
已落实。

原蚀刻事业部新增一处生产废水预处

理设施，预处理后的综合废水纳入原有污

水污水站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光电事

业部（新厂区）新建一套预处理和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

现有污水处理站能力为1950t/d，本项

目新增综合处理能力2088t/d，全厂生产废

水综合处理能力为4038t/d。

厂区建有一座处理能力为4100t/d的
污水处理站，处理原有项目及本项目生产

废水。废水经预处理装置RO膜、电解处理

后，再经化学混凝沉淀处理工艺，设计废

水回用率达到88%以上。

厂区污水站设置标准化排放口，废水

排放口设置废水排放量、CODCr、氰化物、

铜、银在线监测系统；雨水排放口及生活

污水排放口设置pH、废水排放量、CODCr

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污水站排放口已安装有在线监测系

统，监测因子为pH、流量，已与环保部门

联网。

本项目雨水排放口及生活污水排放口

未设在线监测系统。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在线监测有关内容。

噪声治理

1、应选用低噪声机电设备。

2、高噪声设备车间设置双层隔声窗

门。

3、高速冲床放置在自带整体隔声间

内。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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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措施

1、废水处理污泥、电镀废渣（滤芯）

（HW17）委托绍兴县金冶熔炼有限公司综

合利用。

2、蚀刻废液委托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

生有限公司处理。

3、废机油（HW08）、废包装材料

（HW49）委托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处理。

4、废滤袋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填埋。

5、边脚料、电镀废品原料生产厂家回

收处理。

6、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7、建议厂内建一临时贮存场所，可同

时存放一般工业固废，注意须有防雨水、

防渗漏等措施。

1、废水处理污泥、电镀废渣（滤芯）、

蚀刻废液委托绍兴县金冶熔炼有限公司处

置。

2、废机油计划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生活垃圾及废滤袋委托当地环卫部

门清运。

4、废包装材料（HW49）及电镀废品

由原料生产厂家回收处理。建议将废包装

材料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厂区东侧建有一座污泥暂存间，上

方搭建雨棚，四周建有挡墙，地面采用环

氧树脂防腐处理，并设置集水井。其他固

废堆放于原有厂区厂房内，地面采用混凝

土现浇并采用环氧树脂防腐处理，各类固

废分类存放，并贴有标志标识。

事故风险

1、设置能容纳12h废水量的应急事故

水池。

2、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

练。

1、根据 2019年 12月编制的突发环境

事故应急预案，厂区收集池余量为 500m3，

事故应急池接纳能力 120m3。合计 620m3；

核算得出事故水量为 608.6m3；公司已设

置容积可以满足应急储水功能。

2、对各生产线供水实现联锁状态，当

生产线发生故障等事故时，同步可切断供

水阀门，停止供水。

3、厂区酸碱槽布置在废水处理区，四

周设置约 50cm高围堰，并铺设 PVC软板

防腐层。

4、已编制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
年 12月已在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

编号：330212-2019-107-L）。

其它
建立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环保人

员，编制环保管理制度。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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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汇总见表 4-9。

表 4-9 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汇总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一 、 批 建 符 合 性

1

同意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 亿只

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密度

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于鄞州区投资

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扩建。

第二阶段建设于鄞州区投资创业

中心金源路 988号老厂区内。

2

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以铜带为主要原料，通

过精密冲制、电镀、注塑、蚀刻等主要工艺新增

年产 50 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3000 万条高

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能力。

主要设备包括新增全自动高速低氰局部镀银

线 13条、IC自动清洗线 2条、蚀刻框架生产线 5
条、注塑机 30台。

第二阶段产品规模为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 20 亿只，高密度集成电路

框架（QFN）1125万条。冲制利用原

有设施。

本次新增 5 条全自动高速低氰局

部镀银线、5条蚀刻框架生产线。

3 生产供热统一采用电加热，无供气或锅炉供热

系统。
相符。

二 、 废 水 防 治

4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

行业》（HJ/T314-2006）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要求加强实施清洁生产，采取

全自动控制、带出液回收、多级逆流漂洗、低氰

电镀、中水回用等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主要原材

料消耗、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指标达到同类工程国

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其中银、铜利用率须分别

达到 86.9%、91.5%以上，电镀新鲜水用量须≤

0.017t/m2，镀件带出液中总氰化物浓度须≤0.5g/
m2。电镀废水回用率须≥87.2%，电镀废水排水量

须≤227.5t/d。

LED 银利用率平均为 90.59%，

QFN 银利用率平均为 88.08%；LED
铜利用率平均为 91.57%，QFN 铜利

用率平均为 91.75%。2019 年 10-12
月，实际平均中水回用率为 88.1%，

满足环评批复要求（87.2%）。

由于本项目新鲜水用量及废水排

放量与原有项目一并计量，故本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

2019 年 10-12 月，实际全厂日均

外排量 410.8t，在环评全厂废水排放

量范围内（451.4t/d，158000t/a）。

5

项目须严格执行分质处理、分质回用原则。综

合清洗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制纯水；脱

脂清洗水须经一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车间脱脂清

洗；氰铜清洗废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车

间镀铜清洗（浓水和氰铜废液须采用电解工艺回

收铜）；氰银清洗废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

于镀银清洗（浓水和氰银废液须采用电解工艺回

收银）；蚀刻废水须经混凝沉淀、二级反渗透处

理回用于蚀刻工序清洗；脱脂废液须经除油、超

滤浓缩处理后全部回用于脱脂工序。

项目废水采用分类收集、分质处

理。建设综合清洗废水预处理系统

（采用三级反渗透工艺）；含氰银废

水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反渗透+电
解工艺）；含氰铜废水预处理系统（采

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蚀刻废

水经混凝沉淀后进入综合废液处理

系统；各类废液预处理系统（采用过

滤、隔油、混凝沉淀、电解等工艺）；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采用一级反渗透

+二级破氰处理+沉淀+精细过滤工

艺）；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纳入鄞

州创业投资中心污水管网送南区污

水处理厂综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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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各工序需要排放的尾水会同车间地面冲

洗水、RO膜反冲洗水等一起排入项目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经二级破氰处理、混凝沉淀、砂滤、精细

过滤处理总银、总铜、总氰化物、石油类等达到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新建

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余指标达到江东南区

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

市政污水管网。

监测期间（2019 年 12 月 12 日、

13 日），厂区生产废水排放口中的

pH浓度范围、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总氰化物、总铜、总镍、总

银最大日均值均满足《电镀污染物排

放标准》（GB21900-2008）表 2“新建

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化学需氧

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最

大日均值均满足宁波市东南区污水

处理厂的污水设计进管标准。

7

项目须在 RO反渗透处理装置、中水回用水池、

原水水池等设施的进、出水各条管路安装生产用

水累计计量装置并记录台账；含银废水在与其他

废水混合前须设置采样口，确保第一类污染物车

间达标；厂区生产废水总排口须按规范要求设置

标准化排污口，安装包括特征重金属等污染物在

内的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其它雨

水、生活污水等下水的排放口也必须安装 pH在线

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污水站排放口已安装有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因子为 pH、流量，已与环

保部门联网。建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

求落实在线监测有关内容。

三 、 废 气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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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镀线须进行全封闭设计，电镀槽上方须采用

密闭集气设施。项目电镀、蚀刻工艺所产生的氰

化氢废气、硫酸雾、盐酸雾等须经次氯酸钠和氢

氧化钠碱液喷淋处理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和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要求后方可通过 25m高排

气筒排放。其中硫酸雾、氰化氢的去除率须分别

达到 71.3%和 99.6%以上。

对电镀生产车间进行了全封闭设

计，进行整体抽气，进入废气处理设

施处理。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安装的

为全封闭的全自动生产线，电镀线侧

面设置废气吸风口，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气经 PE 废气管道统一收集至车

间楼顶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

25m高排气筒排放。

根据监测报告，监测期间（2019
年 12月 12日、13日），项目电镀废

气处理塔（2#）出口废气中氰化氢、

硫酸雾、氯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均符

合 《 电 镀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21900-2008）表 5“新建企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项目蚀刻

废气处理塔（1#）出口废气中硫酸雾、

氯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均符合《电镀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表 5“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标准。

电镀废气排放口中硫酸雾及氰化

物未检出，本次计算去除效率时，排

放浓度按检出限的一半计，结合进出

口废气流量，根据调查，电镀废气排

放 口 中 硫 酸 雾 去 除 效 率 为

90.7%-93.6%；蚀刻废气排放口中硫

酸雾去除效率为 74.3%-96.2%；硫酸

雾去除效率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电镀废气排放口中氰化物去除效

率为 87.7%-89.8%，去除效率低于环

评批复，主要由于废气进口浓度较低

导致去除效率偏低。

9

采取各种措施削减各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源强。

确保工程厂界粉尘、非甲烷总烃等主要污染物指

标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符合国家规定允许标准

值。

根据监测报告，监测期间（2019
年 12月 12日、13日），项目厂界无

组织废气中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

TSP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最大值

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四 、 噪 声 防 治

10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应设置隔

声，吸声、减振等工程措施。加强厂区绿化进一

步提高厂区声环境质量，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

《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厂界外 3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排

放限值。

根据监测报告，监测期间（2019
年 12 月 12 日、13 日），项目厂界

Z1～Z4 噪声监测点位的昼夜间厂界

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

准。

五 、 固 废 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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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工业固废污染防治要求合理处置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固废。其中镀槽废液、废渣、废水处理

站污泥、废蚀刻液、废机油等均属危险废物，应

按要求送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安全处置并

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镀槽废液、废渣、废水处理站污泥、

废蚀刻液已委托绍兴金冶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处置，并执行了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制度；废机油计划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

六 、 其 它 方 面

12

本项目涉及氯化氢、浓硫酸等环境风险重大危

险源，须切实加强项目建设从设计、施工、安装、

运行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理。车间工艺废水收集

系统须采用明管明沟方式；物料存放区和电镀车

间生产作业地面、工艺废水收集管沟的沟壁及沟

底均须采用“三油两布”的防腐防渗工艺处理；

各股废水的集水池池壁及池底须采用“四油三布”

的重度防腐防渗工艺处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书

要求认真制订并落实各项风险事故防范对策措

施，设置能容纳至少 12h废水量的应急事故水池，

编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1、根据企业 2019 年 12 月编制

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厂区收集

池余量为 500m3，事故应急池接纳能

力 120m3。合计 620m3；核算得出事

故水量为 608.6m3；公司已设置容积

可以满足应急储水功能。

2、企业对各生产线供水实现联

锁状态，当生产线发生故障等事故

时，同步可切断供水阀门，停止供水。

3、厂区酸碱槽布置在废水处理

区，四周设置约 50cm 高围堰，并铺

设 PVC软板防腐层。

4、已编制了《宁波康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于 2019年 12月已在宁波市生态环

境 局 备 案 （ 备 案 编 号 ：

330212-2019-107-L）。

5、生产车间工艺废水管采用明

管方式敷设，地面已铺设一层 PVC
软板防腐层。

13

为支持市级先进技术制造企业发展，本项目电

镀废水排放总量 7.5万吨/年由市级余量 2.5万吨、

鄞州区余量 2 万吨及鄞州区超额削减量 3 万吨共

同调剂解决。

由于厂区新、老项目废水混合处

理，无法单独按照项目区分，根据废

水量数据折算，满负荷生产时全厂废

水排放量为 15.63万 t/a，在环评范围

内（15.8万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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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

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选址于宁波市鄞

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符合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项目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具有产品质量高、污染物排放少等显著特点，体现了一

定的清洁生产水平，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实施后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落实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前提下，污染物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不会降低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质量现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实施“三同时”制度，确

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以及落实总量控制指标前提条件下，其建设是可行的。

表 5-1 环评中要求落实的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类型 环评要求

废气治理

电镀工段产生的硫酸雾和氰化氢、蚀刻工段产生的氯化氢废气，经楼顶引风机

收集，然后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碱溶液喷淋填料洗涤塔吸收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

排放。

项目采用全自动电镀生产线，电镀槽上方均采用密闭集气设施。

建设5套逆流式填料吸收塔+5座25m排气筒，单套设计风量10000m3/h（其中老厂

区建设2套）。

LED框架注塑过程中挥发少量的塑料裂解废气：生产过程中加强车间通风。

废水治理

车间废水采用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建设综合清洗废水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

反渗透工艺）；含氰银废水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含氰铜废水

预处理系统（采用二级反渗透+电解工艺）；蚀刻废水处理系统（采用混凝沉淀+二
级反渗透+电解工艺）；各类废液预处理系统（采用过滤、隔油、混凝沉淀、电解等

工艺）；综合废水综合处理系统（采用二级破氰处理+混凝沉淀+砂滤+精细过滤工艺）；

生产废水的回用率达87.2%；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纳入鄞州创业投资中心污水管网

送南区污水处理厂综合处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原蚀刻事业部新增一处生产废水预处理设施，预处理后的综合废水纳入原有污

水污水站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光电事业部（新厂区）新建一套预处理和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

现有污水处理站能力为1950t/d，本项目新增综合处理能力2088t/d，全厂生产废

水综合处理能力为4038t/d。

厂区污水站设置标准化排放口，废水排放口设置废水排放量、CODCr、氰化物、

铜、银在线监测系统；雨水排放口及生活污水排放口设置PH、废水排放量、CODCr

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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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治理

1、应选用低噪声机电设备。

2、高噪声设备车间设置双层隔声窗门。

3、高速冲床放置在自带整体隔声间内。

固废措施

1、废水处理污泥、电镀废渣（滤芯）（HW17）委托绍兴县金冶熔炼有限公司

综合利用。

2、蚀刻废液委托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处理。

3、废机油（HW08）、废包装材料（HW49）委托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处理。

4、废滤袋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填埋。

5、边脚料、电镀废品原料生产厂家回收处理。

6、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7、建议厂内建一临时贮存场所，可同时存放一般工业固废，注意须有防雨水、

防渗漏等措施。

事故风险
1、设置能容纳12h废水量的应急事故水池。

2、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其它 建立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环保人员，编制环保管理制度。

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本项目环评批复（甬环建[2011]86号）的具体要求如下：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环评报告书批复的申请》及随文报送的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和鄞州区环保

局初审意见（鄞环〔2011〕12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报告书评审意见和鄞州区环保局初审意见，同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高

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于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扩建。环

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复后，可以作为本项目建设和日常运行管理的环境保护依据。

二、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以铜带为主要原料，通过精密冲制、电镀、注塑、蚀

刻等主要工艺新增年产 50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框架、3000万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

（QFN）生产能力。主要设备包括新增全自动高速低氰局部镀银线 13条、IC自动清

洗线 2条、蚀刻框架生产线 5条、注塑机 30台。生产供热统一采用电加热，无供气

或锅炉供热系统。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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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314-2006）及《电

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要求加强实施清洁生产，采取全自动控制、带

出液回收、多级逆流漂洗、低氰电镀、中水回用等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主要原材料消

耗、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指标达到同类工程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其中银、铜利用率

须分别达到 86.9%、91.5%以上，电镀新鲜水用量须≤0.017t/m2，镀件带出液中总氰化

物浓度须≤0.5g/ m2。电镀废水回用率须≥87.2%，电镀废水排水量须≤227.5t/d。

（二）项目须严格执行分质处理、分质回用原则。综合清洗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

理回用于制纯水；脱脂清洗水须经一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车间脱脂清洗；氰铜清洗废

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车间镀铜清洗（浓水和氰铜废液须采用电解工艺回收

铜）；氰银清洗废水须经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镀银清洗（浓水和氰银废液须采用电

解工艺回收银）；蚀刻废水须经混凝沉淀、二级反渗透处理回用于蚀刻工序清洗；脱

脂废液须经除油、超滤浓缩处理后全部回用于脱脂工序。以上各工序需要排放的尾水

会同车间地面冲洗水、RO膜反冲洗水等一起排入项目综合废水处理系统经二级破氰

处理、混凝沉淀、砂滤、精细过滤处理总银、总铜、总氰化物、石油类等达到《电镀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余指标达到江东

南区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市政污水管网。

（三）电镀线须进行全封闭设计，电镀槽上方须采用密闭集气设施。项目电镀、

蚀刻工艺所产生的氰化氢废气、硫酸雾、盐酸雾等须经次氯酸钠和氢氧化钠碱液喷淋

处理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要求后方可通过 25m高排气筒排放。其中硫酸雾、氰化氢的去除

率须分别达到 71.3%和 99.6%以上。

（四）采取各种措施削减各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源强。确保工程厂界粉尘、非甲烷

总烃等主要污染物指标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符合国家规定允许标准值。

（五）项目须在 RO反渗透处理装置、中水回用水池、原水水池等设施的进、出

水各条管路安装生产用水累计计量装置并记录台账；含银废水在与其他废水混合前须

设置采样口，确保第一类污染物车间达标；厂区生产废水总排口须按规范要求设置标

准化排污口，安装包括特征重金属等污染物在内的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其它雨水、生活污水等下水的排放口也必须安装 pH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

（六）按工业固废污染防治要求合理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其中镀槽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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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渣、废水处理站污泥、废蚀刻液、废机油等均属危险废物，应按要求送有资质的危

险废物处置单位安全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七）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应设置隔声，吸声、减振等工程措施。

加强厂区绿化进一步提高厂区声环境质量，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厂界外 3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排放限值。

（八）本项目涉及氯化氢、浓硫酸等环境风险重大危险源，须切实加强项目建设

从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理。车间工艺废水收集系统须采用明

管明沟方式；物料存放区和电镀车间生产作业地面、工艺废水收集管沟的沟壁及沟底

均须采用“三油两布”的防腐防渗工艺处理；各股废水的集水池池壁及池底须采用“四

油三布”的重度防腐防渗工艺处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书要求认真制订并落实各项风

险事故防范对策措施，设置能容纳至少 12h废水量的应急事故水池，编制应急预案并

定期演练。

（九）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保护，工程施工废水, 生活污水必须经处置后

达标排放。认真落实施工噪声,施工扬尘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进一步减少工程施工对

周围环境影响。认真做好项目建设水土保持工作。

四、为支持市级先进技术制造企业发展，本项目电镀废水排放总量 7.5万吨/年由

市级余量 2.5万吨、鄞州区余量 2万吨及鄞州区超额削减量 3万吨共同调剂解决。

五、该项目建设须委托有工程环境保护监理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环保监理，有关

监理计划报我局备案。项目结束后，工程环保监理报告须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依据。

六、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认真落实

各项环保要求。项目试生产须报我局检查同意。项目试生产三个月内按规定程序申请

环境保护验收。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请鄞州区环保局加强对

该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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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执行标准

6.1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的环境功能区划分别为：

1）环境空气

根据《宁波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技术报告》，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为

二类环境功能区。

2）地表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地面水环境保护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内河河网为地表水三类

功能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纳污水体奉化江

（翻石渡断面～宁波三江口断面）为奉化江鄞州工业、景观用水区，执行Ⅳ类标准。

3）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省级工业区范围内，属 3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类功能区标准。

4）生态环境

根据《宁波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项目所在地为鄞州新城-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生态环境功能小区（Ⅰ3-10212C01），属重点准入区。

6.2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的环境质量标准分别为：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属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二级标准；注塑挥发废气非甲烷总烃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相关规范说明取值；硫酸雾、

氯化氢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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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氢参照执行前苏联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标准限值见

表 6-1。

表 6-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标准（mg/m3）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0.06
日平均 0.15

1小时平均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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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0.08
日平均 0.12

1小时平均 0.24

总悬浮颗粒物（TSP）
年平均 0.20
日平均 0.30

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年平均 0.10
日平均 0.15

非甲烷总烃（1） 1小时平均 2.0

硫酸
（2） 日平均 0.10

1小时平均 0.30

氯化氢
（2） 日平均 0.015

1小时平均 0.050
氰化氢

（3） 1小时平均 0.01
*注明：(1)非甲烷总烃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相关规范说明取值;

(2)硫酸、氯化氢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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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氰化氢采用前苏联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

2）水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项目所在区域内河河网为地表

水Ⅲ类功能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最终纳污

水体奉化江（翻石渡断面～宁波三江口断面）为奉化江鄞州工业、景观用水区，执行

Ⅳ类标准，具体水质标准见表 6-2。

表 6-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单位：mg/L，除 pH外

项目名称 Ⅲ类标准 Ⅳ类标准

PH 6~9 6~9
BOD5 ≤4 ≤6

高锰酸盐指数 ≤6 ≤10
CODCr ≤20 ≤30
石油类 ≤0.05 ≤0.5
DO ≥5 ≥3
总磷 ≤0.2 ≤0.3
氨氮 ≤1.0 ≤1.5
氰化物 ≤0.2 ≤0.2
挥发酚 ≤0.005 ≤0.01
铜 ≤1.0 ≤1.0
银* ≤0.003 ≤0.003

*注明：由于国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银的标准值，这里采用美国华盛顿州推荐的地面水水质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参照执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T14848-93）

中Ⅲ类标准，具体水质标准见表 6-3。

表 6-3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T14848-93） 单位：mg/L，除 pH外

序号 项目 Ⅲ类

1 PH /
2 总硬度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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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锰酸盐指数 3.0
4 氯化物 250
5 氨氮 0.2
6 氟化物 1.0
7 六价铬 0.05
8 镍 0.05
9 硫酸盐 250
10 铅 0.05
11 铜 1.0

3）河道底泥标准

本项目周边内河河道底泥执行《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

详见表 6-4。

表 6- 4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 单位 mg/kg

项目
最高允许含量

在酸性土壤 PH＜6.5 在中性和碱性土壤上 PH≥6.5
铜及其化合物 250 500
镍及其化合物 100 200

4）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的二级

标准，详见表 6-5。

表 6- 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单位 mg/kg

项目 二级标准（自然标准）

镉 0.3
汞 0.3

砷(水田) 30
砷(旱地) 40

铜(农田等) 50
铜(果园) 150

铅 250
铬(水田) 250
铬(岸地) 150

锌 200
镍 40

5）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省级工业区（工业功能区），属 3类声环境功能

适用区，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类功能区标准，标

准限值见下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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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 单位: dB（A）

标准 适用区类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GB3096-2008 3类 65 55

6.3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项目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分别为：

1）废水排放标准

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大部分回用于生产，剩余生产废水达标排

入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的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最终经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奉化江。

本项目生产废水的总银、总铜、总氰化物和石油类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0-2008）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具体见表 6-7。

表 6-7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总 镍(mg/L) 0.5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2 总 银(mg/L) 0.3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3 pH 值 6～9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4 总 铜(mg/L) 0.5

5 石油类（mg/l） 3.0

6 总氰化物(以 CN-，mg/L) 0.3

7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L/m2(镀件镀层)
500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一致

其它指标和生活污水执行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设计进管标准，具体

见表 6-8；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

表 6-8 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的进管和排放标准

项目 设计进管标准 排放标准 项 目 设计进管标准 排放标准

pH 6~9 6~9 氨氮（mg/l）≤ 30 8(15)

CODCr（mg/l）≤ 240 60 总磷（mg/l）≤ 4 1

BOD5（mg/l）≤ 120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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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排放标准

本项目产生的氰化氢、硫酸雾、氯化氢等废气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具体指标见表 6-9。

表 6-9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mg/m3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氯化氢 3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2 氰化氢 0.5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3 硫酸雾 3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4 氮氧化物 20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电镀工艺废气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必须设立局部气体收集系统和集中净化处理装置，净化后

的气体由排气筒排放，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排放含氰化氢废气的排气筒高度不低

于 25m。不能达到该浓度要求的排气筒，应按排放浓度限值的 50％执行，具体见表

6-10。

表 6-10 新建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

工艺种类 基准排气量 m3/m2（镀件镀层） 排气量计量单位

其他镀种

（镀铜、镀镍等）
37.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粉尘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标准值见表 6-11。

表 6-1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

限值 mg/m315m 20m

颗粒物 120 3.5 5.9 1.0

非甲烷总烃 120 10 17 4.0

3）噪声排放标准

营运期厂界噪声排放限值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功能区标准，标准值见表 6-12。

表 6-1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单位: 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3类声环境功能区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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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废

危险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其它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场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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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7.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7.1.1废水

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废水与环评相符，主要有：电镀线、蚀刻线产生的工艺废

水、废气塔排污水、生活污水。此外，还有地面冲洗水、污泥压滤液等。

工艺废水包括：脱脂废液、脱脂废水、综合清洗废水、超纯清洗水、氰铜废液、

氰铜废水、氰银废液、氰银废水、脱银废液、综合废液、废酸液 11种废水；上述产

生的 11种废水纳入废水收集管网系统，厂区设有 13路废水（原项目中还有镍废液、

镍废水）收集管道，有效对工艺废水进行分类收集及分质处理。

废水监测点位详见图 7-1，监测因子和频次详见表 7-1。

表 7-1 废水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S1综合废水箱
pH、CODcr、氨氮、总磷、石油类、总铜、总镍、总银、氰化

物

4次/天，

共 2天

S2脱脂废液箱 pH、CODcr、石油类

S3含镍废水箱 pH、CODcr、总镍

S4氰铜废水箱 pH、CODcr、总铜、氰化物

S5氰银废水箱 pH、CODcr、总银、氰化物

S6综合废液箱
pH、CODcr、氨氮、总磷、石油类、总铜、总镍、总银、氰化

物

S7排放口
pH、CODcr、BOD5、SS、氨氮、总磷、石油类、总氮、总铜、

总镍、总银、氰化物

S8化粪池出水
pH、CODcr、BOD5、SS、氨氮、总磷、动植物油、总铜、总

镍、总银、氰化物

S9雨排口
pH、CODcr、BOD5、SS、氨氮、总磷、石油类、总铜、总镍、

总银、氰化物

注：

1、根据环评，生产废水的总镍、总银、总铜、总氰化物和石油类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它指标和生活污水执行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

理厂的污水设计进管标准。

2、本次验收内容未涉及含镍废水，但厂区其他项目有含镍废水产生，且经同一座污水站处理，故

本次考虑监测含镍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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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废气

7.1.2.1有组织排放

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废气与环评基本相符，主要为电镀生产线产生的硫酸雾、

氰化氢，蚀刻线产生的氯化氢。

第二阶段配套建设 2套废气处理设施，位于新厂区厂房二楼顶；分别处理电镀线

产生废气及蚀刻线产生的废气，单套风量及排气筒高度符合环评。其中：

1）电镀废气处理设施（2#），风机风量为 6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电镀线产生的废气。

2）蚀刻废气处理设施（1#），风机风量为 35000CMH，排放高度 25m。处理第

二阶段建设的 5条蚀刻线产生的废气。

有组织废气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7-2，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图 7-2。

表 7-2 有组织废气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位置

排气

筒编

号

废气类型 监测因子 监测指标
排气筒

高度

监测

点位

监测

频次

电镀车

间楼顶
1# 蚀刻废气 氯化氢、硫酸雾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废气量

25m 进出口 3次/
天，

共 2
天

电镀车

间楼顶
2# 电镀废气

氰化氢、硫酸雾、

氯化氢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废气量

25m 进出口

注：氰化氢、硫酸雾、氯化氢等废气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新

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图 7-2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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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厂界上风向设 1 个点位WQ1，厂界下风向设 3个监测点位

WQ2、WQ3、WQ4；监测因子、监测频次详见表 7-5。
表 2-5 无组织排放监测内容

监测

区域

监测

对象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厂区
无组织排

放

氯化氢、硫酸雾、

氰化氢、非甲烷

总烃、TSP

厂界上风向设 1个点位WQ1，厂界下

风向设 3个监测点位WQ2、WQ3、WQ4
3次/天，共

2天

注：同步记录监测期间气象情况：如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天气状况等

7.1.3厂界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点位详见图 7-3，监测内容详见表 7-3。

表 7-3 噪声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Z1～Z4 每天昼、夜间各 1次，共 2天

注：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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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环境质量监测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详见图 7-4，监测因子和频次详见表 7-4。

表 7-4 环境质量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S10地表水上游

S11地表水下游

水温、pH、DO、CODmn、BOD5、氨氮、石油类、

挥发酚、总磷、铜、氰化物、镍、银
每天 2次，共 2天

图 7-3 噪声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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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
类别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或来源

废水和水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

定法
GB/T 13195-1991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

光度法
HJ 503-2009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

光光度法
HJ 637-2018

五日生化需氧

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

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铜、镍、银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废气和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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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

改单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

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1999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

法
HJ 549-2016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

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1999

硫酸雾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

法
HJ 544-2016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8.2监测仪器

表 8-2 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pH计 pHS-3C H100
电热鼓风干燥箱 FT101AP-1 R014

分析天平 AL204 R011
分光光度计 722S H308/H307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C型 H331
离子色谱 ICS-900 H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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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H055
生化培养箱 SHP-150 H002

红外分光油分析仪 RN3001 H455
气相色谱仪（非甲烷总烃专用仪） GC9790IIF H297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33 H336
电感耦合等离体发射光谱仪 5110ICP-OES H273

溶解氧测量仪 SX825 pH/mV/ H158
溶解氧测定仪 JPSJ-606L H416

8.3人员能力

参加验收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

8.4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现场监测，按规定满足相应的工况条件，否则负责验收监

测的单位立即停止现场采样和测试。

2）现场采样和测试严格按《验收监测方案》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异

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未能按《验收监测方案》进行现场采样和测试的原因予以详

细说明。

3）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首先选择目前

适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部推荐的统一分析

方法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4）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

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

5）参加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6）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采样过程中采集不少于 10%的

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一般加不少于 10%的平行样；对可以得到标准样品或质量控

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的同时做 10%质控样品分析；对无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

项目，且可进行加标回收测试的，在分析的同时对 10%加标回收样品分析。

7）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采样器在进现场前对气体分析、

采样器流量计等进行校核。

8）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

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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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

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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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结果

9.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 12月 12日至 13日，工况情况见表 9-1。

表 9-1 工况调查

产品名称
系

列

单

位

环评

产量

/年

第二阶段

设计产量

/年
12日 13日 日均 负荷

平面阵列

式 LED
框架

LED
亿

只
50 20 0.05124600 0.05097622 0.05111111 89%

高密度集

成电路框

架（QFN）
QFN

万

条/
年

3000 1125 3.2 2.8 3 93%

注：1、全年生产时间 350天，按 12个月计。

2、生产负荷（%）=实际日均生产数/设计日均生产数×100%

由上表可知，监测期间实际平均生产负荷大于 75%，符合竣工验收的工况要求。

9.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

9.2.1.1废气

1）有组织排放

蚀刻废气检测结果见表9-2，电镀废气检测结果见表9-3。

表 9- 2 蚀刻废气监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频次

标干

流量
m3/h

氯化氢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12#蚀刻废

气进口

2019-
12-12

第一次 52170 9.0 0.47 2.62 0.14

第二次 50813 10.3 0.52 2.52 0.13

第三次 50588 9.6 0.49 2.06 0.10

2019-
12-13

第一次 50868 9.2 0.47 1.89 0.10

第二次 51924 8.2 0.43 2.09 0.11

第三次 51169 10.6 0.54 2.42 0.12

13#蚀刻废
气出口

2019-
12-12

第一次 47951 2.7 0.13 0.52 0.02

第二次 47103 2.3 0.11 0.5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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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频次

标干
流量
m3/h

氯化氢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第三次 47001 3.5 0.16 0.57 0.03

2019-
12-13

第一次 47261 2.3 0.11 0.27 0.01

第二次 47907 3.3 0.16 ＜0.2 —

第三次 47149 3.7 0.17 ＜0.2 —

— — — 最大值 3.7 — 0.57 —

— — —
标准限

值 30 — 30 —

— — —
是否达

标 达标 — 达标 —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蚀刻废气排放口中氯化氢、硫酸雾均可满足《电镀污染物

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 5标准限值。

表 9- 3 电镀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频次

标干
流量
m3/h

氯化氢 氰化氢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14#电镀
废气进

口

2019-
12-12

第一次 48130 11.2 0.54 0.182 8.76×10-3 1.38 0.07

第二次 49005 10.7 0.52 0.205 0.01 1.40 0.07

第三次 48364 10.0 0.48 0.175 8.46×10-3 1.46 0.07

2019-
12-13

第一次 48707 11.2 0.55 0.212 0.01 1.49 0.07

第二次 47884 10.2 0.49 0.196 9.39×10-3 1.03 0.05

第三次 48186 10.4 0.50 0.189 9.11×10-3 1.03 0.05

15#电镀
废气出

口

2019-
12-12

第一次 46244 4.2 0.19 ＜0.045 — ＜0.2 —

第二次 46768 4.9 0.23 ＜0.045 — ＜0.2 —

第三次 46294 3.6 0.17 ＜0.045 — ＜0.2 —

2019-
12-13

第一次 46716 3.9 0.18 ＜0.045 — ＜0.2 —

第二次 45970 3.7 0.17 ＜0.045 — ＜0.2 —

第三次 46341 4.2 0.19 ＜0.045 — ＜0.2 —

— — —
最大

值 4.9 最大值 ＜0.045 最大值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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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采样

频次

标干
流量
m3/h

氯化氢 氰化氢 硫酸雾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 — —
标准

限值 30 — 0.5 — 30 —

— — —
是否

达标 达标 — 达标 — 达标 —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电镀废气排放口中氯化氢、氰化物、硫酸雾均可满足《电

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 5标准限值。

2）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9-4，监测期间气象参数见9-5。

表 9- 4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

日期

采样

点位

采样

频次

检测结果(mg/m3)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氯化氢 氰化氢 硫酸雾
总悬浮
颗粒物

2019-
12-12

16#厂界

东侧

第一次 0.67 0.062 ＜0.002 0.074 0.217

第二次 0.87 0.068 ＜0.002 0.074 0.217

第三次 0.86 0.189 ＜0.002 0.074 0.233

17#厂界
南侧

第一次 0.81 0.135 ＜0.002 0.071 0.283

第二次 0.65 0.176 ＜0.002 0.073 0.283

第三次 0.65 0.051 ＜0.002 0.073 0.300

18#厂界
西侧

第一次 0.92 ＜0.02 ＜0.002 0.083 0.267

第二次 0.65 ＜0.02 ＜0.002 0.072 0.233

第三次 0.87 ＜0.02 ＜0.002 0.072 0.267

19#厂界

北侧

第一次 0.99 0.035 ＜0.002 0.086 0.233

第二次 0.91 0.022 ＜0.002 0.083 0.233

第三次 1.03 ＜0.02 ＜0.002 0.083 0.217

2019-
12-13

16#厂界

东侧

第一次 0.85 0.022 ＜0.002 0.071 0.233

第二次 0.85 0.102 ＜0.002 0.072 0.217

第三次 0.81 0.044 ＜0.002 0.073 0.233

17#厂界 第一次 0.71 0.097 ＜0.002 0.070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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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日期

采样
点位

采样
频次

检测结果(mg/m3)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氯化氢 氰化氢 硫酸雾
总悬浮
颗粒物

南侧 第二次 0.66 0.086 ＜0.002 0.072 0.300

第三次 0.66 0.054 ＜0.002 0.073 0.283

18#厂界
西侧

第一次 0.69 ＜0.02 ＜0.002 0.077 0.267

第二次 0.67 0.076 ＜0.002 0.080 0.283

第三次 0.73 ＜0.02 ＜0.002 0.082 0.250

19#厂界
北侧

第一次 1.06 0.027 ＜0.002 0.079 0.217

第二次 0.93 0.144 ＜0.002 0.083 0.217

第三次 1.00 0.039 ＜0.002 0.083 0.200

— 最大值 — 1.06 0.189 ＜0.002 0.086 0.300

— 排放限值 — 4.0 0.2 0.024 1.2 1.0

— 是否达标 —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以上表中“＜”表示该物质检测结果小于检出限。
2.气象参数见附表 1。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氰化

氢、硫酸雾及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表 9- 5 气象参数

时间

项目
风向 风速（m/s） 气温（℃） 气压（kPa） 天气状况

2019-12-12

第一次 东北 1.6 10.4 102.6 晴

第二次 北 1.9 13.7 102.3 晴

第三次 东北 1.4 13.9 102.3 晴

2019-12-13

第一次 东北 1.4 7.4 102.9 晴

第二次 东北 1.8 9.8 102.6 晴

第三次 北 1.7 11.1 102.5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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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原有项目及本项目生产废水，废水监测结果情况见表 9-6至

表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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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S1综合废水箱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氰化物 铜 镍 银

1# -S1综合

废水箱

2019-
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76 46 0.915 0.05 ＜0.06 ＜0.004 0.62 ＜0.007 1.06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82 42 0.888 0.06 ＜0.06 ＜0.004 0.57 ＜0.007 1.03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70 44 0.980 0.05 ＜0.06 ＜0.004 0.28 ＜0.007 0.927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44 41 0.924 0.05 ＜0.06 ＜0.004 0.54 0.010 1.00

2019-
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89 38 0.908 0.04 ＜0.06 ＜0.004 0.54 0.015 0.354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78 35 0.936 0.05 ＜0.06 ＜0.004 0.52 ＜0.007 1.00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77 36 0.952 0.04 ＜0.06 ＜0.004 0.40 ＜0.007 0.902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82 40 0.980 0.04 ＜0.06 ＜0.004 0.49 ＜0.007 0.992

表 9-7 S2脱脂废液箱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2# -S2 脱脂废液箱

2019-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12.4 376 1.57

第二次 无色透明 12.0 356 1.77

第三次 无色透明 11.8 347 1.69

第四次 无色透明 12.3 373 1.65

2019-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12.6 329 1.29

第二次 无色透明 12.9 342 1.36

第三次 无色透明 12.3 33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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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第四次 无色透明 12.5 323 1.08

表 9-8 S3含镍废水箱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镍

3# -S3 含镍废水箱

2019-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66 19 50.9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59 22 53.0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64 17 52.3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69 18 51.1

2019-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73 14 53.5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88 15 36.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74 12 31.9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82 16 52.5

表 9-9 S4氰铜废水箱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银 氰化物

4# -S4氰铜废水箱 2019-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7.96 45 0.052 ＜0.004

第二次 无色透明 7.89 43 0.049 ＜0.00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7.92 40 0.04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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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银 氰化物

第四次 无色透明 7.98 42 0.052 ＜0.004

2019-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8.02 38 0.051 ＜0.004

第二次 无色透明 8.08 35 0.048 ＜0.00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7.96 36 0.049 ＜0.004

第四次 无色透明 8.00 34 0.049 ＜0.004

表 9-10 S5氰银废水箱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银 氰化物

5# -S5氰银废水箱

2019-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89 45 28.3 ＜0.004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84 43 24.9 ＜0.00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88 40 26.7 ＜0.004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80 42 21.4 ＜0.004

2019-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6.94 38 34.0 ＜0.004

第二次 无色透明 6.89 35 18.5 ＜0.00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6.91 36 27.6 ＜0.004

第四次 无色透明 6.93 34 22.6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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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S6综合废液箱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氰化物 铜 镍 银

6# -S6综合

废液箱

2019-
12-12

第一次 无色透明 9.08 43 0.711 0.09 ＜0.06 ＜0.004 89.7 0.373 0.015

第二次 无色透明 9.08 45 0.756 0.09 ＜0.06 ＜0.004 96.3 0.342 0.074

第三次 无色透明 9.10 43 0.684 0.08 ＜0.06 ＜0.004 95.7 0.355 ＜0.013

第四次 无色透明 9.07 46 0.738 0.09 ＜0.06 ＜0.004 90.0 0.347 ＜0.013

2019-
12-13

第一次 无色透明 8.94 35 0.708 0.08 ＜0.06 ＜0.004 114 0.343 0.071

第二次 无色透明 8.99 36 0.730 0.07 ＜0.06 ＜0.004 112 0.331 ＜0.013

第三次 无色透明 9.03 34 0.750 0.09 ＜0.06 ＜0.004 83.4 0.352 0.080

第四次 无色透明 9.06 32 0.716 0.07 ＜0.06 ＜0.004 73.4 0.355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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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 S7排放口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悬浮物
化学

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氰化物 铜 镍 银

7# -S7排
放口

2019-
12-12

第一次 浅灰浑浊 6.72 ＜4 15 3.4 ＜0.025 0.02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二次 浅灰浑浊 6.85 ＜4 14 3.0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三次 浅灰浑浊 6.59 ＜4 15 3.3 ＜0.025 0.02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四次 浅灰浑浊 6.68 ＜4 12 2.8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 — 日均值 6.71 ＜4 14 3.1 ＜0.025 0.02 ＜0.06 ＜0.004 ＜0.04 ＜0.007 ＜0.013

— — 标准限值 6-9 50 240 120 30 4 3 0.3 0.5 0.5 0.3

— —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019-
12-13

第一次 浅灰浑浊 6.76 ＜4 17 3.8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二次 浅灰浑浊 6.70 ＜4 19 3.9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三次 浅灰浑浊 6.74 ＜4 21 4.7 ＜0.025 0.02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四次 浅灰浑浊 6.77 ＜4 20 4.4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 — 日均值 6.74 ＜4 19 4.2 ＜0.025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 — 标准限值 6-9 50 240 120 30 4 3 0.3 0.5 0.5 0.3

— —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生产废水排放口中，石油类、氰化物、铜、镍、银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电镀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1900-2008）表 2标准；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量、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宁波市江东南区

污水处理厂设计进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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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S8化粪池出口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悬浮物
化学

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动植物油 氰化物 铜 镍 银

8# -S8化
粪池出口

2020-
05-25

第一次 浅黄微浑 6.94 24 95 28.9 12.2 0.16 0.15 ＜0.004 ＜0.006 ＜0.007 ＜0.007

第二次 浅黄微浑 7.01 22 99 30.2 11.9 0.16 0.15 ＜0.004 ＜0.006 ＜0.007 ＜0.007

第三次 浅黄微浑 6.86 25 84 25.7 12.4 0.15 0.15 ＜0.004 ＜0.006 ＜0.007 ＜0.007

第四次 浅黄微浑 6.97 28 87 27.4 12.3 0.15 0.17 ＜0.004 ＜0.006 ＜0.007 ＜0.007

— — 日均值 6.95 25 91 28.1 12.2 0.16 0.16 ＜0.004 ＜0.006 ＜0.007 ＜0.007

— — 标准限值 6-9 400 240 120 30 4 100 1.0 2.0 1.0 0.5

— —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020-
05-26

第一次 浅黄微浑 7.03 23 77 24.0 12.5 0.13 0.16 ＜0.004 ＜0.006 ＜0.007 ＜0.007

第二次 浅黄微浑 6.91 25 65 20.3 12.0 0.14 0.15 ＜0.004 ＜0.006 ＜0.007 ＜0.007

第三次 浅黄微浑 6.86 23 75 22.7 12.6 0.13 0.15 ＜0.004 ＜0.006 ＜0.007 ＜0.007

第四次 浅黄微浑 7.05 27 68 20.6 12.4 0.12 0.17 ＜0.004 ＜0.006 ＜0.007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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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悬浮物
化学

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动植物油 氰化物 铜 镍 银

— — 日均值 6.96 25 71 21.9 12.4 0.13 0.16 ＜0.004 ＜0.006 ＜0.007 ＜0.007

— — 标准限值 6-9 400 240 120 30 4 100 1.0 2.0 1.0 0.5

— —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表中“＜”表示该物质检测结果小于检出限。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排放口中，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量、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宁波市江

东南区污水处理厂设计进管标准；悬浮物、动植物油、氰化物、铜、镍、银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表 4三级标准。

表 9-14 S9雨排口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悬浮物
化学

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氰化物 铜 镍 银

9# -S9雨
排口

2019-

12-12

第一次 浅灰浑浊 6.64 ＜4 16 3.5 0.151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二次 浅灰浑浊 6.60 ＜4 18 3.8 0.166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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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悬浮物
化学

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氰化物 铜 镍 银

第三次 浅灰浑浊 6.58 ＜4 19 4.0 0.141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四次 浅灰浑浊 6.69 ＜4 16 3.6 0.130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2019-

12-13

第一次 浅灰浑浊 6.72 ＜4 22 4.9 0.150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二次 浅灰浑浊 6.70 ＜4 24 5.3 0.158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三次 浅灰浑浊 6.65 ＜4 26 5.5 0.135 0.02 ＜0.06 ＜0.004 ＜0.04 ＜0.007 ＜0.013

第四次 浅灰浑浊 6.68 ＜4 22 4.8 0.152 0.01 ＜0.06 ＜0.004 ＜0.04 ＜0.00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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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厂界噪声

表 9-15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点号 检测点位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LeqdB（A）

昼间 夜间

20# 厂界东侧

2019-12-12

56.4 47.3

21# 厂界南侧 58.0 47.9

22# 厂界西侧 58.4 47.7

23# 厂界北侧 59.2 47.5

24# 厂界东侧

2019-12-13

57.8 48.3

25# 厂界南侧 58.2 48.9

26# 厂界西侧 57.4 48.9

27# 厂界北侧 57.0 49.2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9.2.1.4污染物总量核算

由于厂区污水站承担全厂废水处理（包括新、老项目产生的废水），无法单独统

计本项目第二阶段废水情况，故本次统计的废水量为全厂废水情况，核算全厂污染物

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全厂生产废水排放量为405.8t/d、415.8t/d，监测期间全厂生产工况

约为91.1%、91.1%，核算成满负荷运行，生产废水排放量为157827t/a。根据宁波市环

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甬环发

[2014]48号）的规定，经环评最终核定，企业主要总量控制因子及实际排放情况对照

如下。

废水经厂区污水站处理后纳入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水标准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即CODCr≤60mg/L；

其他因子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具体见表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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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6 总量控制指标

污染物名称 许可量 实际排放量

废水量（全厂）（t/a） 158000 157827
CODCr（t/a） 9.48 9.47
总铜（kg/a） 79.05 78.91
总镍（kg/a） 39.05 39.05
总银（kg/a） 47.43 47.35

总氰化物（kg/a） 47.43 47.35
注：总镍为原项目产生，废水量按原项目78100t/a计算。

经核算，项目废水排放量、CODCr、总铜、总镍、总银、总氰化物排放总量均符

合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

9.2.2环保设施去除效率监测结果

环评批复要求硫酸雾、氰化氢去除率分别达到71.3%和99.6%以上，对废水、噪声

等去除率无要求，要求电镀废水回用率87.2%以上。

9.2.2.1废水治理设施

环评及批复对废水去除率无要求，只要求电镀废水回用率87.2%以上。根据调查，

监测期间，厂区中水回用率为88.1%，符合要求。

9.2.2.2废气治理设施

电镀废气排放口中硫酸雾及氰化物未检出，本次计算去除效率时，排放浓度按检

出限的一半计，结合进出口废气流量，根据调查，电镀废气排放口中硫酸雾去除效率

为90.7%-93.6%；蚀刻废气排放口中硫酸雾去除效率为74.3%-96.2%；硫酸雾去除效率

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电镀废气排放口中氰化物去除效率为87.7%-89.8%，去除效率低于环评批复，主

要由于废气进口浓度较低导致去除效率偏低。

9.2.2.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厂界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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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地表水上游检测结果见表 9-17，地表水上游检测结果见表 9-18。

表 9-17 S10地表水上游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水温 溶解氧
高锰酸

盐指数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氨氮 总磷 氰化物 铜 镍 银 挥发酚

10# -S10
地表水

上游

2019-
12-12

第一次
浅黄

微浑
6.03 12.8 5.32 2.7 2.3 3.25 0.17 ＜0.004 0.11 0.111 ＜0.013 ＜0.0003

第二次
浅黄

微浑
6.10 9.2 5.45 2.9 2.8 3.02 0.18 ＜0.004 0.22 0.217 ＜0.013 ＜0.0003

2019-
12-13

第一次
浅黄

微浑
6.06 8.9 5.52 2.6 2.7 3.44 0.16 ＜0.004 0.27 0.239 ＜0.013 ＜0.0003

第二次
浅黄

微浑
6.10 13.6 5.27 2.2 2.9 3.32 0.15 ＜0.004 0.18 0.258 ＜0.013 ＜0.0003

地表水Ⅲ类标准 6-9 — 5.0 6.0 4.0 1.0 0.2 0.2 1.0 — — 0.005

表 9-18 S11地表水下游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水温 溶解氧
高锰酸

盐指数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氨氮 总磷 氰化物 铜 镍 银 挥发酚

11# -S11
地表水

下游

2019-
12-12

第一次
浅黄

微浑
6.62 9.2 5.40 1.4 3.0 3.18 0.17 ＜0.004 ＜0.04 ＜0.007 ＜0.013 ＜0.0003

第二次
浅黄

微浑
6.48 12.6 5.28 1.6 3.2 3.38 0.17 ＜0.004 ＜0.04 ＜0.007 ＜0.013 ＜0.0003

2019- 第一次 浅黄 6.66 9.2 5.61 1.7 2.7 3.28 0.16 ＜0.004 ＜0.04 ＜0.007 ＜0.013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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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点位

采样

日期

样品

性状

检测结果 mg/L（pH值无量纲）

pH值 水温 溶解氧
高锰酸

盐指数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氨氮 总磷 氰化物 铜 镍 银 挥发酚

12-13 微浑

第二次
浅黄

微浑
6.58 13.4 5.33 1.4 3.1 3.56 0.17 ＜0.004 ＜0.04 ＜0.007 ＜0.013 ＜0.0003

地表水Ⅲ类标准 6-9 — 5.0 6.0 4.0 1.0 0.2 0.2 1.0 — — 0.005

由上表可以看出，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内地表水水质除氨氮外，其他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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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验收监测结论

10.1环保设施调试结果

10.1.1废水

根据宁波远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验收监测报告（编号：远大检测

H19113388、H20050946）可知：

验收监测期间（2020年5月25日、26日），生活污水排放口中，pH、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量、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设计

进管标准；悬浮物、动植物油、氰化物、铜、镍、银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三级标准。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本项目生产废水排放口中，石油类、

氰化物、铜、镍、银排放浓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2标准；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量、氨氮、总磷排放浓

度最大日均值能满足宁波市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设计进管标准。

10.1.2废气

根据宁波远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验收监测报告（编号：远大检测

H19113388）可知：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本项目蚀刻废气排放口中氯化氢、硫

酸雾均可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5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本项目电镀废气排放口中氯化氢、氰

化物、硫酸雾均可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5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厂界四周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

氯化氢、氰化氢、硫酸雾及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表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1.3噪声

根据宁波远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验收监测报告（编号：远大检测

H19113388）可知：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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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10.1.4总量控制

根据计算，企业现状实际的废水排放量及污染物排放量满足总量控制指标。

10.2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厂区内地表水水质除氨氮外，其他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10.3验收结论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亿只平面阵列式LED框架（一期）、3000万条

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第二阶段）基本按环评报告书批复要求建

设了相应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做到了“三同时”。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技术资料和环保档案基本完善。各项环保措施也基本

落实，污染防治设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运行后处理效果较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达

到国家标准控制要求，项目建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该项目的环境

保护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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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照片

电镀生产线

废水处理设施 生产废水排放口

事故应急池废水在线监测装置

废气收集管 废气处理塔

中水回用装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 亿只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一期）、3000 万

条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生产线项目（第二阶段）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C4090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

中心经度/
纬度

中心经度 121.602986中
心纬度 29.823653

设计生产能力

20亿只/年平面阵列式 LED 框架，1125万条/年高密度集成电路框架（QFN） 实际生产能力 18.4亿只/年平面阵列
式 LED框架，1035万
条/年高密度集成电路
框架（QFN）

环评单位 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甬环建[2011] 86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评报告书
开工日期 2018年 7月 竣工日期 2019 年 7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湖州森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昆士通环保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宁波远大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大于 75%

投资总概算（万元） 2997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0 所占比例（%） 6.6
实际总投资（万元） 2997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000 所占比例（%） 6.6
废水治理（万元） 1500 废气治理（万元） 370 噪声治理（万元） 9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30 绿化及生态（万元） 10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4100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65000CMH、

35000CMH
年平均工作时 8400h

运营单位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30200610260897L 验收时间 2020 年 7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t/a） 79600 157827 158000
化学需氧量（t/a） 16.63 60 4.776 9.47 9.48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
物

总铜
（kg/a） <0.04mg/L 0.5mg/L 40 78.91 79.05

总镍
（kg/a） <0.007mg/L 0.5mg/L 0 39.05 39.05

总银
（kg/a） <0.013mg/L 0.3mg/L 24 47.35 47.43

总氰化
物（kg/a） <0.004mg/L 0.3mg/L 24 47.35 47.43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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