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力达 (山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维保车间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⒛22年 6月 28日 ,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维保车间技改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一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一淄博环益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并邀请了技术

专家。验收期间成立了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 (名 单附后 )。

会议期间,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

”
落实情况和验收监

测单位对该项 目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踏勘了现场 ,审 阅核实了有关资料 ,根据

《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维保车间技改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并对照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川 环报告表

[2021]⒆ 号)等要求,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维保车间技改项 目位于淄川经济开发区康城西路 381号 ,项 目实际总投资 50OO

万元,新建一座 2号研发车间,建筑面积约 9⒛0m2, 新增 50余套设备,专门用

于本厂电机的售后维护与保养,不新增产能,建成后全厂产能仍为 10OO0台 稀土永

磁电机。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功力达 (山 东 )电机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0OO万 元新建一座 2号研发车间,建筑

面积约 9⒛0m2, 新增 50余套设备,专 门用于本厂电机的售后维护与保养 ,不新增

产能,建成后全厂产能仍为 10OO0台 稀土永磁电机。

本项目在原有厂区内进行建设 ,不新增用地。主要建筑物为 2号研发车间、2号

喷漆房、2号办公区等。验收监测期间只在白天进行生产。项 目己通过淄博市生态环

境局淄川分局审批 (川 环报告表[2021]69号 )。



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淄博环益环保检测有限公司于 2Ⅱ2年 6

月 7日 、8日 对该项 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

况 ,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编写了本项 目验收监测报告。根据淄博市 《建

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要求,公司编制了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报告》。

(三 )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0OO万 元 ,其中环保投资 81万元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l。 6%。

(四 )验收范围

公司投资 50OO万元新建一座 2号研发车间,建筑面积约 9200m2, 新增 50余

套设备,专 门用于本厂电机的售后维护与保养,不新增产能,建成后全厂产能仍为

10OO0台 稀土永磁电机。

本项 目在原有厂区内进行建设 ,不新增用地。主要建筑物为 2号研发车间、2号

喷漆房、2号办公区等。验收监测期间只在白天进行生产。本次验收范围为维保车间

技改项目全部内容。

二、建设单位名称变化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单位名称为山东功力达电机有限公司,⒛22年 6月 7日 变

更企业名称为功力达 (山 东 )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淄博市淄川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备案。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 )废水

本项 目乳化液配制用水全部损耗,不外排;水洗用水经隔油池除油后经循环水

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废气处理设施中喷淋罐循环用水,定期补充 ,不外排。

因此,本项 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淄

博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本项 目生活污水量约为 552,%m3/a,主 要污染物为 COD、

BO玑、氨氮、SS等。

(二 )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分为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

1、 有组织废气



① 浸漆及烘干过程产生的废气经水喷淋+除雾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高 P3引仁气筒排放 ;

活性碳脱附产生的废气经过催化燃烧设各处理后通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脱附单独进行,不与浸漆、烘干工序同时工作 )。

② 喷漆及晾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喷漆房内的下吸式排气系统收集后进入第一

级活性碳吸附+干式过滤箱+UV光氧催化+第二级活性碳吸附处理,再经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2、 无组织废气

生产过程喷漆、浸漆、烘干等工序未被收集的颗粒物、苯乙烯、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 )无组织排放。

焊接产生的颗粒物经过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通过加强管理,厂 区绿化等措施,降低无组织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 )噪声

本项 目噪声主要为绕线机、起重机、车床、风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通

过设备全部设置在车间内,并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 ,减少噪声排放。

(四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机加工过程产生的下脚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绝

缘材料、喷漆过程产生的漆渣、废漆桶、使用乳化液产生的废乳化液空桶、活性碳吸

附设备运行产生的废活性碳、循环水池沉渣、职工生活垃圾、电机拆卸过程产生的零

件、转子、定子、磁钢和铜线、机加工过程产生的废金属屑、焊接时产生的焊渣、电

机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催化燃烧设备更换的贵金属催化剂、干式过滤箱产生的

废滤棉、油压机更换的废液压油。

(1)本项 目机械加工过程会产生下脚料 ,产生量约为 0.5t/a,集 中收集后外卖 ;

(2)维修时重做工序使用绝缘材料会产生一些边角料 ,在电机维修时更换产生

废弃的绝缘材料 ,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总产生量约 0.3t/a,收集后外卖。

(3)喷漆房喷漆过程产生的水性漆漆渣量为 0,142t/a,属 于一般固体废物,收

集后外卖;水性漆、绝缘漆盛装过程产生的废漆桶约 0,2t/a,属 于一般固体废物 ,收

集后由厂家回收。

(4)机加工过程需使用乳化液 ,循环使用,不产生废乳化液 ,因部分蒸发损耗 ,

仅定期添加。盛装乳化液会产生废乳化液桶 ,废乳化液桶产生量约为 0.01t/a,属 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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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49,废物代码为 9OO-041叫 9,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5)生活垃圾总产生量为 11.52t/a,由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6)循环水池沉淀下来的沉渣约 1,5t/a,属 于一般固体废物 ,收集后外卖。

(7)电机测试过程中会用到机油,机油循环使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变质而废

弃,产生的废机油量产生约为 0.4t/a,属 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废物代码

为 90O-⒛ 9-08,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8)电机拆卸过程中产生损坏的零件,产生量约 0.03t/a,属 于一般固体废物 ,

经过收集后外卖。

(9)电机拆卸过程中更换下来的转子、定子、磁钢和铜线 ,产生量约为 570√a,

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由客户送修的电机产生的转子、定子、磁钢和铜线等随修好的电

机一并交还给客户 ,本厂返修的电机产生的,经收集后外卖。

(10)盛装机油及液压油产生的空油桶约为 0.05t/a,属于危险废物 ,废物类别

为 HWOB,废物代码为 9OO-⒛ 9ˉ08,交由供应商回收。

(11)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金属屑,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产生量约为 0.8t/a,

收集后外卖处理。

(12)项 目焊接过程产生少量焊渣,属于一股固体废物 ,产生量约为 0,01t/a,

收集后外卖处理。

(13)催化燃烧过程的催化剂需要定期更换,催化剂主要成分为铂和钯,更换量

为 0,2m3/80OOh,属于危险废物 ,废物类别为 HW50,废物代码为 9OO-⒄⒐50,定期

由设备厂商维护更换 ,交 由设各厂商处置。

(14)干式过滤箱中的过滤棉需要定期更换 ,更换量为 0.01t/a,属 于一般固废 ,

收集后外卖处理。

(15)油压机使用的液压油需要定期更换,更换量为 0.01√a,属于危险废物 ,

废物类别为 HW08,废物代码为 9OO-218-08。 验收监测期间废液压油尚未产生,一

旦产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16)隔油池的废油主要为水洗废水中的废机油,产生量为 0.01t/a属于危险废

物,废物类别为 HW08,废物代码为 9OO-⒛9-08,交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17)废气处理装置活性碳吸附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碳 ,1#活性碳吸附装置中,热

脱附装置前的活性碳定期更换,产生的废活性碳量为 0,13t/a,热脱附一体装置中活

性碳经脱附后再生,不产生废活性碳;脚活性碳吸附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碳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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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⒛√a,本项 目废活性碳总产生量约为 0.454t/a,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9,废物代码为 9OO-O39叫 9,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18)废气处理装置需定期更换 UV灯管,废 UV灯管因含汞 ,属于危险废物 ,

危险废物类别为 HW⒛ ,年产生量约 0。陇 √a,废物代码为 9OO-u3~⒛ ,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

(五 )环保管理

企业设置了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了相关专业管理人员,制定了完善的环境

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监测期间,基本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一 )废气治理设施

1、 有组织废气

项 目产生的废气包括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 ,主要是浸漆、烘干过程产生的

苯乙烯、VOCs(以 非甲烷总烃计 )以及喷漆、晾干工序产生的颗粒物、VOCs(以 非

甲烷总烃计 ),焊接产生的烟尘等。

(1)有组织废气

① 浸漆及烘干过程产生的废气经水喷淋+除雾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高 P3引卜气筒排放 ;

活性碳脱附产生的废气经过催化燃烧设备处理后通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脱附单独进行,不与浸漆、烘干工序同时工作 )。

经过 2天的验收监测,该排气筒出口有组织废气中该工序产生的苯乙烯未检出,

能够满足 《恶臭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4554-93)中 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值苯乙烯 15m高排气筒排放速率 6.skg/h的标准。

② 喷漆及晾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喷漆房内的下吸式排气系统收集后进入第一

级活性碳吸附+干式过滤箱+UV光氧催化+第二级活性碳吸附处理,再经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经过 2天的验收监测,该排气筒出口有组织废气中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的最大排

放浓度为3.4mg/m3,能 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⒛ 19)

表 1重点控制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颗粒物≡10mg/m3)。

"排
气筒出口Ⅴ○Cs(以非甲烷总烃计)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2.54mg/m3,最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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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速率为 0,08辊 kg/h,能够满足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

(DB37/2801.5-⒛ 18)表 2新建表面涂装企业或生产设施涂装工序 VOCs扫 0放限值

要求 (排放浓度限值 ≡50mg/m3,排放速率≡2,0kg/h)。

(2)无 组织废气

生产过程喷漆、浸漆、烘干等工序未被收集的颗粒物、苯乙烯、VOCs(以 非

甲烷总烃计 )无组织排放。

焊接产生的颗粒物经过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① 无组织厂界废气

经过 2天的验收监测 ,厂 界无组织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0,566mg/m3,能 够满

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m叨-19%)表 2中无组织颗粒物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标准 1.0mg/m3;无组织 VOCs(以 非甲烷总烃计 )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1。“mg/m3,

能够满足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乇018)

表 3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无组织 VOCs2.0mg/m3);无 组织苯乙烯未检出,能够满

足 《恶臭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4554-93)中 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限值

标准 (5.0mg/m3)。

② 无组织厂内废气

厂区内无组织 VOCs (以非甲烷总烃计 )一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为 1,38mg/m3,

能够满足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 的控制标准及附

录 A中厂区内 VOCs扫卜放浓度 (1h平均 : 6mg/m3、 任意一次:⒛mg/m3)。

(二 )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乳化液配制用水全部损耗 ,不外排 ;水洗用水经隔油池除油后经循环水池

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废气处理设施中喷淋罐循环用水,定期补充,不外排。因

此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淄博市利民

净化水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入城镇下水道入口 pH、 化学需氧量、

氨氮、SS、 五日生化需氧量 2天监测日均值分别为 7.75,57mg/L,0,715mg/L,41mg/L,

15,8mg/L;均 能够满足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m9o15)B等级

标准。。

(三 )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项目除合理布局外,对各噪声源采取隔音、消声、减振等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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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只在白天生产,夜间不生产,通过对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维

保车间技改项目两天的监测,其验收监测期间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6.9dB(A),能够

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ˉ⒛08)2类标准要求。

(四 )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按规范建设了固废暂存处以及危废暂存处,验收监测期间,项 目一般固体

废物产生、处置能够满足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⒐2001)及其修改单中相关标准要求 (环境保护部 (⒛13)36号 ),危险

废物产生、处置能够满足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⒎2001)及其修改

单标准。企业产生的所有固体废物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原则,分类收集、

妥善安全处理。

项目固废产生、处置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产生环节 处理措施 生量 (t/a)

0.5
1 下脚料 机加工 收集后外卖

2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使用、电机拆卸 收集后外卖 0.3

水性漆渣 喷漆 收集后外卖 0,142

4 废水性漆桶 漆料使用 厂家回收 0,2

5 损坏零件 电机拆卸 收集后外卖 0.03

6
更换的转子、定子、

磁钢和铜线
电机拆卸 交还客户或外卖 570

7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收集后环卫清运 11.52

8 沉 渣 水洗 收集后外卖处理 1.5

0,8
9 废金属屑 机加工 收集后外卖处理

10 焊渣 焊接 收集后外卖 0,01

贵金属催化剂 催化燃烧 委托设备维护商处置 0.2Π13/8000h

0
∠ 废过滤棉 废气处理 收集后外卖 0,01

0,01

0.454

0.01

0,4

废乳化液桶 乳化液使用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14 废活性碳 废气处理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隔油池废油 水洗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16 废机油 电机测试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17 废油桶 润滑脂和液压油使用 委托供应商回收 0,05

18 废液压油 液压设备维护 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01

19 废 UV灯管 废气处理 委托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 0,02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按照环境要素监测结果 ,项 目周边地表水为孝妇河 ,项 目生产过程不用水 ,因此

无生产废水排放。项 目运行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污

水管网排入淄博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结果表明项 目运营期有组织废

气、无组织厂界废气以及无组织厂内废气污染物均能够达标排放 ,对周围的环境空气

影响较小;项 目运营期场界噪声达标排放 ;项 目产生的固废得到了有效处理,对地下

水及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项 目验收组按照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验收要求 ,对

该项 目逐一对照核查 ,环保设施己按要求落实,根据项 目验收监测报告数据 ,各项

污染物达标排放。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 目可以满足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标准要求 ,

达到了验收合格标准 ,同意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l、 按照 《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完善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对

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内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监测工作 ,定期开展废气、废水、

噪声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污染防治改进措施 ;

2、 按照 《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

3、 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 ,各项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并如

实记录备查。

4、 针对催化燃烧设备脱附时产生的废气,在设各出口按照规范开设采样口,在

项目正常投产运营后例行环保监测时定期对脱附废气进行监测。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表见附件。

功力达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1、 废气治理设施

(1)有组织废气 :

① 浸漆及烘干过程产生的废气经水喷淋+除雾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高 P3排气筒排放 ;

活性碳脱附产生的废气经过催化燃烧设备处理后通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脱附单独进行,不与浸漆、烘干工序同时工作);

② 喷漆及晾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喷漆房内的下吸式排气系统收集后进入第一

级活性碳吸附+干式过滤箱+UV光氧催化+第二级活性碳吸附处理,再经过 15m高

P3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

生产过程喷漆、浸漆、烘干等工序未被收集的颗粒物、苯乙烯、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无组织排放。

焊接产生的颗粒物经过焊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通过加强管理,厂区绿化等措施,降低无组织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 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乳化液配制用水全部损耗,不外排;水洗用水经隔油池除油后经循环水池

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废气处理设施中喷淋罐循环用水,定期补充,不外排。

因此,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淄博

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

3、 噪声治理设施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绕线机、起重机、车床、风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通过设

备全部设置在车间内,并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减少噪声排放。

4、 固废治理措施

项目固废产生、处置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产生环节 处理措施 产生量 (√a)



1 下脚料 机加工 收集后外卖 0,5

2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使用、电机拆卸 收集后外卖 0,3

3 水性漆渣 喷漆 收集后外卖 0,142

4 废水性漆桶 漆料使用 厂家回收 0.2

损坏零件 电机拆卸 收集后外卖
0
,

n
υ0

6
更换的转子、定子 )

磁钢和铜线
电机拆卸 交还客户或外卖 570

7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收集后环卫清运 l1.52

8 沉渣 水洗 收集后外卖处理 1,5

9 废金属屑 机加工 收集后外卖处理 0.8

10 焊渣 焊接 收集后外卖 0,01

贵金属催化剂 催化燃烧 委托设备维护商处置 0.2Π13/8000h

12 废过滤棉 废气处理 收集后外卖 0.01

废乳化液桶 乳化液使用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01

14 废活性碳 废气处理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454

隔油池废油 水洗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01

16 废机油 电机测试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⒕

17 疡乏油桶 润滑脂和液压油使用 委托供应商回收
<
,

^
υ0

°
° 废液压油 液压设备维护 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0,01

19 废 UⅤ 灯管 废气处理 委托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 0.02

1.2验收过程简况

企业委托淄博环益环保检测有限公司于 ⒛22年 6月 7日 ~8日 对维保车间技改项

目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监测。⒛” 年 6月 28日 组织专家进行自主验收并提出

验收意见。

1.3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 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

2.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企业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

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等。



2.2环境监测计划

说明企业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

功力达 (山 东)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⒛22年 6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