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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行业》、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报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本方案适用于重点排污单位，其他企业可参照执行。



一、 企业基本情况

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苏州日本电波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 苏州高新区竹园路 20号

法人代表 藤原信光 办公室电话 0512-68252782

联系人 周红峰 联系电话 13962110361

所属行业 电子工业 生产周期 350天

成立时间 1994年 1月 职工人数 1000人

占地面积 67000m2 国控类别

工程概况

苏州日本电波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位于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 20号，成立

于 1994年 1月，是日本电波工业柱式会社全额出资的独资企业，企业占地约 6.7万平方米，现

有职工约 1000人，总投资 9070万美元，注册资金 4720万美元，公司是生产水晶振动子、水晶

发振器、光学用水晶和水晶片的大型企业，产量约占全世界的 20%以上。产品广泛用于调谐器、

办公自动化设备、DVD、汽车相关设备、游戏机、摄像机、遥控车锁、USB、数码相机等。公司目

前主要生产水晶振动子。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简要介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等污染。可简要说明

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种类以及从哪个生产单元产生、排放途径和去向。（产生排放情况简

单的可直接用文字描述，复杂的可用表格进行辅助，力求清晰明了）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处理设施 排放途径和去向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口
流量、COD、NH3-N、氟化

物、TP、总氮

厂区综合污水处

理站
城镇污水处理厂

厂界噪声 东厂界噪声 Ld / /

厂界噪声 东厂界噪声 Ln / /

厂界噪声 南厂界噪声 Ld / /

厂界噪声 南厂界噪声 Ln / /

厂界噪声 西厂界噪声 Ld / /

厂界噪声 西厂界噪声 Ln / /

厂界噪声 北厂界噪声 Ld / /

厂界噪声 北厂界噪声 Ln / /



废气无组织排放 厂区厂界 非甲烷总烃、氮氧化物 / /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1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一套水喷淋塔
通过 20m排气筒排

放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2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一套水喷淋塔
通过 20m排气筒排

放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3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一套水喷淋塔
通过 20m排气筒排

放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4排气筒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一套碱喷淋塔
通过 20m排气筒排

放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5排气筒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一套碱喷淋塔
通过 20m排气筒排

放

自行监测情况

自行监测方式（在□中打√表示）

□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 ☑手工和自动相结合监测

手工监测，采用 □自承担监测 ☑ 委托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运维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况（自运维） 如有自承担（自运维）项目需写明是哪些项目

委托监测情况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苏州市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厂部

与第三方实行委托检测。季度主要检测项目为噪声，有组

织、无组织的非甲烷总烃、氮氧化物监测频次均为一年一

次，废水氨氮、TP、总氮监测频次为每年一次。废水流量、

COD、氟化物为自动监测。

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说明

□缺少监测人员 □缺少资金□无相关培训机构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

构□认为没必要

其它原因：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

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类型
排口名称/点位

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废水
厂区污水总排

口WS-900901

流量、COD、氟化物 自动监测 实时

NH3-N、TP、总氮 手工监测 1次/年

厂界噪声 东厂界噪声 Z1 Ld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东厂界噪声 Z1 Ln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南厂界噪声 Z2 Ld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南厂界噪声 Z2 Ln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西厂界噪声 Z3 Ld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西厂界噪声 Z3 Ln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北厂界噪声 Z4 Ld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厂界噪声 北厂界噪声 Z4 Ln 手工监测 1次/季度

废气无组织排放 厂界 非甲烷总烃、氮氧化物 手工监测 1次/年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1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手工监测 1次/年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2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手工监测 1次/年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3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手工监测 1次/年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4排气筒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手工监测 1次/年

废气有组织排放 DA005排气筒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手工监测 1次/年

说明：1、排口编号按照环保部门安装的标识牌编号填写，对于噪声等无编号的可自行编号，

如 Z1、Z2等，与点位示意图相对应。

2、监测项目按照执行标准、环评批复以及监管要求确定。

3、监测频次：自动监测的，24小时连续监测。手工监测的，按照排污许可证环、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要求的频次执行。

4、监测方式填手工或自动，监测项目内容要求相同的可填写在一行上，不同的应分行填写。

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中未作规

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自行监测活动可以采用手工监测、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和

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监测指标有自动监测要求的，企业应当安装相应的

自动监测设备。

企业具体情况自行确定比例，标明工厂方位，四邻，标明办公区域、主要生产车间（场所）及主要设

备的位置，标明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的位置，标明废水、废气排放口及其监测点位的编号、名称。可参

考后面的附图此页放不下，可另附页，在本处注明。

附图:监测点位示意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1、执行标准栏内用代码 1、2、3…表示，表格下注明 1、2、3分别代表什么标准（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或环评批复，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等。

类型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 排放限值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分析仪器

厂界噪声 Ld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东西北侧 60dB(A)
南侧 70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厂界噪声 Ln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东西北侧 50dB(A)
南侧 55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废气有组织排

放

非甲烷总

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及《苏州高
新区工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整治

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
74号

20m排气筒：排放
浓度 70mg/m3，排放

速率 17kg/h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HJ/T 38-1999 气相色谱仪

废气有组织排

放
氮氧化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排放浓度 240mg/m3

排放速率 1.3kg/h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
HJ 693-2014

微电脑烟尘油

烟平衡采样仪

废气无组织排

放

非甲烷总

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及《苏州高
新区工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整治

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
74号

3.2mg/m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

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44 气相色谱仪

氮氧化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0.12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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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COD 苏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500mg/L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氨氮 苏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35mg/L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总磷 苏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4mg/L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

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0-2013 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总氮 苏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50mg/L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氟化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8978-1996 ）
20mg/L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2009 代
替 GB 7483—87

可见分光光度计



2、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五、质量控制措施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和苏州市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门发布的国家或行

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

1、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使用个仪器设备均满足检测技术要求，并经过计量检定合格且

有效期内，检测方法均使用国家和行业的标准方法，环境条件满足方法和技术规范要求，质量

控制措施按照《地表水和污水检测技术规范》（HJ/T91-2002）；《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

规范》（HJ/T194-2005）；《江苏省日常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样的采集、分析和控制要求》等相关

技术规范执行，监测过程中采用空白值测定、平行样检测、加标回收检测、标准质控样等质控

措施，严格控制和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人员素质是质量控制的保证，配备满足手动监测工作需要的专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

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

3、确保监测分析仪器设施工作正常，满足项目监测精度要求。监测仪器设备的性能状况和

量值是否可靠，直接影响到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要采取措施保证所有仪器设备均处于受控

状态，保证其正确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使其实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

校准检定，一确保仪器设备量值准确可靠和进行溯源。

4、保证监测方法选择正确，及时更新监测标准。在进行具体监测工作时，应使用统一和公

认的方法和程序，应以国家标准方法为首准，尽量使用先进的、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监测。

5、各个测点的测量结果应单独进行评价，同一测点的测量结果按昼间、夜间进行评价。

6、废水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技术要求按《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水

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与《固定污

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373）执行。

六、监测结果公开方式和时限

要求：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报纸、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同时，

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执行局信息，并至少保存一

年。

监测结果公开方式

对外网站□环保网站□报纸

□广播□电视

其它方式：



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委托监测数据于每次完成委托监测拿到报告后

的次日公布；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