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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鞋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鞋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标准的实施

等相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也适用于以橡胶、塑料、热塑性弹性体为原料的鞋底 、鞋跟等鞋材生产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 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1466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75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19340 鞋和箱包用胶粘剂

GB/T30779 鞋用水性聚氨酯胶粘剂

HJ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55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75 固定污染源烟气 (S02、 NOJ、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6 固定污染源烟气 (S02、 NO=、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试行 )

HJ/T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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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冖

制鞋工业 shoe-making industry

以皮革、人造革、合成革、树脂、纺织面料等为帮面材料 ,以 纺织材料、皮革、橡胶、塑料、热塑性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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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为底材的生产胶鞋、皮鞋、塑料鞋、纺织面料鞋和其他鞋制品的工业。

3.2

朽R浒±朽弋戾R  standapd condition

温度为 273.15K、 压力为 101325Pa时 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均以标准

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3.3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 (或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 ,单位为 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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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蠛熳

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制飘 λ

序号 \ 熹

'J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ΓW¨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朔排爿/
l 、\颗弑廴

狳

/r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2 №

`

10r
丿

10

3 岐 丿 咱 彐
`Γ

 0.5

4 苯系物a`、 0

'5 非甲烷总烃

`

■口'  30

臭气浓度
b 1 000 600

7 1,⒉二氯乙烷
c 2 2

8 基准排气量

炼胶工序

(m3/t胶 )

2000 2000 2000

其他工序

(m3/百双鞋 )

8000 8000 8000

a指
除苯以外的其他单环芳烃中的甲苯、二甲苯等合计 ,若企业涉及其他苯系物原辅料应进行监测并计算在内。

b臭气浓度单位为无量纲。

c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发布后实施。

d特别排放限值的时间和地域范围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设区市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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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产设施排放要求

生产设施应采取合理的措施 ,不得稀释排放。在国家未规定生产设施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之前 ,以

实测浓度作为判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4.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无组织大气污染物监控点浓度限值见表 2。

表 2 无组织大气污染物监控点浓度限值 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4.4 工艺

4.4.1 企业

排放。

处理达标后

4.4.2 车间调胶、

4.4.3 胶粘剂、有机 剂及清洗设备过程

中 ,应尽可能减少挥发 处理机构前 ,应封口或

密封存储。

4.4.4 密闭排气系统、污染控制设

参数条件运行。

5 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集装置和治理设施必须按照规范

5.1 一般要求                                    Ⅱ

5.1.1 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过程应在密闭的空间或设各中进行 ,废气经收集设施后和 (或 )处理设施

处理达到 4.1要求后排放。如不能密闭 ,则 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处理措施或其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

排放废气点应按要求保持距离。

5.1.2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 ,制 定监测方案 ,

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 自行监测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并公布监测结果。

3

l

丨

其他单环瑷鑫爨霾通拜、二甲

溶剂储存仓库呼吸废气应纳人废气收集系统。

料应储存在密封容器中,在转移胶

弃的胶粘剂桶或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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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 口、采样澍试平

台和排污口标志。

5.1.4 对企业排放废气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 ,在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 ,有 废气

处理设施的 ,应在该设施后监控 。

5.1.5 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 ,应按国家有关污染物源监涸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5.1.6 新建项 目应在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进 口、出口均设置采样孔和采样平台;改 (扩)建项 目如污染物

处理设施进 口能够满足相关工艺及生产安全要求 ,则应在进 口处设置采样孔。若排气筒采用多筒集合

式排放 ,应在合并排气筒前的各分管上设置采样孔。

5.l。7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控设各的要求参见《污染源 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5.1.8 净化效率的计算 :净化设施装置捕获污染物的量与处理前污染物的量之 比 ,以 百分数表示。计

算公式见式 (1):

∑C1iQ1i— ∑C⒉ Q⒉
×100%  ⋯⋯⋯⋯⋯⋯⋯⋯⋯⋯(1)叩=

∑ChQ1i

式中 :

叩  ——
净化设施净化效率 ,%;

C1i、 C2i——净化装置进 口与出口污染物浓度 ,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Q1i、 Q⒉
——净化装置进 口与出口标准状态下干气体流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当处理设施为多级串联工艺时 ,处理效率为多级处理的总效率 ,即 以第一级进 口为
“
处理前

”
、最后

一级出口为
“
处理后

”
进行计算 ;当 处理设施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 ,应 以各来源废气的污染物总量为

“
处理前

”
,以 处理设施总出口为

“
处理后

”
进行计算 。

5,1.9 企业在满足生产工艺条件下建议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材料。

低挥发性有机物材料是指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于 100g/kg(或 100g/L)的 原辅材料 (除硬化剂

夕卜),如水基型胶粘剂、水基型处理剂、热熔胶、白胶等。水基型胶粘剂应符合 GB19340、GB/T30779相

关标准中胶粘剂有害物质限值 的要求。水基型硬化剂是指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于 200g/kg(或

200g/0的硬化剂。若国家出台相关标准 ,则按标准执行。企业在购人低挥发性有机物材料时 ,需有

相应的原辅材料检测报告。

5.1.10 所有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 15m。 排气筒周围半径 200m范 围内有建筑物时 ,排气筒高度还应

高出最高建筑物 3m以上。

5.2 监测与分析

5.2.1 采样点的设置与采样方法按 GB/T16157、 HJ/T397、 HJ/T373或 HJ75、 HJ76的规定执行。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监控点监测按 HJ/T55、 HJ/T194的 规定执行。根据污染物的排放、扩散规律 ,

当受条件限值 ,无法按上述要求布设监测采样点时 ,也可将监测采样点设于工厂厂界 内侧靠近厂界的

位置。                    ′

5.2.2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测定采用表 3所列的方法标准或环境保护部认可等效的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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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

6 实施

6.1 本标准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企业自愿采用并实施。
6.2 一经采用本标准 ,则应遵守本标准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各级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 ,可 以用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 ,作

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措施的依据。

序号 污染物项 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1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15钅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

2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14669

3 苯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58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3在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1在 67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905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菲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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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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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

废气收集要求

A。 1 废气收集要求

A。 1.1 废气收集可采用密闭罩 (如 局部密闭罩、整体密闭罩、大容积密闭罩 )、 外部罩 (如 上吸罩、下吸

罩、侧吸罩等)等方式收集 ,应符合 GB/T16758的 要求 ,要遵循形式适宜、位置正确、风量适中、强度足

够、检修方便的设计原则 ,罩 口风速或控制点风速足以将发生源产生废气吸人罩内 ,确保达到最大限度

收集废气。

A。 1.2 采用密闭罩收集时 ,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生产线整体密闭或车间整体密闭的形式 (如 成型车间、

组底车间、烘箱等),其 中生产线整体密闭罩 ,密闭区域内换风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⒛ 次/h;车间整体密闭

换风 ,换风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8次/h。

A。 1.3 采用外部罩收集时 ,应该根据不同的工艺操作要求和技术经济条仵选择适宜的外部罩。外部罩

其控制断面平均风速不低于 0.6m/s。

A.1.4 刷胶工序的废气宜采用下吸罩或侧吸罩收集 ,如采用上吸罩时 ,吸 风罩 口的高度应低于劳动者

操作时的呼吸带。

A。 1.5 喷漆工序废气应在独立的、具有良好局部通风的喷漆间内进行 ,应采用上送下排的通风方式 ;溶

剂型喷漆工位应安装干式除漆雾工艺等除漆雾措施。

A。2 废气收集系统的测且

A。2.1 测量时 ,相连的整个收集系统必须全部启动。所有的生产设施和收集装置应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测量时应注意不要受外部通风的干扰 ,必要时应关闭有干扰的排风机、窗户等。

A。 2.2 控制风速可采用直接方式测量。直接测量按照 GB/T16758中 规定的方法测定。

A。 2.3 换气次数 E见式 (A。 D彐 :

换气次数 (次 /h)=
室内总送风量(m3/h)

⋯⋯⋯⋯·̈⋯(A。 1)
室内面积(m2)× 室内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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