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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7Q

采样点名称
粉煤灰库                                       

北纬43°20'50"东经125°19'58"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7955

排气筒高度（m） 30 废气平均温度(℃) 39.8

大气压（kPa） 98.8 废气平均流速（m/s） 13.7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4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5.5 0.044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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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9.12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005Q

采样点名称
球磨机（水泥磨1 ）                                           

北纬43°20'49"东经125°19'56"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32122

排气筒高度（m） 25 废气平均温度(℃) 48.7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7.8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5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5.0 0.66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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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9.12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004Q

采样点名称
窑头                                                            

北纬43°20'36"东经125°20'13"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75385

排气筒高度（m） 45 废气平均温度(℃) 121.3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5.9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6.1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电袋复合收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7.5 0.57 3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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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8.15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002Q

采样点名称
窑尾                                                      

北纬43°20'36"东经125°20'13"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257486

排气筒高度（m） 90 废气平均温度(℃) 147.6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8.1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7 

基氧（%） 10 实际含氧量（%） 10.1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电袋复合收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折算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9.6 9.7 2.46 30

备注
排放标准：《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

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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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9.12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121091003Q

采样点名称
生料均化库收尘出口                                                    

北纬43°20'45"东经125°19'60"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9790

排气筒高度（m） 45 废气平均温度(℃) 38.4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5.9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7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4.2 0.041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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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土门岭水泥用大理岩矿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二道镇黄家村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9.12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001Q

采样点名称
潜孔钻机                                            

北纬43°20'53"东经125°29'11"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3442

排气筒高度（m） —— 废气平均温度(℃) 18.2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3.6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2.2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5.4 0.019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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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6Q

采样点名称
球磨机（煤磨）                                                

北纬43°20'54"东经125°19'57"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5269

排气筒高度（m） 20 废气平均温度(℃) 61.1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28.3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4.1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7.3 0.11 30

备注
排放标准;《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

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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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0 检测日期 2021.09.10～2021.09.12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006Q

采样点名称
球磨机（水泥磨2)                                   

北纬43°20'49"东经125°19'56"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40472

排气筒高度（m） 25 废气平均温度(℃) 51.4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8.4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7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4.6 0.64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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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1Q

采样点名称
熟料库上收尘                                        

北纬43°20'47"东经125°19'55"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511

排气筒高度（m） 40 废气平均温度(℃) 65.6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9.8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7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3.1 4.7×10-3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

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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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2Q

采样点名称
水泥库上 (9)                                                   

北纬43°20'48"东经125°19'51"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148

排气筒高度（m） 28 废气平均温度(℃) 49.6

大气压（kPa） 98.1 废气平均流速（m/s） 5.4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4.0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4.2 0.011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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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3Q

采样点名称
包装机1                                                         

北纬43°20'53"东经125°19'55"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9918

排气筒高度（m） 18 废气平均温度(℃) 43.6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1.4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8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3.2 0.032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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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4Q

采样点名称
包装机2                                               

北纬43°20'53"东经125°19'55"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10329

排气筒高度（m） 18 废气平均温度(℃) 43.2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1.9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3.8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4.3 0.044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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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5Q

采样点名称
混合材破碎                                          

北纬43°20'40"东经125°19'46"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8111

排气筒高度（m） 30 废气平均温度(℃) 30.6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3.7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4.6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5.6 0.045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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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受检地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 王立民 电话 13843488318

采样日期 2021.09.11 检测日期 2021.09.11～2021.09.13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样品编号 YTSN21091108Q

采样点名称
水泥散装                                                    

北纬43°20'45"东经125°19'47" 标态干废气流量（m³/h） 9073

排气筒高度（m） 35 废气平均温度(℃) 46.5

大气压（kPa） 98.7 废气平均流速（m/s） 16.1

主要燃料 —— 含湿量（%） 4.0 

采样位置 净化后 净化方式 布袋除尘

检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和修改单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主要检测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MS205DU） 等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际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³)

颗粒物 4.4 0.040 20

备注
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1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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