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档密级：外部公开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公开 

及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信息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57616 

法人代表：杨之诚 

所属行业：电子电路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其他计算机制造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盐龙大道 1639 号  

建筑物占地面积：5.38 万平方米 

联系人：陈刚 

联系电话：13510405092 

电子邮箱：cheng@scc.com.cn 

主要生产设备：蚀刻机、电镀线、沉铜线等 

主要产品及规模： 

深南电路是主要从事高精度、高密度、高可靠性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通讯背板、系统电路板、微波射频电路板、刚

挠结合电路板、埋入式元器件电路板、二次电源电路板、高密度封装基板、

功放电路板等八大类，涉及通讯、医疗、汽车、工控等诸多领域，技术水

平国内领先，为本土综合实力最强的PCB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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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按要求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对公司建设项

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通过了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的评审和验收，并取得

相应的环评批复及验收报告。 

3、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的三废处理工艺，建成废水处理系统，

能保证废水各项污染因子稳定达标。 

废水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如下： 

 

 

 

 

 

 

 

 

 

 

 

 

生产废气部分，酸碱废气采用酸碱吸收的方式，去除废气中的污染物，

有机废气采用“水喷淋+活性炭吸附”的工艺去除污染物,废气处理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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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加药与智能监控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4、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生产废水的主要污染因子有

COD、氨氮、总铜、总镍、总氰化物、总磷、总氮和 pH 值。处理后废水

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横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生产废气的主要污染因子有

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氯化氢、氨（氨气）、

非甲烷总烃、锡及其化合物、氰化氢。 

全厂废水流向图如下： 

 

5、环保应急预案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要求委托第三方编制了环保应急预案，应

急预案通过了专家评审，已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此资料属深南电路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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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监测方案 

1. 监测点位布设 

全厂污染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下表： 
污染源类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气 DA001-DA108 

厂房楼顶 氮氧化物 

手工监测 每半年一次 

 
厂房楼顶 硫酸雾  
厂房楼顶 氯化氢  
厂房楼顶 颗粒物  
厂房楼顶 甲醛  
厂房楼顶 锡及其化合物  
厂房楼顶 氨（氨气）  
厂房楼顶 总挥发性有机物  
厂房楼顶 氰化氢  
厂房楼顶 非甲烷总烃  

废水 

DW002 十号楼含镍废水排放口 总镍 

自动监测 每 2h 一次 

 

DW001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总铜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PH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总磷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氨氮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总氰化物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十号楼废水总排口 总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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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噪声 

▲1# 公司西面围墙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排污口编号为厂界噪

声监测点位 
▲2# 公司北面围墙 

▲3# 公司东面围墙 

▲4# 公司南面围墙 

厂界废气 

▲1# 公司西面围墙 

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排污口编号为厂界废

气监测点位 

▲2# 公司北面围墙 

▲3# 公司东面围墙 

▲4# 公司南面围墙 
监测方式是指①“自动监测”、②“手工监测”、③“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 

此资料属深南电路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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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时间及工况记录 

记录每次开展自行监测的时间，以及开展自行监测时的生产工况。 

3、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见下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名称 型号 

废水 

总镍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

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66-2015 

0.007 
mg/L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ICAP  
7600 

总铜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

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66-2015 

0.04 
mg/L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ICAP  
7600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

消解紫外分光

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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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mg/L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UV-7504C 

化学需氧

量 重铬酸钾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
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电子滴定器 50ml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

度法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

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 
mg/L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UV-7504C 

总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

啉酮分光光度

法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

与分光光度法 HJ484-2009 
0.004 
mg/L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 
UV-7504C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

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

g/L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UV-7504C 

PH 便携式 pH 计

法（B）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2002 年 3.1.6（2） 
— 便携式 pH

计 
PHB-4 

废气 

氮氧化物 盐酸奈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

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T43-1999 

0.7 
mg/m3 

可见分光光

度计 VIS-723N 

硫酸雾 离子色谱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测

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HJ 
544－2009 

0.2 
mg/m3 离子色谱仪 

Dionex 
Aquion
型；

ICS-900 
UM-3000 

氯化氢 硫氰酸汞分光

光度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

测定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27-1999 

0.9 
mg/m3 

可见分光光

度计 
VIS-723N 

颗粒物 重量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 
十万分之一

电子分析天

平 
CPA225D 

甲醛 
气相色谱法酚

试剂分光光度

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6.4.2.1 

0.01 
mg/m3 

可见分光光

度计 
VIS-7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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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名称 型号 

废气 

锡及其化

合物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

法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2015 

2*10-3 
mg/m3 

ICP 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仪 
ICAP7600 

氨（氨气）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0.25 
mg/m3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 
UV-7504C 

总挥发性

有机物 气相色谱法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0.01 

mg/m3 气相色谱仪 GC-2030 

氰化氢 
异烟酸-吡唑

啉酮分光光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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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1999 

0.09 
mg/m3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 
UV-7504C 

非甲烷总

烃 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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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17 

0.01 
mg/m3 气相色谱仪 GC-2030 

噪声 厂界噪声 声级计法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 — 声级计 AWA5688 

厂界废

气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

光度法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

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1995 

0.13 
mg/m3 

可见分光光

度计 
VIS-723N 

总挥发性

有机物 气相色谱法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0.01 

mg/m3 气相色谱仪 GC-2030 

4、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2）具有与监测本单位污染排放污染物相适应的采样、分析等专业

设备、设施。 

（3）具有健全的环境监测工作和质量管理制度。 

三、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废水执行《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 表 1 标准

排放。 

废气经过处理后总挥发性有机物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表 2 平版印刷（金属）第二时段标准；

颗粒物、甲醛、锡及其化合物、非甲烷总烃物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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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氰化氢、硫酸雾、氮氧

化物和氯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 5 标

准；氨（氨气）指标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II 类标

准。 

厂界废气甲醛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

二时段二级标准；总挥发性有机物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DB44/815-2010）表 2 平版印刷（金属）第二时段标准。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见下表：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类别 监测点位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单位 

废水 

十号楼含镍

废水排放口 总镍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1597-2015 

0.5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总铜 0.5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80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PH 6-9 —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总磷 1.0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氨氮 15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总氰化物 0.2 mg/L 

十号楼废水

总排口 
总氮 20 mg/L 

废气 

厂房楼顶 氮氧化物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0-2008 

200 mg/Nm3 

厂房楼顶 硫酸雾 30 mg/Nm3 

厂房楼顶 氯化氢 30 mg/Nm3 

厂房楼顶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120 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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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楼顶 甲醛 DB44/ 27—2001 25 mg/Nm3 

厂房楼顶 锡及其化合

物 
8.5 mg/Nm3 

厂房楼顶 氨（氨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 mg/Nm3 

厂房楼顶 总挥发性有

机物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0.1 mg/Nm3 

厂房楼顶 氰化氢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0-2008 0.5 mg/Nm3 

厂房楼顶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120 mg/Nm3 

噪音 
噪声 1#、2#、

3#、4# 厂界噪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昼间不超

过60DB，
夜间不超

过 50DB 

DB 

厂界废气 
厂界废气 1#、
2#、3#、4# 

甲醛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0.2 mg/Nm3 

总挥发性有

机物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2.0 mg/Nm3 

 

四、监测结果的公开 

1.监测结果的公开时限 

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公布。 

2.监测结果的公开方式 

在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进行公示。 

此资料属深南电路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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