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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

名称 
年产 10 万支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 

项目代码 2020-320722-39-03-553281 

建设单位

联系人 
郝军朋 联系方式 18991246212 

建设地点 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 

地理坐标 （118 度 42 分 19.013 秒，34 度 30 分 25.209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983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81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使用有机溶剂的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

（核准/ 

备案）部

门（选填） 

连云港东海县发改委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东海发改备〔2020〕210 号 

总投资

（万元） 
10000 环保投资（万元） 10 

环保投资

占比（%） 
0.1 施工工期 无施工期 

是否开工

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

2
） 2800 

专项评

价设置

情况 

无 

规划 

情况 
《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6）》； 审批机关： / 

规划环

境影响 

评价情

况 

《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批机关：未审批 

规划及

规划环

境影响

评价符

合性分

析 

根据《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6）》，东海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定位：产业发展“2+1”战略，即一个特色战略产业、一个主

导产业、一个公共创新服务中心，具体表述为：以硅（新材料）产业为特色战略产

业，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集商务、交易市场、人才中心、

技术研发、检测认证、科技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面向连云港及更广阔区域的公共服

务与创新科技服务中心。 此外还有一个培育型产业：主要包括先进制造业（电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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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产业、农业机械制造产业、汽配工业制造产业硅产业配套机械）、新医药产业，

新型建材产业。 

本项目为电子元器件制造， 符合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中

培育型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因此与园区产业相符。 

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中限制和禁止用地项目，不属于《江苏省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3 年本）》、

《江苏省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3 年本）》中限制和禁止用地项目。在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在建设、运行中严格管理的情况下，本项目选址是合理可行

的。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该地块用地性质为工

业用地。本项目主要生产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属于高科技产品，符合高新区的产

业定位。 

其他符

合性分

析 

1. 产业政策相符性 

经查询，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及《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苏政办发[2013]9 号文）及关于修

改《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部分条目的通知（苏

经信产业[2013]183 号）中鼓励类、淘汰类、限制类项目；本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苏政办发〔2015〕118 号文件）

规定中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中所列条款。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

政策。 

2. 与“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1）生态空间保护区域 

经查询《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苏政发[2018]74 号），本项目周边

无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生态红线区域为江苏东海西双湖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位于本项目东北侧 1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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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生态保护红线名称 类型 地理位置 区域面积（平方公里） 

江苏东海西双湖

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 

湿地公园的湿地

保育区和恢复重

建区 

江苏东海西双湖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总体规划中的湿地

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范围 

3.70 

经查询《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苏政发[2020]1 号），本项目不在该

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生态红线区域为江苏东海西双

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位于本项目东北侧 1200m。 

表 1.2  与项目相关的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红线区域 

名称 

主导生态

功能 

范围 面积（平方公里） 

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范围 

国家级生 

态保护红 

线面积 

生态空间 

管控区 

面积 

总 

面积 

江苏东海

西双湖国

家湿地公

园（试点） 

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 

江苏东海西双湖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总体规划中

确定的范围（包括湿地保

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等） 

/ 3.79 / 3.79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环境质量底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连政办发[2018]38 号），分析项目相符性，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1.3 所示。 

表 1.3  与当地环境质量底线的符合性分析表 

指标设置 管控内涵 项目情况 符合性 

1、大气环

境质量管

控要求 

到 2020 年，我市 PM2.5浓度与 2015 年相

比下降 20%以上，确保降低至 44 微克/立

方米以下，力争降低到 35 微克/立方米。

到 2030 年，我市 PM2.5 浓度稳定达到二级

标准要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2020

年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含船舶）

SO2控制在 3.5万吨，NOx控制在 4.7万吨，

一次 PM2.5控制在 2.2 万吨，非甲烷总烃控

制在 6.9 万吨。2030 年，大气环境污染物

排放总量（不含船舶）SO:控制在 2.6 万吨，

NOx 控制在 4.4 万吨，一次 PM2.5:控制在

1.6 万吨，非甲烷总烃控制在 6.1 万吨。 

根据《东海县环境质量报

告书》（2020 年度），项目

所在评价区域为环境空气

质量不达标区，超标因子

为 PM10、PM2.5，为加快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全县

积极响应省政府“两减六

治三提升”专项行动，随

着各项废气整治方案的逐

步实施，空气质量总体上

向好的方面发展。 

符合 

2、水环境

质量管控

要求 

到 2020 年，地表水省级以上考核断面水质

优良（达到或优于且 I 类）比例达到 72.7%

以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总体达到 100%，劣于

V 类水体基本消除，地下水、近岸海域水

质保持稳定。2019 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基本消除。到 2030 年，地表水省级以上

考核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

例达到 77.3%以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

项目所在地主要水体为西

双湖，水环境规划功能为

地表水Ⅱ类。据连云港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0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监测数据，

西双湖的水质符合《地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Ⅱ类水的

标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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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保持

100%，水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2020

年全市 COD 控制在 16.5 万吨，氨氮控制

在 1.04 万吨，2030 年全市 COD 控制在

15.61 万吨，氨氮控制在 1.03 万吨。 

3、土壤环

境风险管

控要求 

利用国土、农业、环保等部门的土壤环境

监测调查数据，结合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确定土壤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区域和管控要

求。 

项目不向土壤环排放污染

物。 
符合 

根据上述分析，本项目与当地环境质量底线要求相符。 

（3）资源利用上限 

根据《连云港市战略环境评价报告》（上报稿，2016 年 10 月）中“5.3 严控资源

消耗上线”内容，其明确提出了“资源消耗上限”管控内涵及指标设置要求，本环评对

照该文件进行相符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1.4 所示。 

表 1.4  项目与当地资源消耗上限的符合性分析表 

指标

设置 
管控内涵 项目情况 

符合

性 

水资

源总

量红

线 

以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强化生活、生

产和生态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管理，严格控制用水

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载能力相协调。 

本项目严格控制用水总

量。 
符合 

严格设定地下水开采总量指标。 本项目不开采地下水。 符合 

2020 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29.43 亿立方米以

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18 立方米以内。 

根据计算，用水指标约

为 0.036m3/万元，满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要求。 

符合 
2030 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31.4 亿立方米以内，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12 立方米以内。 

能源

总量

红线 

江苏省小康社会及基本现代化建设中，提出到

2020 年各地级市实现小康社会，单位 GDP 能耗控

制在 0.62 吨标准煤/万元以下；到 2030 年实现基本

现代化，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分别控制在 0.5

吨标准/万元和 1.2 吨/万元。考虑到连云港市经济

发展现状情况，以及石化基地、精品钢基地及大港

口的发展战略需求，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将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速，因此综合能源消耗总

量增速控制 3.5%-5%，2020 年和 2030 年综合能源

消耗总量控制在2100万吨标准煤和3200万吨标准

煤。 

本 项 目 能 源 消 耗 为

66.03 吨标准煤 /a（电

耗、水耗折算），项目年

收入为 4000 万元/a，经

计算，单位 GDP 能耗为

0.017 吨/万元，能够满

足 2020 年、2030 年控

制的单位 GDP 能耗要

求。 

符合 

同时，《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资源利用上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连政办发[2018]37 号）中明确提出了“资源消耗上限”管控内涵及指标设置要

求，本环评对照该文件进行相符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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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与当地资源消耗上限的符合性分析表 

指标设置 管控内涵 项目情况 符合性 

能源消耗 

加强全市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

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到 2020 年，全市能

源消费总量增量目标控制在 161 万吨标煤以

内，全市煤炭消费量减少 77 万吨，电力行业

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65%以

上。各行业现有企业能耗严格按照相应行业

国家（或省级）标准中对应的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执行，新建企业能耗严格按照相应

行业国家（或省级）标准中对应的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准入值执行。 

本项目主要电能，不

使用煤炭，因此不涉

及煤炭消费减量控

制等指标要求。本项

目能源消耗为 66.03

吨标准煤/a（电耗、

水耗折算），项目年

收入为 4000 万元/a。 

符合 

水资源消耗 

严格控制全市水资源利用总量，到 2020 年，

全市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29.43 亿立方米以内，

其中地下水控制在 2500 万立方米以内；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分别要比 2015 年下降 28%和 23%；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 0.60 以上。工业、

服务业和生活用水严格按照《江苏省工业、

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4 年修订）》执

行。到 2030 年，全市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30.23

亿立方米以内，提高河流生态流量保障力度。 

（1）本项目用水量

主要为冲洗用水和

环保用水。项目用水

按照《江苏省工业、

服务业和生活用水

定额（2014 年修订）》

执行。 

（2）本项目不开采

使用地下水，不涉及

地下水开采总量指

标。 

符合 

土地资源消耗 

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和市区、其他工

业集中区新建工业项目平均投资强度分别不

低于 350 万元/亩、280 万元/亩、220 万元/

亩，项目达产后亩均产值分别不低于 520 万

元/亩、400 万元/亩、280 万元/亩，亩均税收

不低于 3 万元/亩、20 万元/亩、15 万元/亩。

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低于 1.0，特殊行业容积

率不得低于 0.8，化工行业用地容积率不得低

于 0.6，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不得低于 1.2，

绿地率不得超过 15%，工业用地中企业内部

行政办公用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总用地面积的 7%，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

面积的 15%。 

本项目用地不占用

基本农田，不属于用

地供需矛盾特别突

出地区。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与当地资源消耗上限要求相符。 

（4）负面清单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基于空间控制单元的环境准入制度及负

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连政办发[2018]38 号）分析项目相符性，具体分

析结果见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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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与当地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的符合性分析表 

指标

设置 
管控内涵 项目情况 符合性 

连云

港市

基于

空间

单元

的环

境准

入要

求及

负面

清单

管理

要求 

（1）建设项目选址应符合主体功能区划、产业

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

保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等要求。新建有污染物

排放的工业项目应按规划进入符合产业定位的

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东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符

合高新区的产业定位。 

符合 

（2）依据空间管制红线，实行分级分类管控。

禁止开发区域内，禁止一切形式的建设活动。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饮用水源保护

区、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区、洪水调蓄区、清

水通道维护区、海洋保护区内实行有限准入的原

则，严格限制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建设活动。 

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生态

空间保护区域是江苏东

海西双湖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本项目位于生

态空间保护区域范围外。 

符合 

（3）实施严格的流域准入控。水环境综合整治

区在无法做到增产不增污的情况下，禁止新（扩）

建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

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水污

染重的项目，禁止建设排放含汞、砷、镉、铬、

铅等重金属污染物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工

业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造纸、焦

化、氮肥、有色金属、印

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

药制造、制革、农药、电

镀等水污染重的行业；且

无含汞、砷、蝠、铬、铅

等重金属污染物以及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 

符合 

（4）严控大气污染项目，落实禁燃区要求。大

气环境质量红线区禁止新（扩）建大气污染严重

的火电、冶炼、水泥项目以及燃煤锅炉。禁燃区

禁止销售、使用一切高污染燃料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大气污染

严重的火电、冶炼、水泥

项目以及燃煤锅炉项目，

本项目能源使用电能。 

符合 

（5）人居安全保障区禁止新（扩）建存在重大

环境安全隐患的工业项目。 

本项目所在地不属于人

居安全保障区且不存在

重大环境安全隐患。 

符合 

（6）严格管控钢铁、石化、化工、火电等重点

产业布局。钢铁重点布局在赣榆临港产业区，石

化重点布局在徐圩新区，化工项目按不同园区的

产业定位，布局在具有其产业定位的园区内，严

格执行《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深入推进化工

行业转型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连政办发

[2017]7 号）和《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化工产业建

设项目环境准入管控要求和负面清单的通知》

（连环发[2017]134 号）。重点建设徐圩 IGCC 和

赣榆天然气热电联产电厂，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

新建燃煤电厂。 

本项目不属于钢铁、石

化、化工、火电等行业。 
符合 

（7）工业项目应符合产业政策，不得采用国家、

省和本市淘汰的或禁止使用的工艺、技术和设

备，不得建设生产工艺或污染防治技术不成熟的

项目；限制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

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生产。 

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项

目技术和设备工艺或污

染防治技术成熟，且不属

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2017 年版）的高污染、

高环境风险产品的生产。 

符合 

（8）工业项目排放污染物必须达到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新建企业生产技术和工

本项目排放污染物达到

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
符合 



 —  10  — 

艺、水耗、能耗、物耗、产排污情况及环境管理

等方面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清洁生产标准的

不得低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有国家效率指

南的执行国家先进/标杆水平），扩建、改建的工

业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家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 

物排放标准，生产技术和

工艺、水耗、能耗、物耗、

产排污情况及环境管理

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9）工业项目选址区域应有相应的环境容量，

未按要求完成污染物总量削减任务的区域和流

域，不得建设新增相应污染物排放量的工业项

目。 

工业项目选址区域拥有

相应的环境容量。 
符合 

由表 1.6 可知，本项目与当地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要求相符。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三线一单”相关要求。 

 

 

 

 

 

 

 

 

 

 

 

 

 

 

 

 

 

 

 

 

 

 

 



 —  11  —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

内容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建设工程概况见表 2.1。 

表 2.1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表 

类别 建设名称 工程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

工程 
厂房 约 2800m2（建筑面积） 现有已建 

储运

工程 

原料库 约 10m2 依托厂房 

外部运输 汽车运输 / 

内部运输 人工、叉车 / 

公用

工程 

供水系统 360m3/a 
区域给水

管网供给 

排水系统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海县西湖处理厂接

管标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处理。 
达标排放 

供电系统 年用电量为 20 万 kWh 
区域变电

站提供 

环保

工程 

废气 设备自带排气筒 达标排放 

废水 园区公共化粪池 依托已建 

噪声 增强墙体隔声效果 达标排放 

固废 
一般

固废 
一般固废暂存场所 10m2 

固废 

零排放 

2. 主要产品及产能 

本项目主要产品、产能及生产单元见表 2.2。 

表 2.2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表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及规格 设计能力 单位 年运行时间（h） 

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生产线 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 10 万支/a 4800 

3. 主要生产单元及工艺 

本项目主要生产单元及生产工艺见表 2.3。 

表 2.3  主要生产单元及工艺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生产线 

膜片裁切 

机械打孔 

丝网印刷 

膜片叠层 

温等静压 

生坯切割 

瓷体烧结 

封装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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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生产设施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施见表 2.4。 

表 2.4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 量 单位 

1 自动裁膜机 1 台 

2  机械打孔机 1 台 

3  高密度丝网印刷机 1 台 

4  叠片机 1 台 

5 等静压机 1 台 

6 烘箱（电加热） 2 台 

7 热风烘干炉（电加热） 2 台 

8 切割机 1 台 

9 烧结炉（电加热） 1 台 

10 点胶机 1 台 

11 焊锡机 1 台 

12 产品测试/标定系统 1 台 

13 激光打标机 1 台 

14 智能传感器生产线 1 套 

5. 主要原辅料及理化性质 

本项目主要原辅料及规格成分见表 2.5，原辅料理化及毒理性质见表 2.6。 

表 2.5  主要原辅材料表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年用量 单位 备注 

1 三防漆 

合成橡胶系树脂

10~20%，碳化氢树脂

1~10%，甲基环己烷

70~90%，荧光增白剂

0.01~0.1%。 

20 L 4L/桶 

2 陶熙 7091 密封胶 / 62000 ml 310ml/瓶 

3 浆料 

淀粉 4~10%，2,2,4-三甲

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

酯 4~10%，氧化锆

30~60%，氧化钇 1~27%，

氧化铪 0.1~6%，炭黑

0.1~6%，石油醚 0.1~6%。 

50 Kg 外购 

4 散热硅脂 / 8 Kg / 

5 电路板 / 50000 块 外协购入 

6 陶瓷膜片 / 2000 平方米 外购，年用量约 50t 

7 氧化铝粉 / 2 kg / 

8 焊锡丝 / 5 kg / 

表 2.6  原辅料的理化性质、毒理性质一览表 

名称 理化特性 
燃烧 

爆炸性 

毒理毒
性 

三防漆 

Plasticote70 ，是一种透明保护漆，用于印刷电路板的通用保护膜。

为保护印刷电路免于漏电和短路而配制。同时耐高温、防滴漏并可

以焊通。本项目所用三防漆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约占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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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熙 

7091 

密封胶 

单组分胶粘剂/密封剂，在空气中水气作用下室温固化脱醇固化固

化体系，不会滴答，稠度类似糊膏，固化成为有一定韧性的弹性橡

胶对多数材质具有优异的粘接性。高强度有机硅密封胶是通过空气

中的水份发生缩合反应放出低分子引起交联固化，而硫化成高性能

弹性体。 

/ / 

浆料 

丝网印刷浆料是共烧多孔铂导体浆料，其通过了 RoHS 认证，用作

平板传感器电极的导体浆料，是在高温下与部分稳定氧化铝生带共

烧的导体浆料。本项目所用浆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约占 10%。 

/ / 

氧化铝
粉 

氧化铝，又称三氧化二铝，通常称“铝氧”，是一种白色无定形粉末

状，不溶于水，俗称矾土、刚玉。式量：101.96。性状：难溶于水

的白色固体，无臭、无味、质极硬，易吸潮而不潮解（灼烧过的不

吸湿）。两性氧化物，能溶于无机酸和碱性溶液中，几乎不溶于水

及非极性有机溶剂；相对密度 4.0；熔点约 2000℃。储存：密封干

燥保存。 

/ / 

6. 废水排水量及排放去向 

废水类型：生活污水； 

排放量：288m³/a。 

排放去向：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海县西湖处理厂接管标准后经污

水管网排入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处理。 

项目不产生工业废水，故不开展水平衡分析。 

7.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企业劳动定员 30 人，企业不提供食宿。生产人员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 8 小时，

年工作日 300 天。 

8. 平面布置 

项目租赁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现有厂房进行生产。北侧

入口处为前台，前台东侧为厕所和总经理室；前台南侧为车间 1-7，总经理室南侧为

换鞋区、更衣室、风淋区、生产车间和流延区；换鞋区西侧房间为纸板间，东侧房间

为材料间；厂房南侧入口自西向东为厕所和备用间。 

周边环境概况：本项目建设地点北侧为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东侧为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南侧、西侧为道路。 

工艺

流程

和产

排污

环节 

本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简述： 

（1）膜片裁切：利用裁片机将成卷的陶瓷膜片裁切成一定尺寸的方片，该过程

产生粉尘废气； 

（2）机械打孔：利用机械打孔机对裁切后的膜片进行打孔，形成腔室、参比通

道、对位孔、连通孔等图形，该过程产生粉尘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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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丝网印刷：利用高密度丝网印刷机，将带有图像或者图案的模板附着在丝

网上，当陶瓷膜片直接放在模板的丝网下面时，浆料在刮刀的推动下穿过丝网中间的

网孔，印刷到承印物上进行印刷。利用烘箱干燥膜片上的浆料，使浆料和膜片形成良

好的接触。此步骤目的在于印刷点击图形，制作电池电极，进而导出电流，该工序产

生少量非甲烷总烃； 

（4）膜片叠层：利用叠片机对上一步烘干后的膜片按照要求进行对位叠层，形

成芯片；  

（5）温等静压：利用等静压机对上一步对位叠层后的芯片进行层压，使片层之

间结合最紧密。 

（6）生坯切割：利用陶瓷切割机对上一步静压后的芯片进行切割，得到单个芯

片，并对单个芯片利用浆料进行侧面联通电极印刷，该工序产生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 

（7）瓷体烧结：利用烧结炉对上一步切割的芯片进行排胶烧结，设备自带加热

使高温共烧后产生的废气燃烧更完全，处理效率约 60%，该工序产生少量非甲烷总烃； 

（8）封装组装：利用智能传感器生产线对将外购的探头内、外保护管、线束、

芯片等组件进行封装并刷三防，产生少量焊接烟尘和非甲烷总烃。 

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2.1。 

 

图 2.1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膜片裁切 

机械打孔 

丝网印刷 

膜片叠层 

温等静压 

生坯切割 

瓷体烧结 

封装组装 

粉尘 

粉尘 

非甲烷总烃 

粉尘、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 

粉尘、非甲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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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2017）里规定，如下的情况，不作为

固体废物管理：“任何不需要修复和加工即可用于其原始用途的物质，或者在产生点

经过修复和加工后满足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并且用于其原始用途的物质”。本项目产生

不合格品返厂进行拆除，重复利用，因此本项目产生的不合格品不作为固体废物处理。 

与项

目有

关的

原有

环境

污染

问题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租赁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现有厂房，

厂房原本闲置未进行过生产行为，故不存在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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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1. 大气环境 

（1）常规污染物达标情况判断及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项目所在区域达标情况优

先选用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环境质量公告》或《环境质量报告书》

中的数据或结论。 

根据《连云港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项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二类区。

本报告选取 2020 年作为评价基准年，根据连云港市东海生态环境局公布的《东海县环

境质量报告书》（2020 年度），2020 年县城区域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

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 11 微克/立方米、24 微克/

立方米、76 微克/立方米、46 微克/立方米、0.8 毫克/立方米、95 微克/立方米。PM10、

PM2.5 年平均浓度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降

尘年均浓度值符合国家推荐标准；县城区降水未出现酸雨。六项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如

下： 

表3-1 2020 年东海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单位：μg/m3）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标准值 现状浓度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浓度 60 11 18.33 达标 

NO2 年平均浓度 40 24 60 达标 

PM10 年平均浓度 70 76 108.57 不达标 

PM2.5 年平均浓度 35 46 131.43 不达标 

CO 日平均第95百分位数 4000 800 20 达标 

O3 最大8h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 160 95 59.38 达标 

经判定，项目所在评价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超标因子为 PM10、PM2.5，

为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连云港市制定了《关于印发连云港市 2020 年 VOCs 专项治

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连大气办〔2020〕9 号）、《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连大气办〔2020〕10 号）、《关于印发连云港市 2021 年度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首季争优”大气挖潜工作方案的通知》（连污防指办〔2021〕9

号）等。相继开展“降尘治车”、第 21 页“提质溯源”、“溯源增优”、“江河碧空”等蓝

天保卫以及“港城蓝”专项帮扶行动，成效显著。东海县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县委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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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东海县大气管控十条措施》，形成“上下同

心协力”的浓厚氛围。东海县先后下发了《东海县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东海县 2021 年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首季争优”大气挖潜实施方案》（东

大气办〔2021〕5 号）等文件，积极采取行动对颗粒物产生较多的企业进行整治。 

随着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工作的部署、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有效实施、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认真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及时执行等相关

改善空气质量工作的开展，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2）项目特征污染物达标情况判断及评价 

本报告引用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做相应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3 日和 2019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21 日，连续监测 7 天。 

监测因子：TVOC 

监测布点：引用数据中，共五个监测点，分别为 G1 规划区域东北方向、G2 湖南

村西北方向 100 米、G3 后曲阳、G4 尤塘和 G5 曹林村附近。 

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2  东海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监测点大气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测点编号 测点名称 标准指数范围 标准限值 

G1 规划区域东北方向 0.0469-0.113 

0.600 mg/m3 

G2 湖南村西北方向 0.0363-0.0679 

G3 后曲阳 0.0135-0.0374 

G4 尤塘和 0.0425-0.0765 

G5 曹林村附近 0.0385-0.0666 

从上表可以换算得出，项目所在区域 TVOC 8h 均值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中标准。 

2. 地表水环境 

项目所在地主要水体为西双湖水库，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江

苏省水利厅、江苏省环境保护厅，2003 年 3 月）及水体功能，区域西双湖水库水质执

行地表水Ⅱ类标准。根据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0 年 3 月 5 日监测数据，西双湖

水库水质数据良好。监测数据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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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西双湖水库水质状况监测结果统计表（单位：mg/L） 

         污染物名称 

河流名称 
pH CODMn BOD5 CODCr TP NH3-N 

西双湖水库 8.13 3.1 1.8 9 0.02 0.13 

标准值 II 类 6-9 4 3 15 
湖库
0.025 

0.5 

3. 声环境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区，即昼间≤65 

dB（A），夜间≤55dB（A）。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地周围区域声环境能达到《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 

项目 50 米范围内不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故不开展评价。 

4. 生态环境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不需要进行生态调查。 

5. 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污染，故不开展评价。 

6. 地下水、土壤环境 

本项目不涉及地下水和土壤环境污染，故不开展评价。 

环境 

保护 

目标 
本项目 500m 范围内无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标 

准 

1. 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废气主要为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和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

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的相应排放标准。项目采用全

封闭设备，废气均不涉及无组织排放，经设备自带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具体标准值见

表 3.4。 

表 3.4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标准来源 

颗粒物 20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DB32/4041-2021） 
锡及其化合物 5 0.22 

非甲烷总烃 60 3 

2. 废水 

本项目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进入西湖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废水执行西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浓度标准，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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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浓度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要求。 

表 3.5 污水排放标准主要指标值表（单位：mg/L，pH 无量纲） 

污染物  pH  COD  SS  氨氮  总磷  总氮 

接管标准  6~9  400 250 30 3 35 

排放标准 6~9  50 10 5 0.5 15 

3. 噪声 

本项目厂界环境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 3.6 

表 3.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单位：dB（A）】 

类别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3 类 65 55 

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固废暂存场所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要求进行设置。 

总量 

控制 

指标 

根据建设项目排污特点和环保部门有关排污总量控制要求，预测该项目污染物排

放考核总量指标如下： 

（1）废气：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为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 计）。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颗粒物 0.022t/a；VOCs 0.0084t/a； 

废气污染物在区域内平衡解决。 

（2）废水： 

建设项目废水接管考核量为：废水量≤288m3/a、COD ≤0.101t/a、SS ≤0.072t/a、

NH3-N≤ 0.009t/a、TN≤ 0.01t/a、TP ≤0.001t/a； 

最终外排量为：废水量≤288m3/a、COD ≤0.014t/a、SS ≤0.003t/a、NH3-N≤ 0.002t/a、

TN≤ 0.004t/a、TP ≤0.0002t/a，纳入东海县西湖处理厂总量范围内。 

固废：0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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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

工 

期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本项目租用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 38 号现有厂房进行生产工

作，无施工期。 

运

营 

期

环 

境

影 

响

和 

保

护 

措

施 

1. 废气 

（1） 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工序见表 4.1 

表 4.1 运营期废气污染工序一览表 

污染源 

分类 
污染来源 编号及名称 主要污染物 

废气 

膜片裁切 裁切废气 颗粒物 

机械打孔 打孔废气 颗粒物 

丝网印刷 印刷废气 非甲烷总烃 

生坯分切 
印刷废气 非甲烷总烃 

切割废气 颗粒物 

瓷体烧结 烧结废气 非甲烷总烃 

封装组装 
烘干废气 非甲烷总烃 

焊接烟尘 锡及其化合物 

（2） 废气产生情况及分析 

本项目所有设备共用一个风机（风量 1000m3/h），废气为颗粒物、锡及其化合

物和非甲烷总烃，具体排放情况如下： 

表 4.2  有组织废气产生情况 

污染源 污染工序 污染物 
产生情况 

浓度 mg/m3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厂房 

膜片裁切 

颗粒物 4.6 0.0046 0.022 机械打孔 

生坯分切 

丝网印刷 

非甲烷总烃 4.4 0.0044 0.021 
生坯分切 

瓷体烧结 

封装组装 

具体污染源强分析如下： 

①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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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膜片裁切和机械打孔、生坯分切工序中产生少量颗粒物，参考《3981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3982 电子电路制造、3983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3984

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造、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9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行业产污

系数表》，项目产生的颗粒物产生量按 0.4351g/kg 原料计算，本项目原料约 50t，

则颗粒物产生量约 0.022t/a，项目采用全封闭设备，颗粒物经收集后由自带排气筒

达标排放。 

②非甲烷总烃 

项目在丝网印刷、生坯分切、瓷体烧结和封装组装的工序中会产生少量非甲

烷总烃。本项目三防漆年用量为 20L，其中挥发性有机物约占用量的 80%；浆料年

用量为 50kg，其中挥发性有机物约占用量的 10%。挥发性有机物在加工过程中全

部挥发，则项目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约 0.021t/a，设备用自带的二次烧结功能（用更

高温度将废气燃烧更完全）对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进行处理后进行达标排放，处理

效率约 60%，故最终排放的非甲烷总烃量为 0.0084t/a，以 VOCs 计。 

③锡及其化合物 

项目在封装组装工序中会产生少量锡及其化合物，本项目焊锡丝用量为 5kg/a，

项目采用激光点焊的方式对焊接部位进行焊接操作，参考《3981 电阻电容电感元

件制造、3982 电子电路制造、3983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3984 电声器件及零件

制造、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9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行业产污系数表》，项目

焊接产生的锡及其化合物按 0.3044g/Kg（原料）计算，则本项目产生的锡及其化

合物为 1.522g/a，可忽略不计。 

（3） 排放情况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颗粒物以及非甲烷总烃（VOCs），具体排放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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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有组织废气排放情况 

排放源 污染物 污染工序 
治理 

措施 

废气量 

m3/h 

排放情况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DA001 

颗粒物 

膜片裁切 

/ 

1000 

4.6 0.0046 0.022 机械打孔 

生坯分切 

非甲烷总烃 

丝网印刷 

二次 

烧结 
2.2 0.0022 0.0084 

生坯分切 

瓷体烧结 

封装组装 

本项目涉及一个排气筒 DA001，具体情况如下： 

表 4.4  主要废气排口参数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编号）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排气筒参数 
排口类型 

经度 纬度 高度（m） 内径（m） 温度（℃） 

DA001 118.700145 34.507861 15 0.6 25.0 一般排放口 

（4） 排放标准及达标情况 

本项目生产过程废气主要为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和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

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的相应排放标准。

项目采用全封闭设备，废气均不涉及无组织排放，经设备自带排气筒高空达标排

放，具体标准如下： 

表 4.5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标准来源 

颗粒物 20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32/4041-2021） 

锡及其化合物 5 0.22 

非甲烷总烃 60 3 

结合源强以及治理后的排放情况，本项目废气排放符合上述排放标准。 

（5） 监测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

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其他”属于登记管理项目，不需要进行自行监测。 

（6） 非正常情况分析 

本项目废气处理系统非正常情况设定为：二次烧结达不到烧结温度，对废气

（非甲烷总烃）达不到处理效果，非正常排放情况发生频次极小，历时不超过

30min。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强见表 4.6。 



 —  23  — 

表 4.6  非正常情况下废气排放源强 

污染源名称 
废气量

（m3/h） 
污染物名称 

排放状况 

浓度（mg/m3） 速率（kg/h） 

DA001 排气筒 1000 非甲烷总烃 4.4 0.0044 

（7） 环境保护目标影响 

本项目500m范围内无环境保护目标，且不涉及废气无组织排放，故无需设置卫生

防护距离。 

（8）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 5.3 节工作等级的确

定方法，结合项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正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参数，采用

附录 A 推荐模型中的 AERSCREEN 模式计算项目污染源的最大环境影响，然后按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进行分级。 

①Pmax 及 D10%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定义如下： 

 

 ——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 占标率，%； 

——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 1h 地面空气质量浓度，

μg/m3； 

——第 i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μg/m3。 

②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等级按下表的分级判据进行划分。 

表  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10% 

二级评价 1%≦P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③污染物评价标准 

污染物评价标准和来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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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污染物评价标准 

污染物名称 功能区 取值时间 标准值(μg/m³) 标准来源 

PM10 二类限区 日均 150.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TVOC 二类限区 8 小时 600.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 2.2-2018 附录 D 

④项目参数 

估算模式所用参数见表。 

表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人口数) / 

最高环境温度 39.3 

最低环境温度 -23.4 

土地利用类型 农田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否 

岸线距离/m / 

岸线方向/° / 

⑤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本项目所有污染源的正常排放的污染物的 Pmax和 D10%预测结果如下: 

表  Pmax 和 D10%预测和计算结果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μg/m³) Cmax(μg/m³) Pmax(%) D10%(m) 

DA001 PM10 450.0 0.4227 0.0939 / 

DA001 TVOC 1200.0 0.2021 0.0168 / 

本项目 Pmax 最大值出现为 DA001 排放的 PM10Pmax 值为 0.0939%,Cmax 为

0.4227μg/m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分级判据，

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本项目正常运行情况下，废气对

外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项目所在区域内超标污染物为PM10、PM2.5和O3，施行相关措施后，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得到改善。此外，本项目拟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排放

方式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污染物排放强度在排放标准以内。因

此，本项目实施后不会改变大气环境功能类别。 

2. 废水 

（1） 项目运营期废水污染工序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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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运营期废水污染工序一览表 

污染源分类 污染来源 编号及名称 主要污染物 

废水 员工生活、办公 生活污水 pH、CODCr、SS、NH3-N、TP、TN 

（2） 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海县西湖处理厂接

管标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职工 30 人，项目年工作 300 天，不提供住宿用餐。职工生活用水以 40 

L/d·人计算，则生活用水量为 360m3/a，产污系数以 0.8 计，则生活污水量为 288m3/a。

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得出，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物浓度约为 COD：400mg/L、SS：

350mg/L、氨氮：35mg/L、总磷：4mg/L、总磷：60mg/L。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

海县西湖处理厂接管标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处理。 

主要水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4.8。 

表 4.8  项目主要水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水 

类型 

污染物

名称 

产生状况 

治理措施 

排放状况 

排放规律 
排放方式及

去向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t/a） 

生活 

污水 

288 

m3/a 

COD 400 0.115 

化粪池 

350 0.101 

间断性 

排放 

间接排放， 

接管东海县

西湖处理厂 

SS 350 0.101 250 0.072 

NH3-N 35 0.01 30 0.009 

TP 4 0.001 3 0.001 

TN 60 0.017 35 0.01 

本项目共涉及一个污水排口，编号为 DW001，排气筒具体情况如下： 

表 4.9  主要废水排口参数一览表 

污染源名称（编号） 
排放口中心坐标（°） 

排口类型 
经度 纬度 

DW001 118.700113 34.508719 一般排放口 

（3） 治理措施 

本项目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排

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西湖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废水执行西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浓

度标准， 西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浓度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要求，为间接排放，因此本项目污水对周边环境影

响较小。 

（4） 排放标准及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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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0.96m3/d，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COD 为

400mg/L、SS 为 350mg/L、氨氮为 35 mg/L、TP 为 4mg/L、TN 为 60mg/L。经化粪

池处理后，浓度分别为 350mg/L、250mg/L、30mg/L、3mg/L、35mg/L，达到西湖

污水处理厂接管浓度标准。 

东海县西湖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为 6 万 t/d，目前，西湖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已建成，规模为 2 万 t/d （2018 年完成提标改造），目前基本已经满负荷；二期工

程建设规模为 2 万 t/d，所在地管网已经铺设完善，二期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计划

于 2021 年 10 月投入运营。本项目废水量约 0.96m3/d，为西湖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日处理能力的 0.0048%，废水中污染因子能满足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设计要求，无超

出设计的特征污染物。本项目投产时间计划在 2021 年 10 月，可与西湖污水处理

厂二期同时投入运行，因此本项目废水中的污染物均可在区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排放的废水处于污水处理厂接管能力和处理能力范围内，不会对污水处理厂

的正常运行产生冲击。 

本项目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接管标准及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祥见表 4.10。 

表 4.10  项目主要水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水类型 污染物 接管浓度（mg/L） 接管标准（mg/L） 排放浓度（mg/L） 

生活污水 

288 m3/a 

COD 350 ≤400 ≤50 

SS 250 ≤250 ≤10 

NH3-N 30 ≤30 ≤5.0 

TP 3 ≤3 ≤0.5 

TN 35 ≤35 ≤15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水质、水量均满足西湖污水处理厂

接管要求。 

（5） 监测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

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其他”属于登记管理项目，不需要进行自行监测。 

3. 噪声 

（1） 噪声排放情况 

根据业主提供资料，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生产环节中所用的设备，各噪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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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级一般在 60~75dB（A）之间。主要噪声源及治理措施见表 4.16。 

表 4.16  项目各生产设备噪声源强一览表 

序

号 
高噪声设备 

数量

（台/

套） 

单台噪声

源强 dB

（A） 

治理

措施 

降噪效

果（dB

（A）） 

距离厂界最近距离（m） 

东 西 南 北 

1 自动裁膜机  1 75 

增强

墙体

隔声

效果 

20 10 50 70 10 

2  机械打孔机 1 75 20 20 40 70 10 

3  高密度丝网印刷机 1 70 20 30 30 70 10 

4  叠片机 1 70 20 40 20 70 10 

5 等静压机 1 70 20 10 50 70 10 

6 切割机 1 75 20 20 40 60 20 

7 点胶机 1 60 20 30 30 60 20 

8 焊锡机 1 60 20 40 20 60 20 

9 产品测试/标定系统 1 60 20 10 50 60 20 

10 激光打标机 1 65 20 20 40 50 30 

11 智能传感器生产线 1 70 20 30 30 50 30 

（2） 达标情况 

噪声预测采用 HJ2.4-2009 附录 A.1 工业噪声预测模式，本次预测将室内声源

等效成室外声源，然后按室外声源方法计算预测点处的 A 声级。各声源到预测点

之间的噪声衰减情况见下表。 

表4.17  距离衰减对各预测点的影响值表（单位：dB（A））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降噪后单台

源强 dB（A） 

声源

位置 

各厂界预测值 标准 

限值 东 西 南 北 

自动裁膜机  1 55 

车间 

25.00 11.02 8.10 25.00 

昼间：
65 

夜间：
55 

 机械打孔机 1 55 18.98 12.96 8.10 25.00 

高密度丝网 

印刷机 
1 50 10.46 10.46 3.10 20.00 

叠片机 1 50 7.96 13.98 3.10 20.00 

等静压机 1 50 20.00 6.02 3.10 20.00 

切割机 1 55 18.98 12.96 9.44 18.98 

点胶机 1 40 0.46 0.46 0 3.98 

焊锡机 1 40 0 3.98 0 3.98 

产品测试/ 

标定系统 
1 40 10.00 0 0 3.98 

激光打标机 1 45 8.98 2.96 1.02 5.46 

智能传感器生产线 1 50 25.00 11.02 8.10 25.00 

影响（贡献值） / / / 27.9 15.43 20.14 30.12 

项目 50m 范围内不涉及声环境保护目标，故不作环境保护目标分析。 

4. 固体废物 

（1） 项目运营期固废污染工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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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运营期固废污染工序一览表 

污染源分类 污染来源 编号及名称 主要污染物 

固废 
包装拆封 废包装 塑料袋、纸板、废漆桶、废胶瓶 

员工生活、办公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2） 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 

项目营运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发生源有：包装拆封产生的废包装和员工生活、

办公产生的生活垃圾。 

①废包装：项目拆除各种原材料的时候会产生废包装，年产生量约 1t/a，外售

于废品收购站。 

②生活垃圾：项目职工共 30 人，按 0.5kg/人/天计，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5t/a，

由环卫收集处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固

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的规定，首先

判断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判定依据及结果见表

4.19；项目营运期不产生危险废物，项目营运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析结果汇总见

表 4.21。 

表 4.19  建设项目固废及副产物产生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形态 主要成分 

预测产

生量（吨

/年） 

种类判断 

固体

废物 

副产

品 
判定依据 

1 废包装 固态 
塑料袋、纸板、

废漆桶、废胶瓶 
1 ✓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固体废物鉴

别标准通则》

（GB34330-2017）等 
2 生活垃圾 固态 纸屑、果皮等 4.5 ✓ / 

表 4.21 项目营运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析结果汇总表 

序号 固废名称 物理性状 废物代码 贮存方式 

1 废包装 塑料袋、纸板、废漆桶、废胶瓶 99 其他废物 
暂存于固废间 

2 生活垃圾 纸屑、果皮等 99 其他废物 

（3） 环境管理 

① 资源回收利用 

本项目产生不合格品返厂进行拆除，重复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废包

装外售于废品收购站，减少了资源浪费。 

② 本项目不产生危险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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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评价表见表4.22。 

表4.2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评价表 

序
号 

污染物
名称 

属性 主要成分 废物代码 
危险
特性 

产生
量 t/a 

处置或 

利用方式 

处理或
利用量 

1 废包装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塑料袋、纸

板、废漆桶、

废胶瓶 

99 其他

废物 
/ 1 环卫部门清运 1 

2 
生活 

垃圾 
生活废物 

纸屑、果皮

等 

99 其他

废物 
/ 4.5 售废品收购站 4.5 

小计 5.5 

只要企业严格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搞好固废收集和分类存放，做好综合利用，

则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可做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围的环境带来污染。 

本项目固废经上述措施可有效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5. 地下水、土壤 

项目不涉及地下水和土壤污染，故不作环境影响分析。 

6. 生态 

项目不涉及产业园区外建设项目新增用地，故不作环境影响分析。 

7. 环境风险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18），环境风险评价工

作等级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根据建设项目涉及的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和

所在地的环境敏感性确定环境风险潜势，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 169-2018）表 1 确定评价工作等级。风险潜势为Ⅳ及以上，进行一级评价；

风险潜势为Ⅲ，进行二级评价；风险潜势为Ⅱ，进行三级评价；风险潜势为Ⅰ，

可开展简单分析。 

本项目具体判定标准及依据见下表。 

表 4.23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环境风险潜势 Ⅳ、Ⅳ + Ⅲ Ⅱ Ⅰ 

评价工作等级   一   二   三  简单分析 a 

a 是相对于详细评价工作内容而言，在描述危险物质、环境影响途径、环境危害后果、风险

防范措施等方面给出定性的说明。见附录 A。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B，本项目不涉及

危险物质，Q＜1，本项目风险潜势为Ⅰ，简单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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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温度较高，在突发性的事故状态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将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根据（环发[2012]7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

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新、改、扩建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按照相

应技术导则要求，科学预测评价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提出环

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本次风险评价拟通过分析本工程项中主要物料的危险性和毒性，划分评价体

系，识别各个装置的潜在危险源并提出防治措施，达到降低风险性、降低危害程

度，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1）风险源项分析 

本项目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不设计有毒原料，正常情况下排放的

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如遇事故性情况，可能造成环境危害较大，本项目

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事故包括以下： 

① 发生火灾事故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温度较高，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事故。虽然此类事

故的概率较低，但一旦事故发生，其风险影响的范围和人员危害较为严重，环境

风险危害较大。 

②设备密封性变差 

设备密封性变差后，废气将通过无组织形式直接排放进入大气中，可能会对

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事故状态下，无组织废气未经收集直接排放。根据调查，假

设发生泄漏时，厂家立即采取停车、封堵泄漏处、吸收等有效措施。 

（2）环境风险分析 

一旦项目发生火灾事故，对周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较大，本项目要求贮存场

所必须采取防雨、防晒、防渗、防尘和防火措施，厂房必须经消防部门验收，因

此，一旦车间发生火灾，只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治理措施，短时间内对下风向的环

境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但长期影响较小。 

其他还有在生产和维修期间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故性危害，如施工不当、选材

不当、材料缺陷等。操作因素：触电、设备操作不当等导致的人身伤害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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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同行业的情况，项目生产中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同时

还应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在采取积极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后，项目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 

8. 电磁辐射 

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污染，故不作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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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或拟达要求 

大气环境 

膜片裁切 

颗粒物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32/4041-2021） 

机械打孔 

生坯分切 

丝网印刷 

非甲烷总烃 二次烧结 
生坯分切 

瓷体烧结 

封装组装 

地表水环境 生活污水 

pH、COD、
SS、NH3-N、

TP、TN 

经化粪池处理后
进由污水处理厂

接管 

东海县西湖处理厂接
管标准 

声环境 
生产环节中所
用的设备 

等效 A 声级 
增强墙体 

隔声效果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电磁辐射 / 

固体废物 
包装拆封 废包装 环卫部门清运 

有效处置，零排放 
员工生活、办公 生活垃圾 售废品收购站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 

 

 

/ 

 

 

生态保护措施 

 

 

/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贮存场所必须采取防雨、防晒、防渗、防尘和防火措施， 

厂房必须经消防部门验收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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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符合“三线一单”控制要求，选址较为合

理。在各种污染防治措施落实的条件下，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从环

境保护的角度，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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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项目 

分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

① 

现有工程 

许可排放量 

② 

在建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

产生量）③ 

本项目 

排放量（固体废物

产生量）④ 

以新带老削减量 

（新建项目不填）⑤ 

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排放量（固体

废物产生量）⑥ 

变化量 

⑦ 

废气 

颗粒物    0.022 t/a  0.022 t/a +0.022 t/a 

挥发性有机物    0.0084 t/a  0.0084 t/a +0.0084 t/a 

废水 

COD    0.101 t/a  0.101 t/a +0.101 t/a 

氨氮    0.009 t/a  0.009 t/a +0.009 t/a 

总磷    0.001 t/a  0.001 t/a +0.001 t/a 

总氮    0.01 t/a  0.01 t/a +0.01 t/a 

一般

工业

固体

废物 

废包装    1t/a  1t/a +1t/a 

生活垃圾    4.5 t/a  4.5 t/a +4.5 t/a 

注：⑥=①+③+④-⑤；⑦=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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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年产10万支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 项目法人单位： 连云港感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020-320722-39-03-553281 法人单位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 江苏省:连云港市_东海县 江苏省东海
高新区光明路38号

项目总投资： 10000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 计划开工时间： 2020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总投资10000万元，位于东海县高新区光明路38号，项目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购置裁膜机、打孔
机、印刷机、叠层机、等静压机、切割机、烧结炉等设备，采用原材料采购→膜片裁切→机械打孔→丝
网印刷→膜片叠层→温等静压→生坯切割→瓷体烧结→封装组装→ 出厂等工艺流程，形成年产10万支
氮氧传感器陶瓷芯片的生产能力。

项目法人单位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
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要求： 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

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 东海县行政审批局

全。 202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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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文件号 2629

1 【产品及公司信息】

化学品名 披覆胶 Seal-glo  630RF
生产企业 富士化学产业株式会社

地址 大阪府东大阪市长田东3丁目1番7号
邮编 577-0012
传真 81-6(6744)8840
供应商电话 81-6(6744)8800
CSDS编号 2629
国家应急电话 0512-6921-9680
邮件 tou@fujichemi.com
发行日 2019年06月19日

2 【危险有害性概要】

2-1 GHS分类

2-1-1 物理化学的危险性

易燃液体 区分2

对健康的危害性

急性毒性（经口） 区分4
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区分3
对眼严重的损伤性/刺激性 区分2B
特定标的脏器/全身毒性（一次暴露） 区分3 (麻醉作用)

吸入性呼吸器危害性 区分1

2-1-2 对环境的危害性 
水性环境危害性（急性） 区分2
水性环境危害性（慢性） 区分2

2-2 GHS标签要素

2-2-1 图标及记号



产品名：披覆胶Seal-glo 630RF   制造者:富士化学产业株式会社   文件号:2629   制作日:2019/06/19 　2/6

2-2-2 警示用语

危险

2-2-3 危险有害性信息

高度易燃液体及蒸汽

轻微皮肤刺激

吞咽有害

造成眼刺激

有可能引起昏昏欲睡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2-3 注意事项

预防对策

请密封容器。

在使用产品时禁止饮食及吸烟。

远离热、火花、明火、高温物等着火源。

使用防爆型的电器、换气装置、照明设备，防止因静电放电或火花等导致着火。

在充分理解安全注意事项后再使用。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请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以及防护面罩等保护用具。

请使用个人用防护设备，避免暴露。

使用后请洗手。

避免排放到环境中。

注意不要吸入粉尘状、蒸汽及喷雾状本产品。

仅限在室外或者换气良好的区域使用。

急救措施

发生火灾时请使用二氧化碳、粉末灭火剂、耐酒精性粉灭火剂及干砂。

吸入时，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保持呼吸顺畅的姿势让其休息。

进入眼睛时用清水冲洗数分钟。

沾到皮肤上时，请用大量的水及肥皂进行清洗，脱掉被污染的衣服。

如感觉不适时请就医。

保管

密封容器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上锁保管。

废弃

本产品及容器需要根据所在地方及国家的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3 【组成、成分信息】

单一制品・ 混合制品：混合物

含有成分 含有量(wt%) CAS  No．
合成橡胶系树脂 10～20 已注册

碳化氢树脂 1～10 已注册

甲基环己烷 70～90 108-87-2
荧光增白剂 0.01～0.1 712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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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理】

吸入时

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让其保持易呼吸姿势休息。

身体如有不适请就医。

沾到皮肤上时

迅速的清洗沾到的皮肤部位。

脱掉被污染的衣服，需再清洗后才能使用。

用大量水和肥皂进行清洗。

发生皮肤刺激或者发疹时请就医。

进入眼里时

用清水持续冲洗数分钟，戴有隐形眼镜的请尽量取下再清洗。

眼持续有刺激感时请就医。

饮入时

迅速的漱口，身体不适时请就医。

5 【灭火措施】

灭火方法

切断着火源，使用灭火剂进行灭火。

另外避免发生火势蔓延，用水枪冷却周边的罐子、建筑物。

从上风口进行灭火作业，根据情况佩戴呼吸保护用具。

灭火后，请用大量水充分冷却容器。

灭火剂

碳酸气体、泡沫灭火剂、粉末

不可使用的灭火剂

直接朝火源喷柱状水。

6 【泄露应急措施】

下风口避免待人，迅速的搬离附近的有可能成为着火源的东西。

准备灭火用器材。

作业时务必佩戴保护用具，不要再下风口作业。

少量泄漏时，用干沙、衣服、木屑等吸收回收到空容器中。

大量泄漏时，用土沙等止住泄露口，回收到空容器里。

使用安全铲，避免产生火花。

防止泄漏物排入下水道、排水道及土壤中。

注意不要排放到河流中，引起环境污染。

在发生泄漏的周边，用隔离带进行隔离，无关人员禁止入内。

7 【使用及储存时的措施】

使用

注意使用时不要产生火花、静电、撞击火花等着火源。

极力避免液体的泄露及蒸汽的挥发。

为避免接触・吸入，请佩戴个人防护用具。（眼镜・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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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局部排气装置。

避免跟强氧化剂的接触。

使用本产品时禁止饮食和吸烟。

使用后请洗手。

储存

在换气良好的阴凉地方保存，远离着火源、高温物。

禁止与酸性物质及气体混放。

使用后必须密闭容器上锁保存。

使用消防法及联合国运输法规规定的容器。

8 【暴露及保护措施】

容许溶度

物质名称 CAS No. PC-TWA PC-STEL
甲基环己烷 108-87-2 1600 mg/m3 2000 mg/Kg

设备对策

请在密闭的装置、设备或者安装有局部排气装置的情况下使用。

在使用产所附近，安装洗眼及洗澡用的设备。

保护用具

防毒面具（有机气体用）、浓度高时请佩戴送气面具、只给式呼吸器、保护眼镜。

使用耐油性（不侵透性）的手套、长靴、围裙（用于防静电对策用）

9 【理化特性】

外观 淡黄色液体

味道 特异臭

pH 无信息

熔点／凝固点 -126.7℃
沸点、初馏点和沸腾范围 101℃
闪点 -4℃
发火点 无信息

爆炸界限 下限1.1% 上限6.7%
蒸汽压 5.73kPa(25℃)
蒸汽密度 3.4
比重 0.80
溶解度 难溶

水分配系数 log Pow 3.61（实测值）

分解温度 无信息

10 【安定性及反应性】 

安定性 通常的使用条件下稳定。

危险有害反应可能性 跟强氧化剂反应强烈，有可能带来火灾及爆炸的危险。

必须避免条件 避免高温、火源、直射阳光。

混触危险物质 强氧化剂、还原剂、强碱、强酸。

危险有害的分解生成物在高温下会产生乙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11 【有害性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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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环己烷

经口、老鼠　(LD50) 3200 mg/Kg
吸入、兔子　(LC50) 36900 mg/m3

经皮、兔子　(LD50) 86700 mg/Kg
对眼严重的损伤性/眼刺激性 对眼有刺激

呼吸器官感作性及皮肤感作性 无信息

生殖细胞变异原性 无信息

致癌性 无信息

生殖毒性 无信息

特定内脏/全身毒性（一次暴露） 可能引起嗜睡

特定内脏/全身毒性（反复暴露） 无信息

吸入性呼吸器官有害性 饮入进入气道可能有生命危险

12 【环境影响信息】

生态毒性 甲基环己烷 LC50 =3300μg/L
残留性和分解性 无信息

生态蓄积性 无信息

土壤中的转移 无信息

13 【废弃处理】

处理方法

废弃的产品： 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进行废弃处理。

被污染的包装： 洗净后的容器再回收利用，或者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进行处置

注意事项

处理前请先参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

处理时不要污染环境。

14 【运输信息】

陆上运输

危险货物运输编号(UN编号) 1263
运输名称 涂料的相关材料

联合国分类 等级3
包装等级 Ⅱ

危险标签 3

海上运输

危险货物运输编号(UN编号) 1263
运输名称 涂料的相关材料

联合国分类 等级3
包装等级 Ⅱ

海洋污染物 有

空运

危险货物运输编号(UN编号) 1263
运输名称 涂料的相关材料

联合国分类 等级3
包装等级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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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息

禁止跟强氧化剂、食品/饲料一起捆包混运。

注意不要产生火气、静电撞击火花等着火源。

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运输标示

15 【法规信息】

中国法规信息

下列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储存、运输、装卸、分类和标志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GB30000.2-2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_通则（GB 13690-2009）;
《中国现有化学品名录》： 各组分均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甲基环己烷 CN No.32012
《危险货物品名表》： UN 1263

其他国家法规信息

CAS No. EU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EINECS) (TSCA) (AICS) (DSL) (ENCS) (ECL)
108-87-2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6 【其他信息】

修改说明：

本SDS按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GB/T16483-2008）标准编制；

由于目前国家尚未颁布化学品GHS分类目录，本SDS中化学品的GHS分类是企业根据化学品分类、

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规范系列标准（GB 3000.2-29）自行进行的分类，

待国家化学品GHS分类目录颁布后再进行相应调整。

需要进行的专业培训

为培训人员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指导说明。

缩略语解释:
GHS: 全球统一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全球协调制度

EINECS: 欧洲现有商用物质名录

TSCA：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ENCS: 日本现有物质名录

DSL: 加拿大国内物质清单

AICS: 澳大利亚化学物质名录

ECL: 韩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本SDS中全面真实地提供了所有相关的资料，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其绝对的广泛性和精确性。

本SDS只为那些受过适当专业训练并使用该产品的有关人员提供对该产品的安全预防资料。

获取该SDS的个人使用者，在特殊的使用条件下，必须对本SDS的适用性做出独立的判断。

在特殊的使用场合下，对由于使用本SDS所导致的伤害，本企业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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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Data Sheet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Register / Vol. 77, No. 58 / Monday, March 26, 2012 /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lease Date: Replaces SDS dated:Version: 6/9/2015 5/8/2013A

1.1     Product Identifier
SECTION 1 : IDENTIFICATION

4569

SECTION 2 : HAZARDS IDENTIFICATION
2.1     Classification of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Classification (GHS-US)

GERM CELL MUTAGENICITY 1B
CARCINOGENICITY 1B
ASPIRATION HAZARD 1
SKIN CORROSION/IRRITATION 2
EYE DAMAGE/IRRITATION 2A
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ICITY (Single Exposure) 3
2.2     Label Elements
GHS-US Labeling:  Hazard Pictograms (GHS-US)

Signal Word (GHS-US)
Hazard Statements (GHS-US)

Danger

P201 - Obtain special instructions before use.
P202 - Do not handle until all safety precautions have been read and understood.
P261 - Avoid breathing dust/fume/gas/mist/vapors/spray.
P264 - Wash any affected areas thoroughly after handling.
P271 - Use only outdoors or in a well ventilated area.
P280 - Wear eye protection/face protection.
P280 - Wear protective gloves.
P280 - Wear protective gloves/protective clothing/eye protection/face protection.
P301+P310 - If swallowed: Immediately call a poison control center/doctor.
P302 - If on skin Wash with plenty of water and soap.
P304+P340 - If inhaled: Remove person to fresh air and keep comfortable for breathing.
P305+P351+P338 - If in eyes: Rinse cautiously with water for several minutes. Remove contact lenses, if present and easy to do. Continue rinsing.
P308+P313 - If exposed or concerned: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P312 - Call a poison control center/doctor if you feel unwell.
P321 - Specific treatment (see section 4 of the SDS and treatment information on the label).
P331 - Do NOT induce vomiting.
P332+P313 - If skin irritation occurs: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P337+P313 - If eye irritation persists: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P352 - If on skin (or hair): Take off immediately all contaminated clothing. Rinse skin with water/shower.
P362+P364 - Take off contaminated clothing and wash it before reuse.
P403+P233 - Store in a well ventilated place. Keep container tightly closed.
P405 - Store locked up.
P501 - Dispose of contents/container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regional/national/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2.3     Other Hazards

2.4     Unknown Acute Toxicity (GHS-US)
Product contains <4w% material with unknown Acute Tox. Data

SECTION 3 : COMPOSITION / INFORMATION ON INGREDIENTS
3.1      Substance or Mixture :

1.3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of the Responsible Party
Company
ESL Electroscience
416 East Church Road
King of Prussia, PA 19406-2625
+1 610 272 8000
www.electroscience.com

1.2     Intended Use of the Product
Use of the Substance/Mixture:  For Industrial Use Only

1.4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Emergency Number:   800 424 9300  (CHEMTREC)

Product Name:

H304 - May be fatal if swallowed and enters airways
H315 - Causes skin irritation
H319 - Causes serious eye irritation
H335 - May cause respiratory irritation
H336 - May cause drowsiness or dizziness
H340 - May cause genetic defects.
H350 - May cause cancer.

See Section 4

Name CAS Number % b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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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Data Sheet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Register / Vol. 77, No. 58 / Monday, March 26, 2012 /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lease Date: Replaces SDS dated:Version: 6/9/2015 5/8/2013A

4.1     Description of First Aid Measures

The specific chemical identity and/or exact percentage (concentration) of composition has been withheld as a trade secret.

SECTION 4 : FIRST AID MEASURES

First-Aid Measures General:  Never give anything by mouth to an unconscious person.  If exposed and concerned: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First-aid Measures after Inhalation:  When symptoms occur:  go into open air and ventilate suspected area.  Remove to fresh air and keep at rest
in a position comfortable for breathing.  If experiencing respiratory symptoms: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First-aid Measures after Skin Contact:  Remove contaminated clothing.  Drench affected area with water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Wash contaminated clothing before reuse.  Wash with plenty of soap and water.  If skin irritation or rash occurs:  Seek medical advice.
First-aid measures after Eye Contact:  Rinse cautiously with water for several minutes.  Remove contact lenses, if present and easy to do.
Continue rinsing.  Obtain medical attention if irritation develops or persists.

 vomiting.  Get immediate medical advice/attention.First-aid Measures after Ingestion:  Rinse mouth. Do not induce
4.2     Most Important Symptoms and Effects, both Acute and Delayed

Symptoms / Injuries :
Symptoms / Injuries after Inhalation :
Symptoms / Injuries after Skin Contact :
Symptoms / Injuries after Eye Contact :
Symptoms / Injuries after Ingestion :

Chronic Symptoms :

Possible Carcinogen, Blindness. Aspiration Hazard.
May Cause Irritation, Changes In Pulmonary Function, Respiratory Failure, Occupational Asthma, Cns Depression.
May Cause Irritation, Burns, Dermatitis.
May Cause Irritation, Eye Damage, Cause Burns, Injury, Blindness.
May Cause Severe Irritation,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Circulatory Shock, Respiratory Depression, Liver
Damage. Aspiration Hazard.
May Cause Dermatitis, Effects On Lungs And Liver, Possible Carcinogen.target Organs Eyes, Respiratory System,
Mucous Membrane, Liver, Lungs.

4.3     Indication of any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and Special Treatment Needed
If you feel unwell, seek medical advice (show the label where possible)

SECTION 5 : FIRE FIGHTING METHODS
5.1     Extinguishing Media
Suitable Extinguishing Media : Water, Foam, Carbon Dioxide, Dry Chemical
Unsuitable Extinguishing Media : Do not use a heavy water stream.  Use of a heavy stream of water may spread fire.
5.2     Special Hazards Arising from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Fire Hazard :
Explosion Hazard :
Reactivity :

Product is Flammable
Product is not Explosive
Hazardous Reactions are unlikely to occur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5.3     Advice for Fire Fighters
Precautionary Measures Fire:  Excercise caution when fighting any chemical fire.
Firefighting Instructions:  Use water spray or fog for cooling exposed containers.  In case of major fire and large quantities:  Evacuate area.
Protection During Firefighting:  Do not enter fire area without proper protective equipment, including respiratory protection.
Other Information:  Do not allow run-off from fire fighting to enter drains or water sources.  Do not allow the product to be released into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6 : ACCIDENTAL RELEASE MEASURES
Section 6.1  Personal precautions,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Section 6.1.1  For Non-emergency Personnel
     Protective Equipment : Use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Emergency Procedures : Evacuate unnecessary personnel

     Section 6.1.2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Protective Equipment : Equip cleanup crew with proper protection.
     Emergency Procedures : Upon arrival at the scene, a first responder is expected to recognize the presence of dangerous goods, protect oneself
     and the public, secure the area and call for the assistance of trained personnel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Section 6.2  Environmental Precautions
Prevent entry to sewers and public waters

Section 6.3  Methods and Material for Containment and Cleaning up
For Containment : Absorb and/or contain spill with inert material, then place in suitable container.  As an immediate precautionary measure,
isolate spill or leak in all directions.
Methods for Cleaning up : Clear up spills immediately and dispose of waste safely.  Carefully shovel or sweep up spilled material and place in a
suitable container.  Avoid generation of dust during clean-up of spills.  Contact competent authorities after a spill.

Rice Starch
2, 2, 4-Trimethyl-1, 3-Pentanediol Monoisobutyrate
Zirconium Oxide
Yttrium Oxide
Hafnium oxide
Carbon Black, Amorphous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9005-25-8
25265-77-4
1314-23-4
1314-36-9
12055-23-1
1333-86-4
64742-48-9

4-10
4-10
30-60
1-27
0.1-6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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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6.4  Reference to Other Sections
See section 8, Exposure controls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See Section 13, Disposal considerations.

SECTION 7 : HANDLING AND STORAGE
7.1     Precautions for Safe Handling
Precautions for safe handling : Use only outdoors or in a well ventilated area.  Do not handle until all safety precautions have been read and understood.
Do not breath dust or fumes.  Avoid contact with eyes, skin and clothing.
Hygiene Measures : Handle in accordance with good industrial hygiene and safety procedures.  Wash hands and other exposed areas with mild soap
and water before eating, drinking or smoking and again when leaving work.  Contaminated work clothing should not be allowed out of the workplace.
Wash contaminated clothing before reuse.  Do not eat, drink or smoke when using this product.

7.2     Conditions for Safe Storage, Including and Incompatibilities
Technical measures : Comply with applicable regulations.
Storage Conditions : Store in a dry, cool and well-ventilated place.  Keep container closed when not in use.  Store locked up.

Acids, Oxidizers, Fluorine, Alkalis, Ammonium Salts, Iodine, Bromates, Chlorates, Chlorine  , Nitrates
7.3     Specific End Use(s)
For Professional use Only.

SECTION 8 : EXPOSURE CONTROLS / PERSONAL PROTECTION
8.1     Control Parameters
For substances listed in Section 3 that are not listed here, there are no established exposure limits from the manufacturer, supplier, importer,
or the appropriate advisory agency incuding: ACGIH (TLV), NIOSH (REL), or OSHA (PEL).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USA ACGIH  TLV  TWA:  8 hour(s)  100 ppm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USA OSHA  OSHA PEL Z2  TWA:  8 hour(s)  500 ppm
Carbon Black, Amorphous  USA ACGIH  Threshold Limit Values -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LV-TWA)   3 mg/m3
Carbon Black, Amorphous  USA OSHA  Final PELs -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WAs)3.5 mg/m3   3.5 mg/m3
Carbon Black, Amorphous  USA OSHA  Vacated PELs - TWAs   3.5 mg/m3
Carbon Black, Amorphous  USA NIOSH  Pocket Guide - IDLHs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1750 mg/m3
Carbon Black, Amorphous  USA NIOSH  Pocket Guide - TWAs   3.5 mg/m3 ; 0.1 mg/m3  (Carbon black in presence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s
PAH)
Yttrium Oxide  USA ACGIH  Threshold Limit Values (TLV) TWA  1.0mg/m3
Yttrium Oxide  USA NIOSH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TWA  1.0 mg/m3
Hafnium oxide  USA ACGIH  Threshold Limit Values (TLV) TWA  0.5 mg/m3
Hafnium oxide  USA NIOSH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TWA  0.5 mg/m3
Rice Starch  USA ACGIH  Threshold Limit Values -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LV-TWA)   10 mg/m3
Rice Starch  USA OSHA  Final PELs - Time Weighted Averages (TWAs)   15 mg/m3 (total dust); 5 mg/m3  (respirable fraction)
Rice Starch  USA OSHA  Vacated PELs - TWAs   15 mg/m3 (total dust); 5 mg/m3  (respirable fraction)
Rice Starch  USA ACGIH  Pocket Guide - TWAs   10 mg/m3 (total dust); 5 mg/m3  (respirable dust)
Zirconium Oxide  USA OSHA  Limits for Air Contaminants TWA  5 mg/m3
Zirconium Oxide  USA ACGIH  Threshold Limit Values (TLV) TWA  5 mg/m3
Zirconium Oxide  USA NIOSH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TWA  5 mg/m3

SECTION 9 :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9.1     Information on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Physical State :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

Boiling Point :
Freezing Point :
Melting Point :
Evaporation Rate :
pH :
Odor Threshold :
Odor :
Appearance :

Vapor Pressure :
Flammability (solid, gas) :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

Solubility :
Relative Density :
Relative Vapor Density at 20C :

Viscosity :
Partition Coefficient: N-Octonal/Water :

Flammability Limits :

Initial Boiling Point :

No Data Available
Dark grey paste.
Mild odor.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8.2     Exposure Controls
Appropriate Engineering Controls: Emergency eye wash fountains and safety showers should be available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any potential exposure.
Local exhaust and general ventilation must be adequate to meet exposure standards.  Site-specific risk assessment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control measures.  If applicable, use process enclosures,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or other engineering controls to maintain airborne levels
below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rotective clothing.  Gloves.  Insufficient ventilation: wear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rotective goggles.
Materials for Protective Clothing: Chemically resistant materials and fabrics.

Wear chemically resistant protective glovesHand Protection:
Eye Protection: Chemical goggles or safety glasses.
Skin and Body Protection: Wear suitable protective clothing.

If exposure limits are exceeded or irritation is experienced, approve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should be worn.Respiratory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Exposure Controls: Do not allow the product to be released into the environment
Other Information: When using, do not eat, drink or smoke.

Incompatib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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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Point : No Data Available

No Data Available
9.2        Other Information :

SECTION 10 :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10.1     Reactivity:   Hazardous Reactions are unlikely to occur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10.4     Conditions to Avoid
10.5     Incompatible Materials
10.6     Hazardous Decomposition Products

10.3     Possibility of Hazardous Reactions:    Hazardous reactions will not occur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10.2     Chemical Stability:    Product is Stable

Avoid formation of dust, Exposure to moisture, High Temperatures, Open flames, Oxidizers, Sparks
Acids, Oxidizers, Fluorine, Alkalis, Ammonium Salts, Iodine, Bromates, Chlorates, Chlorine  , Nitrates

Smoke, Carbon Oxides, Aldehydes, Hydrocarbons, Nitrogen Oxides, carboxylic acids, Organic

Stabilizers to Prevent Reaction: None Known

          Safety Concerns on Appearance Change None Known

SECTION 11 :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11.1     Information on Toxicological Effects
2, 2, 4-Trimethyl-1, 3-Pentanediol Monoisobutyrate  Dermal LD50 Rat   >15200 mg/kg
2, 2, 4-Trimethyl-1, 3-Pentanediol Monoisobutyrate  Oral LD50 Rat   3200 mg/kg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Dermal LD50 Rabbit   >3160 mg/kg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Oral LD50 Rat   >5000 mg/kg
Carbon Black, Amorphous  Oral LD50 Rat   >15400 mg/kg
Yttrium Oxide  LD50 Intraperitoneal - Rat  230 mg/kg
Rice Starch  Intraperitoneal LD50 - Mouse   6,600 mg/kg
Zirconium Oxide  Acute Oral Toxicity - Rat  LDLo >10g/kg
Skin Corrosion / Irritation :

Symptoms/Injuries After Eye Contact :
Symptoms/Injuries After Skin Contact :

Aspiration Hazard :
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 (Repeated Exp.) :
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 (Single Exp.) :
Reproductive Toxicity :
Carcinogenicity :
Germ Cell Mutagenicity :
Respiratory or Skin Sensitization :
Serious Eye Damage / Irritation :

Chronic Symptoms :

Symptoms/Injuries After Ingestion :

Symptoms/Injuries After Inhalation :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May cause irritation, changes in pulmonary function, respiratory failure, occupational asthma, CNS
depression.
May cause irritation, burns, dermatitis.
May cause irritation, eye damage, cause burns, injury, blindness.
May cause severe irritation,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circulatory shock, respiratory depression, liver
damage. Aspiration hazard.
May cause dermatitis, effects on lungs and liver, possible carcinogen.Target Organs Eyes, respiratory system,
mucous membrane, liver, lungs.

SECTION 12 : ECOLOGICAL INFORMATION
Ecotoxicity:   No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Persistance and Degradability:   No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Bioaccumulative Potential:   No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Mobility in Soil:   No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SECTION 13 : DISPOSAL CONSIDERATIONS

Waste Disposal Recommendations :
Sewage Disposal Recommendations :
Waste  treatment Methods : Consult Local Authority for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his material is hazardous 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Keep out of sewers and waterways.

Dispose of waste material in accordance with all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provincial, territorial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13.1     Waste Treatment Methods

SECTION 14 : TRANSPORT INFORMATION
14.1     In Accordance with DOT

Packing Group :
Label Codes :

Hazard Class :
Proper Shipping Name :

Identification Number :

Not Dangerous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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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 Number :
Marine Pollutant :

14.2     In Accordance with IATA

Packing Group :

Label Codes :
Hazard Class :

Proper Shipping Name :

ERG Code :

Identification Number :

Not Dangerous Goods

SECTION 15 : REGULATORY INFORMATION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Listed on SARA 311/312  Fire Hazard, Acute Health Hazard , Chronic Health Hazard
Carbon Black, Amorphous  Listed on Sara 311/312 as Chronic health hazard
Yttrium Oxide  Listed on Sara 311/312 as Acute health hazard

15.1     US Federal Regulations

Components on the Massachusetts Right To Know List
Zirconium Oxide   CAS# 1314-23-4

Components on the Pennsylvania Right To Know List
Zirconium Oxide   CAS# 1314-23-4
Carbon Black, Amorphous   CAS# 1333-86-4
Rice Starch   CAS# 9005-25-8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CAS# 64742-48-9
One or more components held as Trade Secret

Components on the New Jersey Right To Know List
Zirconium Oxide   CAS# 1314-23-4
Carbon Black, Amorphous   CAS# 1333-86-4
Naphtha (Petroleum), Hydrotreated Heavy   CAS# 64742-48-9
One or more components held as Trade Secret

Components on the California Proposition 65 Components List
Carbon Black, Amorphous   CAS# 1333-86-4
Ethyl Benzene   CAS# 100-41-4

15.2     US State Regulations

SECTION 16 : OTH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DATE OF PREPARATION OR LAST REVISION
Release Date : 6/9/2015
Other Information: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DS requirements of the OSHA Hazard Communication Standard 29 CFR 1910.1200







 

附图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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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图 



 

 

 

 

 

 

 

 

附图 3  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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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江苏省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分布图 

本项目 



 

附图 5：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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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高新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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