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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

律和法规，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2006-2010）”，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

合发布的《铬渣污染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确保环境安全、保障人体

健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暂行标准，待国家有关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实施后，

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

究所、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水泥科学与新型建筑材料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4 月 1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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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铬渣的解毒、综合利用、 终处置及这些过程中所涉及的铬渣

的识别、堆放、挖掘、包装和运输、贮存等环节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铬渣解

毒产物和综合利用产品的安全性评价，以及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有钙焙烧工艺生产铬盐产生的含铬废渣。对其他铬盐生产工艺

产生的含铬废渣以及其他含六价铬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参照本标准执行。 

2 原则 

1、环境安全第一。在铬渣污染治理中，以铬渣无害化处置为第一目标，在

铬渣处理处置过程中防止产生二次污染，不提倡使用有毒有害物质。任何解毒工

艺必须与综合利用或 终处置工艺结合，保证铬渣污染治理全过程环境安全。 

2、在确保不产生二次污染的前提下，鼓励对铬渣进行综合利用。 

3、确保铬渣综合利用产品的长期安全性。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750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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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实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506 水质 钡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1-15555.12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测定方法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7137  土壤质量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HJ/T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HJ/T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9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 

HJ/T 300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醋酸缓冲溶液法 

CJ/T 3039  城市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 

JT 3130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GSB 08-1337  中国 ISO 标准砂 

JC/T 681-1997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JJG 196-1990  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 号）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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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 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发 [1998]89 号）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1 铬渣  

有钙焙烧工艺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含六价铬的废渣。 

4.2 铬渣的解毒  

    将铬渣中的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并将其固定。 

4.3 铬渣的干法解毒 

在高温下利用还原性物质将铬渣中的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并将其固定。 

4.4 铬渣的湿法解毒 

在液态介质中利用还原性物质将铬渣中的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并将其固定，

或利用沉淀剂使其固定。 

4.5 铬渣的综合利用  

    经过解毒处理的铬渣用作路基材料和混凝土骨料以及用于水泥生产、制砖及

砌块、烧结炼铁等。 

4.6 铬渣的 终处置 

    经过解毒处理的铬渣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填埋。  

4.7 铬渣的处理处置  

铬渣的解毒、综合利用、 终处置及这些过程中所涉及的铬渣的识别、堆放、

挖掘、包装、运输、贮存等环节。 

4.8 含铬污染物  

除铬渣之外的其他沾染铬污染物的固体废物，包括铬污染土壤、渣土混合物、

拆解废物、建筑废物、报废设施等。 

4.9 铬渣污染场地  

铬的污染控制指标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土壤与地下水环境，包括铬渣堆放场

所下的土地、厂房拆毁场地等及其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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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铬渣的堆放  

铬渣在不符合 GB 18597 要求的场地或设施中放置。 

4.11 铬渣堆放场所  

不符合 GB 18597 要求的铬渣及相关废物放置场地或设施。 

4.12 铬渣的贮存  

铬渣在符合 GB 18597 要求的场地或设施中放置。 

4.13 铬渣贮存场所  

符合 GB 18597 要求的铬渣及相关废物放置场地或设施。 

5 铬渣的识别 

5.1 应根据铬渣堆存状况和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初步判断铬渣污染场地的范围。 

5.2 应根据监测结果确定铬渣污染场地的范围。 

5.3 可通过感观判断区分铬渣堆放场所内的铬渣和含铬污染物。 

铬渣一般呈松散、无规则的固体粉末状、颗粒状或小块状，总体颜色呈灰色

或黑色并夹杂黄色或黄褐色；长时间露天放置后外表明显有黄色物质渗出，下层

侧面明显有黄色物质渗出，渗出液呈黄色。 

5.4 感观判断不能确定废物属性时，应按照 HJ/T 20 采集样品，并进行鉴别。铬

渣的基本特性如下： 

（1）按照 CJ/T 3039 现场测定铬渣的密度，一般在 0.9-1.3kg/L 之间； 

（2）按照 GB/T 15555.12 测定铬渣的腐蚀性，铬渣的浸出液一般呈碱性； 

（3）铬渣的主要化学成分和含量范围见表 1。 

表 1 铬渣的主要化学成分 

成分 SiO2 Al2O3 CaO MgO Fe2O3 Cr2O3 六价铬

含量范围（%） 4-11 6-10 23-35 15-33 7-12 2.5-7.5 1-2 

6 铬渣的堆放 

6.1 本标准中铬渣的堆放仅限于历史遗存的原铬渣堆放场所，禁止将本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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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生的铬渣放置在铬渣堆放场所。 

6.2 应尽量按照 GB 18597 的要求对现有铬渣堆放场所进行改造。 

6.3 应按照 GB 15562.2 的要求在铬渣堆放场所的出入口或沿渣场道路旁设立警

示标志。 

6.4 应采取措施防止铬渣流失，包括： 

（1）铬渣堆放场所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铬渣

堆放场所，对出入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和记录； 

（2）铬渣堆放场所内的任何作业应征得管理人员的同意，管理人员应对堆

放场所内的所有作业活动进行记录。 

6.5 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径流进入铬渣堆放场所，包括： 

（1）设立挡水堰； 

（2）设立雨水导流沟渠，根据情况布设排水设备。 

6.6 应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铬渣渗滤液排入地面、土壤和水体，防止或减少铬渣

粉尘污染空气环境，包括： 

（1）设立收集沟、集液池和集液井； 

（2）将渗滤液收集在容器中； 

（3）将收集的渗滤液返回生产工艺，或进入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

放； 

（4）对堆放场所进行必要的覆盖、遮挡。 

7 铬渣的挖掘 

7.1 应根据铬渣挖掘后续工作的进度来确定铬渣的挖掘进度和挖掘量，禁止多点

任意挖掘。 

7.2 挖掘过程中出现硬化的地面、紧密土壤层、岩层与铬渣形成巨大外观反差等

情况时可判断为污染场地，不再作为铬渣继续挖掘。 

7.3 挖掘时尽量在渣场内对铬渣进行筛分、磨碎等预处理，筛分出的物质应堆放

在渣场内。 

7.4 以下情况应停止挖掘作业并采取适当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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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恶劣天气情况，如四级风以上，降水（雨、雪、雾）等气候条件； 

（2）现场积存大量渗滤液或雨水； 

（3）可导致污染扩大的其他情况。 

7.5 每天的挖掘作业结束时应打扫现场，保持整洁。 

7.6 应对挖掘作业进行详细记录，包括下列内容： 

（1）挖掘时间； 

（2）挖掘量或车次； 

（3）场地特殊情况； 

（4）天气情况； 

（5）安全记录等。 

8 铬渣的包装和运输 

8.1 严禁将铬渣与其他危险废物、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混合包装与运输。 

8.2 需要对铬渣进行包装时，其包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满足 GB 12463 的要求； 

（2）包装物表面应有标识，标识应包括“铬渣”字样、重量、危害特性、

相关企业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生意外污染事故时的应急措施等

内容； 

（3）应保证包装完好，如有破损应重新包装或修理加固； 

（4）使用过的包装物应经过处理和检查认定消除污染后方可转作其他用途。 

8.3 铬渣的运输应遵守 JT 3130 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8.4 铬渣的运输应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8.5 铬渣的运输应采用陆路运输，禁止采用水路运输。运输单位应采用符合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物运输要求的运输工具。 

8.6 铬渣的运输应选择适宜的运输路线，尽可能避开居民聚居点、水源保护区、

名胜古迹、风景旅游区等环境敏感区。 

8.7 运输过程中严禁将铬渣在厂外进行中转存放或堆放，严禁将铬渣向环境中倾

倒、丢弃、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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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铬渣的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水、防扬尘、防泄漏等措施，在运输过程中除车

辆发生事故外不得进行中间装卸操作。 

8.9 在铬渣的堆放、解毒和综合利用场所内，应保证铬渣的装卸、转运作业场所

粉尘浓度满足 GBZ 2 的要求。 

8.10 铬渣的装卸作业应遵守操作规程，做好安全防护和检查工作。卸渣后应保

持车厢清洁，污染的车辆及工具应及时洗刷干净。洗刷物与残留物应处理后达标

排放或安全处置，不得任意排放。 

9 铬渣的贮存 

9.1 铬渣贮存场所的设计、选址、运营、监测、关闭应符合 GB 18597 的相关要

求，并与地区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一致。 

9.2 铬渣贮存场所应设置防护设施如围墙、栅栏，按照 GB 15562.2 的要求设置

警示标志，并配备应急设施和人员防护装备。 

9.3 铬渣在集中式贮存设施中应单独隔离存放，禁止与其他生产原料或废物混合

存放。 

9.4 铬渣的贮存不得超过一年。 
9.5 铬盐生产企业和铬渣处理处置及综合利用企业的铬渣周转场地应遵循本标准

的要求。 

10 铬渣的解毒 

10.1 铬渣的干法解毒 

10.1.1 干法解毒设施应配备自动控制系统和在线监测系统，以控制转速（回转

窑）、进料量、风量、温度等运行参数；并在线显示运行工况，包括气体的浓度、

风量、温度、设施各位置的气体浓度等。 

10.1.2 应根据铬渣成份确定还原剂的用量，铬渣与还原剂应在进入解毒设施之前

混合均匀。 

10.1.3 采用回转窑进行干法解毒时，为保证还原气氛，应控制进入回转窑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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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确保窑气中的 CO 和 O2 含量有利于高温还原反应的进行。 

窑内高温区的温度不应低于 850℃，窑尾的温度尽量控制在 350-450℃之间。 

应保证铬渣在窑内充分的停留时间，不应低于 45 分钟。 

10.1.4 出窑的铬渣应在密闭状态下立即使用水淬剂进行降温，使之迅速冷却。水

淬剂一般选择 FeSO4 溶液，浓度不宜低于 0.3g/L。 

10.1.5 干法解毒设施应配备脱硫净化装置和除尘装置，并对尾气中的粉尘、SO2

和 CO 浓度进行在线监测。 

10.1.6 铬渣干法解毒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表 2 的要求（该要求亦见附录

D），排放气体的分析方法按照 GB18484 进行。 

表 2 铬渣解毒设施的大气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污染控制指标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烟（粉）尘

（mg/m3）

CO 

（mg/m3）

SO2 

（mg/m3）

铬及其化合物 

（mg/m3） 

限值（级别） 1 65 80 200 4.0 

10.2 铬渣的湿法解毒 

10.2.1 在选择湿法解毒工艺路线时应确保不引入可能造成新的环境污染的物质。 

10.2.2 应根据铬渣的成分确定合适的工艺条件，包括铬渣粒度、还原反应的液固

比、pH 值，同时应保证充分的反应时间。 

10.2.3 固液混合相还原应满足以下要求： 

（1）铬渣和酸液的混合反应后物料的 pH 值应小于 5； 

（2）根据铬渣的粒度确定酸液和铬渣的液固比； 

（3）根据液固比、pH 值确定单次反应时间，应保证足够的反应时间。 

10.2.4 固液分离后对液相进行还原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二次溶出时铬渣和酸液的混合反应物料的 pH 值控制在 5-6； 

（2）酸液和还原剂的加入量应确保酸溶六价铬得到还原。 

10.3 铬渣解毒过程中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应满足 GBZ 2 的要求（见附录 D）。 

10.4 铬渣解毒产生的废水应尽量返回工艺流程进行循环使用。如需要外排时，

应进行处理，满足 GB 8978 的要求（见附录 D）后排放。 

10.5 解毒后的铬渣，必须满足其后续处理处置的相应要求。如不满足则应重新

进行处理，满足标准后方可进行综合利用或 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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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铬渣的综合利用 

11.1 铬渣的主要综合利用途径包括用作路基材料和混凝土骨料，用于生产水泥、

制砖及砌块、烧结炼铁和用作玻璃着色剂。 

11.2 铬渣用作路基材料和混凝土骨料 

铬渣经过解毒、固化等预处理后，按照 HJ/T 299 制备的浸出液中任何一种

危害成分的浓度均低于表 3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则经过处理的铬渣

可以用作路基材料和混凝土骨料。 

表 3 铬渣作为路基材料和混凝土骨料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1 总铬 1.5 

2 六价铬 0.5 

3 钡 10 

11.3 铬渣用于生产水泥 

11.3.1 铬渣用于制备水泥生料时，应根据工艺配料的要求确定铬渣的掺加量。铬

渣的掺加量不应超过水泥生料质量的 5%。 

11.3.2 铬渣用作水泥混合材料时，必须经过解毒。解毒后的铬渣按照 HJ/T 299

制备的浸出液中的任何一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应低于表 3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

附录 D）。 

11.3.3 解毒后的铬渣作为水泥混合材料，其掺加量应符合水泥的相关国家或行业

标准要求。 

11.3.4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除应满足国家或水泥行业的品质标准要求外，还

应满足以下要求： 

（1）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经过处理后，按照附录 A 的方法进行检测，

其浸出液中的任何一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应低于表 4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 

表 4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1 总铬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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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价铬 0.05 

3 钡 1.0 

（2）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经过处理后，按照附录 B 的方法进行检测，

其中水溶性六价铬含量应不超过 0.0002%（质量分数，该要求亦见附录 D）。 

（3）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中放射性物质的量应满足 GB 6566 的要求（见

附录 D）。 

11.3.5 利用铬渣生产水泥的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 GB 4915 的要求（见附

录 D）。 

11.4 铬渣用于制砖及砌块 

11.4.1 铬渣替代部分粘土或粉煤灰用于制砖及砌块时，必须经过解毒。解毒后的

铬渣按照 HJ/T 299 制备的浸出液中的任何一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应低于表 3 中

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 

11.4.2 利用铬渣生产的砖及砌块成品经过处理后，按照附录 C 的方法进行检测，

其浸出液中的任何一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应低于表 5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 

表 5 利用铬渣生产的砖及砌块产品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1 总铬 0.3 

2 六价铬 0.1 

3 钡 4.0 

11.4.3 利用铬渣生产的砖及砌块禁止用于修建水池。 

11.5 铬渣用于烧结炼铁 

11.5.1 应根据烧结炼铁产品的需要确定铬渣的掺加量，以满足高炉炼铁质量标准

为限。 

11.5.2 在铬渣的筛分、转运、配料、进仓、出仓等操作处应设置收尘装置。 

11.6 铬渣综合利用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应满足 GBZ 2 的要求（见附录 D）。 

11.7 利用铬渣烧结炼铁、制砖及砌块的企业的炉窑废气排放应满足 GB 9078 的

要求（见附录 D）。 

11.8 铬渣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尽量返回工艺流程进行循环使用。如需

要外排时，应进行处理，满足 GB 8978 的要求（见附录 D）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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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各种元素浓度的测定方法见表 6。 

表6 浸出液中元素浓度的分析方法 

编号 元素 分析方法 标准 

1 铬 直接吸收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5555.6 

2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15555.4 

3 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5506 

12 铬渣的 终处置 

12.1 铬渣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12.1.1 铬渣经过解毒、固化等预处理后，按照 HJ/T 300 制备的浸出液中任何一

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低于表 7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则经过处理的铬

渣可以进入符合 GB16889 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 

表 7 铬渣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1 总铬 4.5 

2 六价铬 1.5 

3 钡 25 

12.1.2 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铬渣质量不得超过当日填埋量的 5%。 

12.2 铬渣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铬渣经过解毒、固化等预处理后，按照附 HJ/T 299 制备的浸出液中任何一

种危害成分的浓度均低于表 8 中的限值（该要求亦见附录 D），则经过处理的铬

渣可以进入符合 GB18599 的第二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进行填埋。 

表 8 铬渣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1 总铬 9 

2 六价铬 3 

3 钡 50 

12.3 各种元素浓度的测定方法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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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铬渣处理处置的监测与结果判断 

13.1 铬渣解毒产物和综合利用产品的监测 

13.1.1 铬渣解毒产物和综合利用产品的采样 

（1）在铬渣解毒或综合利用产品生产流水线上采取铬渣的解毒产物或综合

利用产品样品； 

（2）每 8 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完成一次监测采样； 

（3）每次采样数量不应少于 10 份，在 8 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内等时间

段取样； 

（4）每份样品的 低采样量为 0.5kg。 

13.1.2 采取的每份样品应破碎并混合均匀，按照第 11、12 章的要求进行分析。 

13.1.3 监测结果判断 

    当铬渣解毒产物或综合利用产品的监测结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时，方可

视为合格： 

    （1）样品的超标率不超过 20%； 

（2）超标样品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不超过控制指标限值的 120%。 

13.2 铬渣处理处置场所和设施的监测 

13.2.1 应在铬渣处理处置前和处理处置过程中对铬渣处理处置场所的土壤和地

下水定期进行监测（监测要求见附录 D），作为评价铬渣的处理处置过程是否对

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的依据。 

13.2.2 铬渣处理处置场所和设施的监测采样方法如下： 

    （1）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采样按照 GB/T 16157 进行； 

    （2）污水的采样按照 HJ/T91 进行。 

    （3）地下水的采样按照 HJ/T 164 进行； 

    （4）土壤的采样按照 HJ/T 166 进行。 

13.2.3 铬渣处理处置场所和设施的监测方法如下： 

（1）污染物排放浓度按照相应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测方法进行； 

（2）地下水中六价铬含量的监测按照 GB 5750 进行； 

（3）土壤中总铬含量的监测按照 GB/T 17137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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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铬渣处理处置的污染控制 

14.1 铬渣处理处置应制定实施环境保护的相关管理制度，包括下列内容： 

（1）管理责任制度：应设置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

负责监督铬渣处理处置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及相关管理工作； 

（2）污染预防机制和处理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制度； 

（3）培训制度：应对铬渣处理处置过程的所有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

括铬渣的危害特性、环境保护要求、应急处理等方面的内容； 

（4）记录制度：应建立铬渣处理处置情况记录簿，内容包括每批铬渣的来

源，数量，种类，处理处置方式，处理处置时间，处理处置过程中的进料速率，

监测结果，解毒产物和综合利用产品去向，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和运输人员信息，

事故等特殊情况； 

（5）监测制度：应按照第 13 章的要求，对铬渣的处理处置过程和处理处置

结果进行监测。 

（6）健康保障制度：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定期对铬渣处理处置过程的所有

作业人员进行体检。 

（7）资料保存制度：应保存处理处置的相关资料，包括培训记录、处理处

置情况记录、转移联单、环境监测数据等。 

14.2 铬渣处理处置设施和场所的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禁止在 GB 

3095 中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对应的一类区域和 GB 3838 中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一类、二类功能区内建设铬渣处理处置设施和场所。 

14.3 铬渣处理处置过程中因铬渣的装卸、设备故障以及检修等原因造成洒落的

铬渣应及时清扫和回收。 

14.4 收（除）尘装置收集的含铬粉尘应就近进入处理处置的工艺流程，不得随

意处置。 

14.5 铬渣处理处置的质量控制 

14.5.1 连续解毒处理后的铬渣应分班次堆放，间歇解毒处理后的铬渣应分批次堆

存，以便取样进行解毒效果的监测。 

14.5.2 铬渣解毒产物应按照 13.1 的要求进行监测。如果铬渣解毒产物不满足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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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应对自上次监测合格后至本次监测的全部铬渣重新进行解毒处理，直至

满足要求为止。 

14.5.3 铬渣综合利用的产品应按照 13.1 的要求进行监测。如果综合利用的产品

不满足 13.1 的要求，应对自上次监测合格后至本次监测的全部产品重新进行加

工，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14.6 铬渣处理处置企业应每两个月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一次监测

报告，监测报告将作为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对铬渣污染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与验

收的依据。 

14.6.1 监测数据应由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的实验室分析取得。 

14.6.2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按照 14.5 要求测定的质量控制数据； 

（2）按照 13.1、13.2 要求测定的环境监测数据。 

14.6.3 铬渣处理处置单位自我监测的 小监测频率（该要求亦见附录 D）为： 

（1）铬渣处理处置场所的空气和废水的监测频率为每个月一次；土壤和地

下水的监测频率为铬渣处理处置活动开始前监测一次，之后每年一次； 

（2）铬渣干法解毒设施尾气的监测频率为每 3 个月一次（第 10.1.5 条中规

定的在线监测项目应保存在线监测结果备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 

（3）铬渣解毒量大于（含等于）500 吨/月的，每解毒 500 吨对解毒产物进

行 1 次监测；铬渣解毒量小于 500 吨/月的，每个月对解毒产物进行 1 次监测； 

（4）铬渣综合利用设施尾气的监测频率为每 2 个月一次（铬及其化合物的

监测频率为每 6 个月一次）； 

（5）铬渣综合利用产品产量大于（含等于）1 万吨/月的，每生产 1 万吨对

综合利用产品进行 1 次监测；铬渣综合利用产品产量小于 1 万吨/月的，每个月

对综合利用产品进行 1 次监测；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的放射性物质的量每年监测一次。 
14.7 铬渣处理处置过程结束后，应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铬渣处理

处置总结报告，应包括以下材料： 

（1）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2）处理处置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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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报告； 

（4）其他相关材料。 

15 铬渣污染治理的环境管理 

15.1 铬渣污染调查 

15.1.1 铬渣污染治理项目实施前，应进行铬渣污染调查。调查前应制定调查方案，

内容包括调查方法、调查表格设计、调查步骤和调查内容等。 

15.1.2 调查方法包括现场勘察及取样分析、查阅档案资料、走访知情人等。 

15.1.3 调查表格应包括调查内容中所要求的相关信息。 

15.1.4 调查步骤应包括： 

（1）了解铬渣产生企业的背景资料； 

（2）现场调查与采样，包括铬渣、土壤、地下水和附近水源地（如饮用水

井、池塘、水渠、河流、湖泊等）样品； 

（3）走访企业职工，了解铬渣产生情况与去向； 

（4）走访企业周围常住居民，了解铬渣产生情况与去向； 

（5）查阅地方企业经济统计资料； 

（6）完成现场调查表； 

（7）分析样品； 

（8）调查总结。 

15.1.5 调查内容应包括： 

（1）铬盐的生产工艺、生产规模、生产年限、历年铬盐生产量、销售量； 

（2）铬渣年产生量、历年铬渣产生总量、其他含铬废物量； 

（3）铬渣堆存方式、堆存位置、占地面积、堆存量； 

（4）铬渣处理处置的方式和数量； 

（5）铬渣污染现状； 

（6）其他相关记录。 

15.1.6 调查结束时应提交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作为铬渣污染治理方案的设计依

据。 



 16

15.1.7 现场调查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15.2 铬渣污染治理方案 

15.2.1 铬渣污染治理项目实施前，应制定铬渣污染治理方案。并将治理方案报当

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作为对铬渣污染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与验收的

依据。 

15.2.2 铬渣污染治理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铬渣的数量； 

（2）铬渣污染治理的工艺分析，包括处理方式、处理能力与处理周期； 

（3）管理责任制度； 

（4）污染预防机制和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5）培训方案； 

（6）处理处置情况记录方案； 

（7）监测方案； 

（8）资料保存方案。 

15.3 环境影响评价 

15.3.1 在铬渣污染治理项目实施前，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5.3.2 环境影响评价在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HJ/T 2、HJ/T 19 等标准要求的

同时，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铬渣处理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控制要求和具体措施； 

（2）铬渣解毒产物和综合利用产品的达标效果评价； 

（3）铬渣综合利用产品的长期安全性及其风险评价。 

15.3.3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工程分析部分应如实反映铬渣污染治理项目中所使

用的原材料、工艺等信息。 

15.4 应对处理处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工作报告作为对铬渣污染

治理工作进行验收的依据。 

15.4.1 铬渣的挖掘、包装与运输过程的监督管理应包括： 

（1）挖掘量与识别出的铬渣量的一致性； 

（2）挖掘现场的环境监测数据； 

（3）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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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记录。 

15.4.3 铬渣解毒过程的监督管理应包括： 

（1）铬渣解毒设施的运行状况及相关记录； 

（2）铬渣解毒过程污染控制设施的运行状况及相关记录； 

（3）铬渣解毒产物的监测与企业自我监测数据； 

（4）铬渣解毒场所和设施的监测与企业自我监测数据。 

15.4.4 铬渣综合利用过程的监督管理应包括： 

（1）铬渣综合利用企业设施的运行状况及相关记录； 

（2）铬渣综合利用过程污染控制设施的运行状况及相关记录； 

（3）铬渣综合利用产品的监测与企业自我监测数据； 

（4）铬渣综合利用场所和设施的监测与企业自我监测数据。 

15.4.5 环境管理部门的监测频率（该要求亦见附录 D）为： 

（1）铬渣处理处置场所的空气和废水的监测频率为每 6 个月一次；土壤和

地下水的监测频率为铬渣处理处置活动开始前监测一次，之后每年一次； 

（2）铬渣干法解毒设施尾气的监测频率为每 4 个月一次（烟气黑度、铬及

其化合物的监测频率为每 6 个月一次）； 

（3）铬渣解毒产物的监测频率为每 3 个月一次； 

（4）铬渣综合利用设施尾气和产品的监测频率为每 6 个月一次（铬及其化

合物的监测频率为每 12 个月一次）。 

15.5 铬渣污染治理的验收 

15.5.1 铬渣污染治理工作结束后应进行验收。 

15.5.2 铬渣污染治理的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1）污染治理方案；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3）处理处置总结报告； 

（4）监督管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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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产品中重金属浓度的测定方法 

1 实验目的 

将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试样、中国ISO标准砂和水搅拌成水泥砂浆，成型养

护。将养护后的试件破碎，用浸提液进行浸泡，过滤，测定水泥产品浸出液中

的重金属浓度。 

 

2 试剂和材料 

2.1 总体要求 

所用试剂不低于分析纯。 

所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要求。 

本方法使用的浓液体试剂的密度为20℃的密度（ρ），单位g/cm3。 

2.2 盐酸（HCl），ρ=1.18-1.19，36-38%。 

2.3 盐酸，1.0 mol/L。 

2.4 氢氧化钠溶液，1.0 mol/L。 

2.5 中国ISO标准砂，采用GSB08-1337中国ISO标准砂。 

 

3 仪器装置 

3.1 天平：精度为±0.01g。 

3.2 重金属搅拌浸提器。 

3.3 过滤器：布氏漏斗、2000ml抽滤瓶。 

3.4 pH计：精度为±0.01pH。 

3.5 滤纸：中速滤纸。 

 

4 试验步骤 

样品分为两份，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为备份样品，密封保存。利用铬渣

生产的水泥样品抽取时，必须标明利用的铬渣的种类和重量。 

4.1 样品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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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砂浆的组成 

水泥与标准砂的重量比为1：3，水灰比为1：2。 

4.1.2 砂浆的混合 

使用天平（3.1）称取水泥和水，当水以体积计加入时，精确至1ml。 

将每份砂浆进行充分搅拌。搅拌步骤如下： 

a）将水和水泥放入搅拌锅中，注意避免水和水泥的损失。 

b）水与水泥接触后立即打开搅拌机同时开始计时，低速搅拌 30s，在第二

次 30s 内均匀的加入标准砂，将搅拌机调至高速，再继续搅拌 30s。 

c）停止搅拌 90s。在停止过程的前 30s 内，用一个橡胶或塑料棒将粘附于

锅壁上或沉在锅底部的砂浆刮到锅中间。 

d）继续高速搅拌 60s。 

4.1.3 成型 

a）将搅拌好的胶砂均匀放入试模，抹平，编号。 

b）放入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24±3）h 后取出脱模，模具宜采用聚乙

烯和聚丙烯的内衬的模子，避免重金属污染。 

c）试体继续在养护箱中养护 28d±8h 后取出。 

d）养护温度（20±1）℃，湿度不低于 90%。 

4.1.4 破碎 

将试体用少许去离子水清洗表面。 

破碎试体至小碎块状，碎块的直径或任一方向的 大尺寸小于 10mm 即可。

将碎块密封保存。 

4.2 水份测定 

用天平称取破碎好的试体 100g，精确至 0.01g，在（105±2）℃条件下干

燥至质量恒定，干燥后的试体应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1g。 

水份计算：  

             H=
0

10

m
mm −

 

            式中：H—试体水份； 

                  m0—试体干燥前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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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试体干燥后质量，g。 

4.3 浸提液制备 

4.3.1 在去离子水中加入盐酸，调整溶液pH到5，形成1#浸提液。 

4.3.2 在去离子水中加入氢氧化钠，调整溶液pH到10，形成2#浸提液。 

4.4 浸提 

4.4.1 根据下式计算称样量： 

G=
H−1

100  

式中：G—称样量，g； 

H—试体水份； 

100—干燥后的式体质量，g。 

4.4.2 按照4.4.1计算结果称取破碎好的试体，精确至0.01g，放入重金属搅拌浸

提器中。 

4.4.3 量取2000ml的浸提液1#，放入重金属搅拌浸提器中。 

4.4.4 以（30±2）r/min旋转（18±2）h。浸提过程中，室内环境温度控制在（23

±2）℃。 

4.4.5 将浸提液转入抽滤装置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浸提液应作好标识，密闭待测。 

4.4.6 用浸提液2#重复执行4.4.2至4.4.5。 

4.5 空白试验 

使用等量的试剂，不加入水泥试体，按照相同的浸提步骤进行浸提，分别

制备1#浸提液和2#浸提液空白。 

4.6 测定方法 

按照本标准中表6所列分析方法测定浸出液和空白中各元素的浓度，浸出液

中重金属浓度应扣除空白值。 

 

5 检验规则 

5.1 本方法所列技术要求为型式检验项目。 

5.2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检验频率按本规范中相关规定执行。 

5.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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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异地生产时； 

（3）利用铬渣品种或掺加量有重大改变时； 

    （4）生产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5）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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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1 原理 

将水泥试样、中国ISO标准砂和水搅拌成水泥砂浆，过滤。滤液中加入二苯

碳酰二肼，调整酸度、显色，在540nm处测定溶液的吸光度，在工作曲线上查

得溶液中六价铬浓度。 

 

2 试验的基本要求 

2.1 试验次数 

试验次数规定为两次。 

2.2 重复性与再现性 

重复性——重复条件下的精密度，是指测试结果由同一操作人员在较短的

时间间隔内，在同一实验室中采用同一设备对同一试样用相同方法得出的。 

再现性——再现条件下的精密度，是指测试结果由不同操作人员在不同实

验室中采用不同设备对同一试样用相同方法得出的。 

在本方法中，重复性和再现性用重复性标准偏差和再现性标准偏差表示。 

2.3 质量、体积和结果的表示 

溶出阶段质量以克表示，精确至0.1g。分析阶段的质量也以克表示，精确

至0.0001g。除非另有规定，吸管的体积用毫升表示，精确度按JJG 196-1990的

规定执行。 

测试结果以质量百分数计，表示至小数点后五位。 

若两个测试结果的差值超过重复性标准偏差的两倍，重复实验取两个相近

结果的平均值。 

2.4 空白试验 

使用等量的试剂，不加入水泥试样，按照相同的测定步骤进行试验，对得

到的测定结果进行校正。 

 

3 试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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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体要求 

所用试剂不低于分析纯。 

所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要求。 

除非另有说明，“%”均为质量百分数。 

本方法使用的浓液体试剂的密度为20℃的密度（ρ），单位g/cm3。 

3.2 总盐酸（HCl），ρ=1.18-1.19，36-38%。 

3.3 丙酮（CH3COCH3），ρ=0.79。 

3.4 盐酸，1.0 mol/L。 

3.5 盐酸，0.04 mol/L。 

3.6 二苯碳酰二肼（（C6H5NHNH）2CO）溶液  

称取0.125g二苯碳酰二肼，用25ml丙酮（3.3）溶解，转移至50ml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此溶液的使用期限为一周。 

3.7 铬酸盐标准溶液  

3.7.1 铬酸盐标准溶液 

称取0.1414g已在（140±5）℃烘过2h的基准重铬酸钾（K2Cr2O7）溶于水，

转移至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六价铬的浓度为50mg/L。 

3.7.2 铬酸盐标准溶液  

吸取50.00mL上述标准溶液于5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六价铬浓度为5mg/L。此标准溶液用时现配。 

3.8 中国ISO标准砂，采用GSB08-1337中国ISO标准砂。 

 

4 仪器装置 

4.1 天平   

天平，精度为±1g。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g。 

4.2 水泥胶砂搅拌机：按照JC/T 681-1997要求。 

4.3 分光光度计：可测量溶液在540nm处的吸光度。 

4.4 比色皿：光程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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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玻璃器具：50ml、500ml和1000ml容量瓶；1ml、2ml、5ml、10ml、15ml和

50.0ml移液管。 

4.6 pH计：精度为±0.05pH。 

4.7 过滤装置 

过滤装置由一个布氏漏斗（直径205mm），安装在一个2L的抽滤瓶上，瓶

底装满砂子，瓶内有一个放于砂床上盛接滤液的小烧杯，抽滤瓶与真空泵相连，

见图1。 

 

 

 

 

 

 

 

 

图 1 过滤装置示意图 

1-布氏漏斗；2-滤纸；3-抽滤瓶；4-盛接滤液的小烧杯；5-砂子 

4.8 滤纸：中速滤纸。 

注：选择滤纸时需要进行空白试验。 
 

5 水泥试样的制备 

用缩分器或用四分法缩分至约1000g待测试样，放入一个密封、洁净、干燥

的容器中，充分摇动使样品混合均匀。 

所有操作尽可能迅速，以减少试样与周围空气的接触时间。 

 

6 试验步骤 

6.1 砂浆的制备 

6.1.1 砂浆的组成 

质量比例为一份水泥（见5），三份ISO标准砂（3.8），和半份水（3.1）（即

水灰比为0.50）。 

1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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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组水泥砂浆含有（450±2）g水泥（m）, （1350±5）g中国ISO标准

砂和（225±1）g水（V1）。 

若待测水泥样品为快凝水泥，水灰比为0.50的砂浆在分析时可能不易充分

过滤。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增加水的用量，从而提高了水灰比，直至充分过滤

（见6.2）。 

6.1.2 砂浆的混合 

使用天平（4.1）称取水泥和水，当水以体积计加入时，精确至1mL。将每

份砂浆用水泥胶砂搅拌机（4.2）进行机械搅拌。控制各阶段搅拌时间时，要保

证搅拌机开关的时间在±2s之内。 

搅拌步骤如下： 

a）将水和水泥放入搅拌锅中，注意避免水和水泥的损失。 

b）水与水泥接触后立即打开搅拌机同时开始计时，低速搅拌 30s，在第二

次 

30s 内均匀的加入标准砂，将搅拌机调至高速，再继续搅拌 30s。 

c）停止搅拌 90s。在停止过程的前 30s 内，用一个橡胶或塑料棒将粘附于

锅 

壁上或沉在锅底部的砂浆刮到锅中间。 

d）继续高速搅拌 60s。 

注：通常这种搅拌操作均采用机械，也允许对操作和时间采用人工控制。 

6.2 过滤 

每次使用时，确保过滤装置（4.7）所用的抽滤瓶、布氏漏斗、滤纸和小烧

杯是干燥的。安装好布氏漏斗，放好滤纸（4.8），不要事先润湿滤纸。打开真

空泵，将水泥砂浆倒入过滤装置的布氏漏斗上，以 大功率抽气10min得到至少

15ml滤液。如果此时没有15ml，继续抽滤直至得到足够量的测试滤液。 

注：如果滤液混浊且不能通过简单的过滤除去，可以采用离心分离机和覆

有更致密滤纸的漏斗过滤。如果滤液仍有部分混浊，测定时用该滤液作为参比

溶液，但不加入二苯碳酰二肼溶液（3.6）。 

6.3 工作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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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取1.00ml、2.00ml、5.00ml、10.00ml和15.00ml铬酸盐标准溶液（3.7.2）

分别放入50ml容量瓶中，各加入5.00ml二苯碳酰二肼溶液（3.6）、5ml盐酸（3.5），

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每升分别含有0.1mg，0.2mg，0.5mg，1.0mg，1.5mg 六价铬。 

加入二苯碳酰二肼溶液15-30min后，在540nm处测量吸光度，并扣除空白

试验（2.4）的吸光度。 

根据不同六价铬浓度对应的吸光度，绘制工作曲线。 

6.4 样品溶液吸光度的测定 

在过滤后8h内，吸取5.00ml（V2）滤液（6.2）放入100ml烧杯中。加5.00ml

二苯碳酰二肼溶液（3.6）和20ml水后摇动。立即在pH计（4.6）指示下用盐酸

（3.4）调整溶液的pH值到2.1-2.5之间。将溶液转移至50ml（V3）容量瓶中，用

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加入二苯碳酰二肼溶液15-30min后，在540nm处测量吸光度，并扣除空白

试验（2.4）的吸光度。 

在工作曲线上查出水溶性六价铬的浓度（c），单位为mg/L。 

 

7 结果计算 

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的含量（K）以质量百分数（干基）表示，并按下列

公式计算： 

( ) ( ) 4
123 10// −×××= mVVVcK                                                  

式中： 

c－由工作曲线得出的六价铬的浓度，单位毫克每升（mg/L）； 

1V  －砂浆的体积（6.1.1），单位毫升（ml）； 

2V  －滤液的体积（6.4），单位毫升（ml）； 

3V  －容量瓶的体积（6.4），单位毫升（ml）； 

m－砂浆（6.1.1）中水泥的质量，单位克（g）。 

注1： 23 /VV 是待测滤液的稀释倍数。 

注 2： mV /1 是水泥砂浆的水灰比，通常为 0.50，但具体要看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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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复性和再现性 

对于水溶性六价铬含量在0.0001%-0.0005%之间的水泥： 

重复性标准偏差为 0.000015%。 

再现性标准偏差为 0.000040%。 

 

9 检验规则 

9.1 本方法所列技术要求为型式检验项目。 

9.2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检验频率按本规范中相关规定执行。 

9.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时； 

（2）产品异地生产时； 

（3）利用铬渣品种或掺加量有重大改变时； 

    （4）生产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5）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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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利用铬渣生产的砖及砌块产品中重金属浓度的测定方法 

1 原理 

将利用铬渣生产的砖或砌块试样进行清洗、破碎后，用浸提液进行浸泡，

过滤，测定砖及砌块产品浸出液中的重金属浓度。 

 

2 试剂和材料 

2.1 总体要求 

所用试剂不低于分析纯。 

所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要求。 

本方法使用的浓液体试剂的密度为20℃的密度（ρ），单位g/cm3。 

2.2 盐酸（HCl），ρ=1.18-1.19，36-38%。 

2.3 盐酸，1.0 mol/L。 

2.4 氢氧化钠溶液，1.0 mol/L。 

 

3 仪器装置 

3.1 天平：精度为±0.01g。 

3.2 重金属搅拌浸提器。 

3.3 过滤器：布氏漏斗、2000ml抽滤瓶。 

3.4 pH计：精度为±0.01pH。 

3.5 滤纸：中速滤纸。 

 

4 试验步骤 

样品分为两份，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为备份样品，密封保存。利用铬渣

生产的砖及砌块样品抽取时，必须标明利用的铬渣的种类和质量。 

4.1 破碎 

将试体用少许去离子水清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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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体破碎至小碎块状，碎块的直径或任一方向的 大尺寸小于10mm即

可。将碎块密封保存。 

4.2 水份测定 

用天平称取破碎好的试体 100g，精确至 0.01g，在（105±2）℃条件下干

燥至质量恒定，干燥后的试体应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1g。 

水份计算：  

             H=
0

10

m
mm −

 

            式中：H—试体水份； 

                  m0—试体干燥前质量，g; 

m1—试体干燥后质量，g。 

4.3 浸提液制备 

4.3.1 在去离子水中加入盐酸，调整溶液pH到5，形成1#浸提液。 

4.3.2 在去离子水中加入氢氧化钠，调整溶液pH到10，形成2#浸提液。 

4.4 浸提 

4.4.1 根据下式计算称样量： 

G=
H−1

100  

式中：G—称样量，g; 

H—试体水份； 

100—干燥后的式体质量，g。 

4.4.2 按照4.4.1计算结果称取破碎好的试体，精确至0.01g，放入重金属搅拌浸

提器中。 

4.4.3 量取2000mL的浸提液1#，放入重金属搅拌浸提器中。 

4.4.4 以（30±2）r/min旋转（18±2）h。浸提过程中，室内环境温度控制在（23

±2）℃。 

4.4.5 将浸提液转入抽滤装置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浸提液应作好标识，密闭待测。 

4.4.6 用浸提液2#重复执行4.4.2至4.4.5。 

4.5 空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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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量的试剂，不加入水泥试体，按照相同的浸提步骤进行浸提，分别

制备1#浸提液和2#浸提液空白。 

4.6 测定方法 

按照标准中表6所列分析方法测定浸出液和空白中各元素的浓度，浸出液中

元素浓度应扣除空白值。 

 

5 检验规则 

5.1 本方法所列技术要求为型式检验项目。 

5.2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检验频率按本规范中相关规定执行。 

5.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时； 

（2）产品异地生产时； 

（3）利用铬渣品种或掺加量有重大改变时； 

    （4）生产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5）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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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铬渣处理处置的监测内容汇总表 

小监测频率 

处理处置环节 监测对象 监测指标 指标限值 
处理处置单位自我监测 

环境管理部门 

监督性监测 

TWA：8 mg/m3 
作业场所空气 粉尘 

STEL：10 mg/m3 
每个月 1 次 

废水 总铬 1.5 mg/m3 每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土壤 总铬 铬渣处理处置场所 

地下水 六价铬 

监测指标含量在铬渣

处理处置后不应增加 

铬渣处理处置活动开始前监测

一次，之后每年 1 次 

铬渣处理处置

活动开始前监

测一次，之后

每年 1 次 

粉尘 65 mg/m3 

SO2 200 mg/m3 

CO 80 mg/m3 

在线监测，保存监测结果备当

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 
每 4 个月 1 次 

铬渣的干法解毒 设施尾气 

烟气黑度 1（林格曼级） 每 3 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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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及其化合物 4 mg/m3 

用作路基材料和混

凝土骨料 
总铬 1.5 mg/L 

用作生产水泥的混

合材料 
六价铬 0.5 mg/L 

用于制砖及砌块 

浸出液 

钡 10 mg/L 

总铬 4.5 mg/L 

六价铬 1.5 mg/L 
进入生活垃圾填埋

场 
浸出液 

钡 25 mg/L 

总铬 9 mg/L 

六价铬 3 mg/L 

铬渣解毒

的产物 

进入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填埋场 
浸出液 

钡 50 mg/L 

铬渣解毒量大于（含等于）500

吨/月的，每解毒 500 吨监测 1

次；铬渣解毒量小于 500 吨/月

的，每个月监测 1 次。 

 

每 3 个月 1 次 

颗粒物 50 mg/m3 

SO2 200 mg/m3 

氮氧化物（以 NO2 计） 800 mg/m3 

每 2 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铬渣用于生产水泥 

设施尾气 

铬及其化合物 4 mg/m3 每 6 个月 1 次 
每 12 个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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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铬 0.15 mg/L 

六价铬 0.05 mg/L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

产品浸出液 
钡 1.0 mg/L 

水溶性六价铬含量 0.0002% 

产品产量大于（含等于）1 万吨

/月的，每生产 1 万吨产品监测

1 次；产品产量小于 1 万吨/月

的，每个月监测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利用铬渣生产的水泥

产品 放射性物质的量 满足 GB 6566 的要求 每年 1 次 / 

烟（粉尘） 

隧道窑： 

一级：禁排； 

二级：200 mg/m3； 

三级：300 mg/m3； 

其它窑： 

一级：禁排； 

二级：200 mg/m3； 

三级：400 mg/m3； 

铬渣用于制砖及砌块 设施尾气 

SO2 

一级：禁排； 

二级：850 mg/m3； 

三级：1200 mg/m3 

每 2 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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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及其化合物 4 mg/m3 每 6 个月 1 次 
每 12 个月 1

次 

总铬 0.3 mg/L 

六价铬 0.1 mg/L 利用铬渣生产的砖及

砌块产品浸出液 
钡 4.0 mg/L 

产品产量大于（含等于）1 万吨

/月的，每生产 1 万吨产品监测

1 次；产品产量小于 1 万吨/月

的，每个月监测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烟（粉尘） 

一级：禁排； 

二级：100 mg/m3； 

三级：150 mg/m3 

SO2 

一级：禁排； 

二级：2000 mg/m3； 

三级：2860 mg/m3 

每 2 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铬渣用于烧结炼铁 设施尾气 

铬及其化合物 4 mg/m3 每 6 个月 1 次 
每 12 个月 1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