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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柠檬酸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味精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４］２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治环境污染，保障人体健康，加强环境管理。现批准

《柠檬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ＧＢ１９４３０—２００４　柠檬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９４３１—２００４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这两项标准均为强制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

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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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加强对味精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平衡，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有以下特点：１适用于味精工业企业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噪声污染控
制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管理；２以味精工业清洁生产工艺及治理技术为依据，确定味精工业企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３现有排放源分时间段规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４本标准中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不分级。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味精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部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批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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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味精工业企业水污染物、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明确了味精工业企业执行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厂界噪声标准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分年限规定了水

污染物日均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吨产品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日均最高吨产品排水量。

本标准适用于味精生产企业以及利用半成品生产谷氨酸企业的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厂界噪声污染控制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管理，以及味精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污染控制与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ＧＢ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７１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９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７　海水水质标准
ＨＪ／Ｔ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ＧＢ／Ｔ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Ｔ１１９０１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７４８８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Ｔ７４７９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Ｔ７４７８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ＧＢ／Ｔ６９２０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定义

排水量：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用于生产工艺的水的排放量。

４　技术内容

４１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４１１　排入ＧＢ３８３８中Ⅲ类水域 （水体保护区除外）、Ⅳ、Ⅴ类水域和ＧＢ３０９７中二、三、四类海
域的味精工业企业废水，应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标准值。

４１２　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城镇排水系统的味精工业企业的废水，应达到负责审批该污水处
理厂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排放要求。

４１３　排入未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味精工业企业的废水，应执行４１１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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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标准值
４１４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建设的味精生产企业，从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其水污染物的排放
按表１的规定执行，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其水污染物的排放按表２的规定执行。
４１４２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建设 （包括改、扩建）的项目，从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水污染物的排

放按表２的规定执行。
４１４３　建设 （包括改、扩建）项目的建设时间，应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表）批准日期为

准。

表１　味精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建设的项目）

污染物

项目

标准值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悬浮物 （ＳＳ）

氨　氮
（ＮＨ３—Ｎ）

排水量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ｍ３／ｔ

７５ ３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３７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７０ ２５０

ｐＨ值

６～９

　　注：产品为味精。

表２　 味精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建设 （包括改、扩建）的项目）

污染物

项目

标准值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悬浮物 （ＳＳ）

氨　氮
（ＮＨ３—Ｎ）

排水量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ｋｇ／ｔ ｍｇ／Ｌ ｍ３／ｔ

３０ ２００ １２ ８０ １５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１５０

ｐＨ值

６～９

　　注：产品为味精。

４１５　采样与监测
４１５１　采样点

采样点设在企业废水排放口。在排放口必须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污水流量连续计量装置和

污水比例采样装置。企业必须安装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装置。

４１５２　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按生产周期确定。生产周期在８ｈ以内的，每２小时采集一次；生产周期大于８ｈ的，

每４小时采集一次，排放浓度取日均值。
４１５３　产品产量的统计

产品产量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根据企业实际正常生产天数，计算出产品的日均产量。

４１５４　测定
本标准采用的测定方法按表３执行。

表３　水污染物项目测定方法

序　　号 项　　目 测定方法 方法标准号

１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Ｔ７４８８

２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重铬酸钾法 ＧＢ／Ｔ１１９１４

３ 悬浮物 （ＳＳ） 重量法 ＧＢ／Ｔ１１９０１

４ ｐＨ值 玻璃电极法 ＧＢ／Ｔ６９２０

５ 氨　氮 （ＮＨ３—Ｎ）
蒸馏和滴定法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Ｔ７４７８
ＧＢ／Ｔ７４７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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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４２１　 拥有自备锅炉的味精企业，其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
１３２７１）。

拥有自备火电厂的味精企业，其电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
４２２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４２２１　标准分级

根据味精企业所在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要求和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和设施条件，将标准分为三

级。

４２２１１　 位于ＧＢ３０９５一类区的所有味精企业 （包括现有和新建、改建、扩建），自本标准实

施之日起，执行一级标准。

４２２１２　 位于ＧＢ３０９５二类区和三类区的味精企业，分别执行二级标准和三级标准。其中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建设的味精企业，实施标准的时间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新建
（包括改、扩建）的味精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４２２２　 标准值
味精企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按表４的规定执行。

表４　 厂界 （防护带边缘）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 单位：ｍｇ／ｍ３

序号 控制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１ 硫化氢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３２

２ 臭气浓度 （无量纲） １０ ２０ ６０

４２２３　取样与监测
４２２３１　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点设于味精企业厂界防护带边缘的浓度最高点。
４２２３２　 监测点的布置方法与采样方法按ＧＢ１６２９７中附录Ｃ和ＨＪ／Ｔ５５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２２３３　 采样频率，每两小时采样一次，共采集４次，取其最大测定值。
４２２３４　 监测分析方法按表５执行。

表５　 恶臭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控制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

１ 硫化氢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８

２ 臭气浓度 （无量纲）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５

４３　 厂界噪声控制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

４４　 固体废弃物回收标准
炉渣等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废物回收处理率应达到９５％以上。对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应

执行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５９９）。

５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５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５２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保证达到环境功能要求时，可
以制订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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