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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概况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注册成立，由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与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

有限公司合资建立，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卡博特拥有 80%股份。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甲基氯硅烷综合

利用年产 8000 吨气相二氧化硅项目总投资 4.05 亿，专门从事生产

高品质气相二氧化硅产品。项目利用恒业成公司提供的氢气及一甲

基三氯硅烷生产产品气相二氧化硅；生产过程可实现硅和氯的双循

环，为循环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作用。该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始施

工建设，于 2019 年 6 月建成并投产，现整体生产经营趋于正常，

达到 8000 吨/年的设计产能。产品主要销往华南、山东、江浙一

带。2020 年开始出口业务，主要出口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东

南亚各国，正式进入卡博特全球销售网。 

公司组织简述 

企业名称：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化工  

组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江毕红 

地址及邮政编码：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连心路/016000 

电话：0473-2793303  

主要产品：气相法二氧化硅 

工艺流程： 

由恒业成公司管道送来的一甲基三氯硅烷(MTCS)液体直接进入

蒸汽夹套式蒸发器，由恒业成公司蒸汽管道送来的蒸汽进入蒸汽夹

套加热，蒸发汽化一甲基三氯硅烷。氢气由恒业成公司管道送。由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罗茨鼓风机输送的燃烧空气与-甲基三氯硅烷、氢气混合后在反应

炉中发生高温水解反应，生成含有 SiO2、HCL、H2O,少量 CL2和氮氧

化物的粉体和气体的混合物。通过产品收集滤袋分离出 SiO2后，在

成品包装工序包装后销售。 

二、 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 1-1 污染物排放标准 

监测

项目 
污染源 项目 标准值 单位 标准 

废气 

T-5 碱洗

塔出口 

氮氧化物 100 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氯化氢 HCl 10 mg/m3 

氯气 Cl2 5 mg/m3 

煅烧炉

烟囱出

口 

颗粒物 200 mg/m3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 表 2 二级标准 二氧化硫 850 mg/m3 

氮氧化物 300 mg/m3 
《天津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排放标

准》（DB12/556-2015） 

包装出

口 

颗粒物 10 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氯化氢 HCl 10 mg/m3 

料仓出

口 

氯化氢 HCl 10 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颗粒物 10 mg/m3 

厂界 

氯气 Cl2 0.1 mg/m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氯化氢 HCl 0.05 mg/m3 

颗粒物 1 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废水 
废水总

排口 

BOD 300 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中的三级标准 动植物油 100 mg/L 

PH 6--9 -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氨氮 40 mg/L 

COD 200 mg/L 

SS 100 mg/L 

总氮 60 mg/L 

总磷 2 mg/L 

噪声 厂界 
昼间 65 dB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3”类标准 夜间 5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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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污染物及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表 1-2 环保设施状况汇总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设施 数量 
年运转

时间 
达标情况 执行标准 

1 
反应废气（HCL、

CL2) 
尾气碱洗塔系统 1 

8160.8h 

达标 

《无机化

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

标准》
GB31573-

2015 

2 
反应废气（HCL、

CL2) 
HCl 吸收系统 1 达标 

3 包装废气 高效袋式除尘器 1 达标 

4 料仓废气 高效袋式除尘器 2 达标 

5 生活废水 
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6 个化粪池 
1 达标 

6 噪声 
GB-1 风机房消音

墙和消音器 
1 达标 

四、 环境保护“三同时”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2017 年 8 与 16 日原乌海市环境保护局对公司《卡博特恒业成

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甲基硅烷综合利用年产 8000 吨气

相二氧化硅项目》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乌环审[2017]4 号。 

2020 年 3 月 21 日委托第三方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

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 

2020 年 8 月 13 日，乌海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文号：乌环验[2020]4 号。 

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19 年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委托包头

市腾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

有限公司进行了环境风险现状排查与评估，并编制完成了《卡博特

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资源调查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预案编制说明》。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环

境风险等级为一般。 2019 年 6 月 19 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递交原乌海市乌达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150304-2019-

17-L。 

六、 废弃物管理 

卡博特乌海工厂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生产、工作

过程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MBR 一体化污水处理污泥和

餐厨垃圾。生活垃圾暂存于厂内垃圾桶，由乌海市品胜环保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拉运处理；MBR 一体化污水处理污泥由乌海市宏泰

排水管网清洗有限公司进行清运；餐厨垃圾暂存于餐厨垃圾专用桶

内，由乌海市拓达清运有限公司定期清理。 

生产及检修等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废矿物油、废催化剂、

填料塔废填料、实验室废物、废水池污泥、废弃包装物等。危险废

物贮存于 42m
2
危废库内，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危险废物产生情

况见下表 1-3。 

表 1-3 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序

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废物类

别 
有害物质名称 

物理

性状 

危险

特性 
来源及产生工序 

1 废矿物油 900-214-08 HW08 润滑油 L T、I 检维修 

2 废弃包装物

等 

900-041-49 
HW49 润滑油、油墨

等 
S T、I 检维修、包装 

3 

实验室产生

的危险废物 
900-047-49 

 

HW49 

不饱和聚酯树

脂、苯乙烯、

重铬酸钾，硫

酸汞等 

S 

 

T 

实验室做实验，

或其它分析情形

产生的危险废物 

4 工业废水池

污泥 

900-210-08 HW08 盐酸等 SS T 清理工业废水池 

5 油漆涂料废

物等 
900-252-12 HW12 油漆等 L T 检维修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6 废填料 900-041-49 HW49 NaOH 等 S T 填料塔更换填料 

7 废催化剂 900-037-46 HW46 镍金属氧化物 S T 催化分解反应器 

表 1-4 2021 年危险废物产生转移情况 

危废代码 危废名称 
产生量

（吨） 

转移量

（吨） 

年末库存

（吨） 
接收厂家 

HW49(900-047-49)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 0.238 0.28 0.023 

委托内蒙

古新蒙西

环境资源

发展有限

公司处置 

HW49(900-041-49) 废弃包装物等 0.7614 0.86 0.023 

HW08(900-210-08) 工业废水池污泥 2.2 2.2 0 

HW12(900-252-12) 油漆涂料废物等 0.1256 0.15 0 

HW08(900-214-08) 废矿物油 0.385 0.49 0.0345 

七、 环保税缴纳情况 

卡博特乌海工厂每季度核算排污信息，按照当地生态环境局及

税务规定时间缴纳环保税。 

八、 职工环境管理知识培训 

卡博特乌海工厂年组织员工对环境管理知识、管理制度、环保

设施操作规程进行培训。 

九、 环境违法记录或环境事件 

从卡博特乌海工厂建立至今，乌海工厂无任何环境违法记录，

且未发生任何突发环境事件。 

十、 工厂自行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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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行监测方案 

 
企业名称：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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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表 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经济开发区乌达园区 

注册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

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企业规模 小型 

所在地经度 106°41′50.32″ 纬度 39°27′4.39″ 

法人代表 江毕红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50300MA0N0QBC78 

联系人 张梦婕 邮政编码 016040 

所属行业 无机盐制造 投运时间 2019-06-10 

    2.废水治理设施及排放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 

（1）生活废水 

生活废水产生量 7.2m
3
/d。厂区共设置了 6 座化粪池，总容积

为 60m
3
，办公楼东侧建有一套 MBR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规模

为 12t/d。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后进入 MBR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处理，处理后的水汇入废水调节池，与生产废水一起经处理后，达

到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2）生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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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水主要有真空泵冷却排水、循环冷却水排水、颗粒洗涤

器废水、工艺冷凝罐废水、地面冲洗废水等，废水排放量平均约为

60m
3
/d。 

厂区建有一座 80m
3
的废水调节池，各生产系统废水进入废水调

节池，经处理达到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废水排口处装有在线监测设施一套，监测污水 COD、氨氮、

PH，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乌海市监控中心。 

    3.废气处理设施及排放情况 

   主反应器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氯化氢、氯气及氮氧化物。氯

化氢气体及微量氯气和氮氧化物经由袋滤器将产品二氧化硅收集，

剩余尾气进入五级吸收装置，分别通过水吸收、酸液吸收、碱液吸

收等环节将尾气中微量的氯化氢、氯气进行吸收处理，经处理后的

废气排放浓度达到要求后由 1 根 43m 排气筒排放。 

煅烧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该设备

使用天燃气清洁能源，产生的污染物很少，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

硫均满足指标要求，废气经 1 根 15m 高烟囱排放。 

包装废气及料仓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氯化氢，经袋式除

尘器处理后，排放浓度均满足排放指标要求，分别由 24.5m、15m

排气筒排放。 

4.固体废物 

公司产生的一般固废及危废，全部交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

统一处理。 

二、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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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在线、废水在线、噪声、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 

三、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限值、频次 

1.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执行标准 监测指标 频率 

T-5 碱洗塔

出口 

氮氧化物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 

100 季度 

氯化氢 HCl 10 季度 

氯气 Cl2 5 季度 

煅烧炉烟

囱出口 

颗粒物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9078-1996 表 2 二级标

准 

200 季度 

二氧化硫 850 季度 

氮氧化物 
《天津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DB12/556-2015） 
300 季度 

包装出口 
颗粒物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 

10 季度 

氯化氢 HCl 10 季度 

料仓出口 
氯化氢 HCl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 

10 季度 

颗粒物 10 季度 

2.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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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

目 

监测点

位 
污染物 执行标准 监测指标 频率 

厂界无

组织废

气 

厂界 

氯气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 

0.1 半年 

氯化氢 0.05 半年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1 半年 

3.水污染物 

监测点位 污染物 执行标准 监测指标 频率 

废水总排口

废水 

BOD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中的三级标准 

300 季度 

动植物油 100 季度 

PH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6--9 月度比对 

氨氮 40 月度比对 

COD 200 月度比对 

SS 100 季度 

总氮 60 季度 

总磷 2 季度 

4.噪声 

监测项目/点位 污染物 执行标准 监测指标 频率 

厂界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3”类标准 

昼间：65dB 

夜间：55dB 
季度 

 

四、采样、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 

监测

点位 
污染物 监测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 

采样

方法 

T-5

碱洗

塔出

口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HJ/T693-2014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

仪 ZR-3260D 型 
手工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HJ 549-2016） 
空气采样器崂应 2020 型  

手工 

氯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

光光度法》(HJ/T30-1999) 
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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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烧

炉烟

囱出

口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836-2017）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

仪 ZR-3260D 型 

手工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HJ57-2017 
手工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HJ/T693-2014 
手工 

包装

出口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836-2017）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

仪 ZR-3260D 型 
手工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HJ 549-2016） 
 空气采样器崂应 2020 型 手工 

料仓

出口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HJ 549-2016） 
 空气采样器崂应 2020 型 手工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836-2017）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

仪 ZR-3260D 型 
手工 

厂界 

氯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

光光度法》(HJ/T30-1999) 

空气/智能 TSP 采样器 崂应

2050 型 

手工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HJ 549-2016） 
手工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GB/T 15432-1995）及其修改单 
手工 

废水

总排

口 

BOD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

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智能生化培养箱 

SPX-250B-Z 型  
手工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

分光光度法(HJ 637-2018) 
 红外测油仪 DL-SY8000 型 手工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HJ 

1147-2020） 
pH(酸度)计 HI98129  手工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30G  手工 

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828-2017） 

COD 自动消解回流仪 YHCOD-

100 型  
手工 

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11901-89） 

电子天平 FA1204B 型； 

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 101-1 型 
手工 

总氮 
《水质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HJ636-201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5 型  
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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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89）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30G 型 
手工 

 厂界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型 手工 

 

五、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公司委托有 MA 资质的监测公司开展监测，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由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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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工厂自行监测结果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内蒙古）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 

十二、2021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吨） 合计（吨） 

二氧化硫 0.046  
3 

氮氧化物 2.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