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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隶属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 2014 年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运行管理专项，于 2014 年 11 月下达至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我站领导高度重

视，组织部分专家及相关技术协作单位参与课题研讨，初步制定了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编写了开题报告。为了加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

的规范化建设，保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的建设质量，特制定该技术

规范。该技术规范规定了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的建设、安装、现场施

工安全等技术规范的要求。 

1.2 工作过程 

2015 年 1 月，成立了项目小组。该项目任务下达后，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

准编制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按

照任务书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2015 年 1-3 月，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

理办法》（2006 年 41 号公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编制技术导则》和《环

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565）的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

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分析了现有标准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经过初步的讨论、分

析、研究，确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和技术路线，进行调研与示范点建设，形成了

本标准的开题论证报告和完成标准草案报告基本框架。 

2015 年 4 月，召开论证会议，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补充调研和修改完

善。 

2015 年 5 月，编制并完成标准初稿稿、编制说明和附件图集。 

2015 年 6 月，召开论证会议，按专家意见修改完成，形成标准报批稿及编

制说明。 

2015 年 12 月，召开结题论证会，按专家意见修改完成，形成征求意见稿及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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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固定污染源排放自动监测系统是污染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需求。污染源排放在线监测是环境保护部

门为控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控制的最重要措施，是进行环境管理的基础和技

术支持。污染源在线监测是污染源排放实时动态监控唯一可行的技术手段，通过

对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利用实时的数据传输网络系统，及时、准确地提

供各种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和各种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时空分布数据，为环境

管理和环境执法提供依据，提高环境监测的效率，提升环保监控的现代化水平，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直接关系到“十二五”期间总量减排和污染防治工作的

开展。 

目前已出台的自动监测系统相关技术规范无法满足自动监测系统要求，具体

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现行标准中一些规定要求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具体

落实到位；污染源监测管理工作由环保的监察、监测和信息三部门联合管理，多

年来全国从上到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污染源自动追根溯源编制一套《固定污染

源排放（废水、废气）自动监测系统规范化建设技术指南》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以便对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从设计、建设、安装和运行的全过程给予切实可行的

指导意见，确保污染源监测相关标准规范的具体要求能够落实到位，发挥污染源

自动监测系统污染治理的实际作用。 

2.1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纳要》提出在“十一五”总量减排

工作基础上，COD 和氨氮继续减排 8%，同时新增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污染物总

量减排 10%，作为“十二五”约束性指标。因此建立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是有

效控制污染源超标排放的有力手段，通过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建立，掌握污染

源排放的第一手数据，对研究污染源排放的规律，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都有着深

远意义。根据国家“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需求，加强和完善固定

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包含烟气颗粒物、SO2、NOx、温度、湿度、压

力、流速、氧含量）技术规范非常重要，全面规范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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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适用性检测、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维护、手工比对、监督考核和自动

监测数据审核等各个环节，从而为国家“十二五”总量减排、环境管理决策及环

境执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十一五”期间，环保部对国控重点污染源提出了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要求，

要求进入 2007 年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企业必须安装 COD、SO2 自动监测设备，

同时，环保部 2007 年颁布了 4 个技术规范，分别从水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安装、

验收、运行与考核、有效性判别 4 个方面作出了技术规定，为自动监测设备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环境管理部门进一步提出了对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环

保部发布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要求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名单的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或完善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尤其要尽快安装

氨氮和氮氧化物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 “十二五”重点

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中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均要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我国 45 个现行的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均规定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pH 值的排放标准限值。可见，对这些项目的排放监控十分重要，修订现行的技

术规范，也是为了更好的实施这些标准的需要，更有利于控制这些重要污染物的

排放，保证总量减排工作的实施。 

2.2 排污企业自行监测工作的需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已不仅仅满足于吃得饱穿得暖，更要求

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相关法律和法规规定公众享有对所处环境的环境

质量、企业排污状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环保部近期出台的两个办法——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分别要求：（1）企业进行自行监测及信息

公开，督促企业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推动公众参与。（2）加强污染源

监督性监测工作，推进污染源监测数据信息公开。对于自动监测数据也分别提出

了公开要求，更需要进一步保障公开的数据真实准确，而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有

效性的判别是这一要求的最根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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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外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发展及应用状况 

水质自动监测在国外起步较早。以美国为例，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其环境

监测和在线监测水平也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历程、作法和经验，在全世界范

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环境监测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初级阶段: 19

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50多年中，环境监测不断进展，但发展较为缓慢。

发展阶段: 50年代－60年代，美国环境监测发展较快。过渡阶段：70 年代是美国

环境监测取得重大进展并向发达阶段全方位过渡的重要时期。从1975年起建立了

国家水质监测网站，进行污水、地表水的在线监测。发达阶段：进入80年代，美

国环境状况有很大好转。在水环境方面，由于废水的点源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

河水变得越来越清洁，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继美国之后，日

本、德国、荷兰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污染源在线监测，并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CEMS 汚（固定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在美国也已有近 40 年的发展历史，1971

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了“新源执行标准”（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s，简称 NSPS），美国第一台 CEMS 的出现，主要是用于检测污染治理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和维护，而非用于判断污染排放是否达标。1979 年，对 CEMS

相关规范进行了修正，CEMS 逐渐用于考核污染物排放浓度的达标情况。1990

年，清洁空气法案作了重大修正，其中包含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计划。排污权

交易计划的一个关键基础要素就是要求通过连续监测污染物浓度和烟气体积流

量等重要参数来获取准确的排放数据，交易计划中的排放源的基本监测要求就是

采用 CEMS 监测所有污染物参数，并报告排放量。 

3.2 国内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发展及应用状况 

我国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目前，国内

一些重要城市已规模化地展开了污染源在线监测，截至 2009 年 3 月底，全国累

计为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建设投入近 80 亿元，建成 324 个省级、地市级监控中

心，在 10279 个重点监控企业的 7225 个污水排放口、5472 个废气排放口安装了



 

6 

自动监控设备。 

“十一五”以来，为加强对在线监测设施的规范化运行管理，确保自动监测

数据有效，推动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环保部先后颁布了多项相关法律法规、管

理制度，其中，《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环保总局第 28 号令），《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 [2008] 6 号）确立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地

位和管理体系；《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和《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环发 [2009] 88 号），为加

强国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工作，确保国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

据的有效性，提供了管理依据和技术指导。 

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国办

发 [2013] 4 号）中将“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75%”作为约束性

指标，纳入对各省级人民政府总量减排工作年度考核之中。环保部发布的《“十

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中规定，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排

污单位，应当安装或完善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尤其要尽快安装氨氮和氮氧

化物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自动监测设备的监测数据应当

逐级传输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各方面的大量投入，

为做好污染源自动监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管理技术规范方面，除了环保部颁布的现

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356－2007）

之外，国内还有一些省市走在全国前列，如杭州制订了《杭州市污染源连续排放

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杭州市污染源连续排放监测（监控）系统技

术规范（试行）》，广东省制订了《广东省污染源排放废水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河北省制订了《水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和安装技术规范、验收技术

规范、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等系列规范》（DB13/T 1642 ），上海制订了《上海市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运行考核等系列技术规范》以及专门针对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在线监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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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工作遵循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规定

的基本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

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规划为根据，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

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实施；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方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具有科学性和可

实施性，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以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依据，内容科学、合

理、可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可参照采用国外相关标准、技术法规；制订过程

和技术内容应公开、公平、公正。 

此外，本标准制修订工作将达到如下要求和目标： 

(1) 考虑到标准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保持原标准的基本框架，对有关不适应

现状的定义、技术内容和标准限值进行修订； 

(2) 修订后标准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能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

保工作的需要，可在未来数年内有效实施； 

(3) 修订后的标准更有针对性，有利于总量减排工作的开展； 

(4) 有利于形成水污染源在线监测完整、协调的标准体系； 

(5) 借鉴各地在线监测建设的实际情况，参照采用各地先进经验； 

(6) 修订标准的编制体例、格式符合国家标准化导则 GB/T 1.1-2000 及环境保

护部的要求； 

(7) 修订的标准达到《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环保总局公

告 2006 年第 41 号）的有关要求。 

4.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根据资料调研和多次专家讨论、审议、形成本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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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题研究技术路线 

 

图 1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图 

成立课题研究组 

开展调研工作 

查阅文献资料 全省污染源自动监系统现状及问题 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 

研究本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现场建设、安装、技

术指标等其他指南内

容编制的确认 

设计示范

点工程项

目方案 

现场示范点

的确认 

梳理原标

准存在中

的问题 

国外相关标

准的现状 

确定修订的主要内容和方

案 

选择示范企业进行指南验

证，进一步完善修改 

编制技术标准和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并修改后提交标准草稿 

经技术审查，专家论证提交技术标准报批稿 

经行政审查，进行发布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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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建设、安装、安全防护和现场

安装与施工验收的相关技术要求，适用于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和监测站房的

设计、建设、安装和验收工作。 

5.2 排水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技术要求 

5.2.1 主要技术要求内容 

参考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对排放口、采样点位设置、现场端设备安装、在线

监测系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技术要求： 

（1）排放口的技术要求 

排放口的技术要求包括排放口的设置要求、规范化整治要求、环境保护图形

标志牌的设计安装要求、上游平直明渠的设计要求、多排放口和不同形状排放口

等情况下的处理要求等。 

标准明确了废水排放管道和明渠材质，应是防腐、易清洁的硬质材质；对污

水面在地面以下超过 1m 应配建的台阶的高度，对倾斜坡度和宽度进行了明确规

定；明确上游平直明渠的设计要求，排放口上游应有一段底壁平滑且长度大于 5

倍渠道宽度的平直明渠。 

（2）采样点位设置的技术要求 

采样点位设置的技术要求包括采样点位与站房的距离要求、点位的工作空间

要求、安全保障要求、采样口的设置、特殊项目的采样点位处理要求以及采样管

路建设要求等。 

标准增加了采样点位与站房的距离要求、点位的工作空间要求、安全保障要

求。明确了管道式和明渠式排放废水的点位设置要求，以及受悬浮物影响较大的

监测项目、浮物较多的废水、明渠方式排放连续废水的水位小于 0.50m 的几种特

殊情况下的点位设置要求。对通过泵排水的测流段要求加装缓冲堰板，使水流平

稳匀速流入堰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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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增加采样管材质、防冻和防腐、标识以及室外采样管路的设置等要求。 

（3）现场端设备安装的技术要求 

现场端设备安装技术要求包括采水泵的技术要求、明渠测流堰槽的技术要

求、巴歇尔槽流量计的安装技术要求。 

标准增加了采样泵功率选用要求、防腐和防堵以及维护要求。 

标准优化了明渠流量计堰槽选型和安装点位要求，对堰槽上游距离进行了规

定。增加了明渠流量计的安装要求，对明渠水流态、堰槽水位、中心线、内表面

等作了明确要求。优化了管道流量计的选型要求，根据日常排水量选择合适公称

通径的流量计。优化了管道流量计的安装要求，管道流量计安装位置应优先选择

垂直管段，无垂直管段时，传感器安装位置管段与水平面角度≥30°，应使污水

流向自下而上，保证管道污水满流。对公称通径 1000mm 以下的仪表上、下游直

管段长度进行明确规定。明确了电磁流量计、超声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4）在线监测系统的监测仪安装技术要求 

在线监测系统的监测仪安装的技术要求包括不同分析方法监测系统安装的

技术要求、流速连续测量系统安装要求、采样管材质要求、系统配管配线要求。 

标准优化了在线监测仪安装的要求，要求采样管路不应出现吸附和堵塞现

象，增加了不同分析方法监测系统安装的技术要求，对于电极法废水连续自动监

测仪，应保证电极探头与探杆一体化且垂直水面安装，并便于清洁探头上的沉积

物；对于光度法分析的连续自动监测仪，安装时应保证光路的准直，保证与废水

接触的光学视窗的清洁。 

5.2.2 与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对比 

本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地方标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排水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技术要求进行了调整： 

（1）明确了本标准适用于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前端部分，即排水自动

监控设备现场端； 

（2）细化了排放口的设置要求、规范化整治要求、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的

设计安装要求、上游平直明渠的设计要求，新增了多排放口和不同形状排放口等

情况下的处理要求； 

（3）新增了采样点位设置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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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化了现场端设备安装的技术要求；新增了采水泵的技术要求；优化

了明渠流量计堰槽选型和安装点位要求，明确了明渠堰槽流量计的探头安装，细

化了巴歇尔槽流量计的安装要求；优化了管道流量计选型和安装要求。明确了电

磁流量计、超声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5）明确和细化了不同分析方法监测系统安装的技术要求以及采样管的选

取要求。 

5.3 排气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技术要求 

5.3.1 主要技术要求内容 

参考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对废气排放口、安装位置设置、采样平台、现场端

设备安装提出了明确和详细的技术要求： 

（1）废气排放口技术要求 

排放口技术要求基本参照现行最新国家标准。 

（2）安装位置设置技术要求 

安装位置设置技术要求包括单点测量安装位置的技术要求和多点测量安装

位置的技术要求。 

对颗粒物和流速，气态污染物测量点位设置要求进行了明确。在安装直管段

不能满足标准要求时，分别给出了颗粒物、流速和气态污染物测点安装位置的参

考意见，尤其是流速的测量推荐采用线测量和面测量，并在附录 A 中给出了具

体安装位置要求。 

（3）采样平台的技术要求 

采样平台的技术要求包括平台的建设要求、爬梯要求、采样平台面积及安全

要求，采样孔要求等。 

优化了对采样爬梯的要求，爬梯的宽度不得小于 600mm，爬梯的角度不得

大于 51°，脚部踏板宽度不得低于 10cm ，采样平台长和宽均不得低于 2m，平

台的承重应不得小于 300kg/m2。明确了要便于人工维护和操作，监测孔和人工

采样孔距平台底面距离应在 1.2－1.3m 之间，若一层平台面积不能满足全部监测

孔和人工采样孔的设置，应设置多层采样平台。建议平台高度若超过 40 米，宜

安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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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端设备安装的技术要求 

现场端设备安装的技术要求，包括采样孔的开孔位置要求、烟道预留手工比

对采样孔管的要求、采样设备安装所需连接材料、配件、安装操作等的技术要求。 

明确了各采样设备的监测孔法兰、采样管及其固定连接材料应采用不锈钢，

法兰密封圈应采用石棉垫或硅胶垫材料。对焊件的焊机要求和最大错边量给出了

具体要求。 

分别对流速测量仪器安装、颗粒物采样仪器安装、气态污染物仪器安装、烟

气温度、压力、湿度探头安装及其他附属设备安装的要求进行了具体说明。 

5.3.2 与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对比 

本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地方标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排气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技术要求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1）在安装直管段不能满足标准要求时，给出了测点安装位置的参考意见，

如流速的测量推荐采用线测量和面测量； 

（2）增加了对自动监测系统周边辅助设施如排污口、平台建设等的详细技

术要求； 

（3）细化了排气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安装过程中的技术要求，使现场的可

操作性更强。 

5.3 监测站房的建设要求 

参考相关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对监测站房整体技术、站房结构、站房供电、

通风采暖、给排水及其他相关技术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比现行最新标准，主

要在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1）明确和细化了监测站房整体设计技术要求、站房结构要求、供电技术

要求、通风采暖和给排水技术要求； 

（2）新增了监测站房房内布局技术要求。 

5.3 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 

参考相关现行最新国家标准，在站房防雷、站房和仪器设备的防潮与防腐蚀、

管路的保温与防冻、系统的防鼠虫害、排气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易燃易爆品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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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废液处理等方面明确了技术要求，对比现行最新标准，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内容调整和完善： 

（1）细化了站房防雷的技术要求，新增了站房防雷接地材料的选用、安装

和施工技术要求； 

（2）完善和细化了站房和仪器设备的防潮防腐蚀要求、管路的保温与防冻

要求、系统的防鼠虫害要求； 

（3）根据排气和排水自动监控设备现场端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了易燃易

爆品的防护和废液处理的技术要求。 

5.3 现场施工技术要求 

参考相关现行最新国家标准，本标准新增了现场施工技术要求，对现场安装

的安装技术文件和样图、现场施工、现场验收均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在附录

E 中给出了具体的验收报告格式和内容，验收结论为全部合格后方可通过验收，

为现场施工验收提供较为实际的技术指导。 

5.4 定义和术语 

本标准涉及术语及定义如下，均为编制组提出： 

（1）单点测量  single point measurement 

在烟道内测量单个点位的流速、颗粒物浓度和气态污染物浓度数值的方

式。 

（2）多点测量  multi point measurement 

在烟道内采用同时测量多个点位或点位多处测量流速、颗粒物浓度和气态

污染物浓度的方式。 

（3）当量直径  equivalent diameter 

与水力半径相等的圆管直径，分等速当量直径和等流量当量直径两种。 

（4）涡流区 vortex area 

指烟道内气流受到扰动，产生的类似水漩的漩涡，从而使烟道内物质处于

非均匀混合的状态的特定区域。 

（5）翻水井 double well 

翻水井又称放水井，是污水站管网向明渠排放污水时，为保证污水站在没

有污水排放或水位很低时，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能连续采集到水样的建筑物。其

结构可以用砖砌或混凝土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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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测流段 current period 

为满足废水排放单位对测量流量的要求而修建的一段符合标准要求的特殊

的渠（管）道。 

（7）静水井 stilling well 

一般是指设置在明渠堰槽测流水位处旁的竖井,由管道联通, 静水井内的水

位与堰槽内水位相同，是消除堰槽水位观测点因水面波动剧烈影响水位测量。

或需要提高水位测量精度时,可使用静水井进行测量。 

6.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与污染源监测系统相关技术规范（HJ/T75、HJ/T76,、HJ/T353、

HJ/T354、HJ/T355、HJ/T356）等配套编制及实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使用效

果，可再进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