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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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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发布。 

本技术规范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组织制定。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廖小卿、张坤、周茜、高晓晶、莫杏梅。 

本技术规范版权归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环

协（北京）认证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未通过中环协（北

京）认证中心认证的服务认证的项目不得明示符合此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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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 

1.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有关的术语和定义、管理要

求、服务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现场端信息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

测站运营服务认证、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网格化监测预警

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六类中国环境服务认证，具体详见表 1。 

表 1  认证服务项目及运营因子 

序号 认证服务项目 运营因子 

1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

营服务认证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重金属、总有

机碳、流量计、水质采样器 

2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 
SO2、NOX、HCl、CO、颗粒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

物 

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

营服务认证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常规五参数（水温、

pH、溶解氧、电导率和浊度）、总有机碳、化学需氧

量、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4 
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运营服务认证 
SO2、NO2、O3、CO、颗粒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5 
现场端信息系统运营服务

认证 
数据采集传输仪、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仪、远

程监控质控仪、总量监控仪等监测设备 

6 
网格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

服务认证 
微型（网格化）空气站、微型水站、扬尘、噪声、VOC
预警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当

文件版本更新时，应采用其最新版本。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 

HJ 91.1-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355-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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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817-2018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

质控技术规范 

HJ 818-20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915-2017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3.1 微型（网格化）空气站 

指采用光散射、电化学、金属氧化物或光离子等传感器检测方法，可在室外

直接连续自动监测大气污染状况变化趋势的监测设备，监测参数包含气态污染

物、颗粒物。 

3.2 微型水站 

指采用传感器等检测方法，用于监测河道、湖泊等地表水水质的设备。 

3.3 扬尘 

指采用光散射等检测方法，用于监测建筑工地、道路等环境下的大气颗粒物

监测设备。 

3.4 VOC 预警 

指采用光离子化法等检测方法，用于环境空气或无组织排放污染源的挥发性

有机物预警等领域监测设备。 

3.5 服务蓝图 

服务蓝图是站在顾客角度，详细描绘服务系统的图片或地图。它借助于流程

图，通过持续地描述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服务环境、员工和顾客的角色以及服

务的有形证据来直观地展示服务，由四个主要的行为部分和三条分界线构成。四

个主要行为部分包括顾客行为、前台员工行为、后台员工行为和支持过程，三条

分界线分别为互动分界线、可视分界线和内部互动线。服务蓝图有助于服务企业

了解服务过程的性质，控制和评价服务质量以及合理管理顾客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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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要求 

4.1 职责与资源 

4.1.1 应规定与运营服务活动相关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4.1.2 应具备开展运营服务所必须的人员、营业场所和检测条件等资源和基础设

施，建立并保持适宜开展运营服务的必要环境。 

4.2 质量管理 

4.2.1 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运营服务质量管理文件，以确保运营服务质量的相

关过程有效运作。 

4.2.2 应对影响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效果和质量的关键点进行识别，建立服务蓝图，

并制定与运营服务项目相符的作业指导书。 

4.3 人员管理要求 

4.3.1 应指定一名运营负责人，授权其负责运营质量管理，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运营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4.3.2 应建立运营人员的岗位培训、考核和评价等制度及文件，并保留相关记录。 

4.3.3 运营人员应签订自律承诺书，恪守职业操守。 

4.4 备品、配件、耗材、药剂、标准物质 

4.4.1 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备品、配件、耗材、药剂、标准物质采购控制程序，

以确保采购产品满足规定要求，并保存完整有效的采购记录。 

4.4.2 应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制定相关耗材、药剂、标准物质合格供应商清单，

并建立供应商档案。  

4.4.3 应建立备品、配件、耗材、药剂、标准物质的库房管理制度，库存数量应

能满足日常运营要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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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检测能力 

4.5.1 应具备与运营服务领域和活动相适应的检测能力，并建立与其检测活动相

适应的管理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4.5.2 用于检测的仪器设备的配置应能满足运营要求，并设置台账。检测和校准

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对自行校准的仪器设备，应规定校准

方法和校准周期等。仪器设备的校准和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

别。 

4.5.3 应保存试剂配置记录、仪器使用记录、仪器维护/维修记录、比对试验原始

记录等相关记录。 

4.6 项目管理要求 

4.6.1 应建立运营项目管理清单和档案，并定期对运营效果进行评估。 

4.6.2 应建立并保持运营项目监督制度，针对运营过程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应采取纠正、预防措施，并保存记录。 

4.6.3 应建立运营信息化管理系统，具备数据管理、运营管理、任务管理、资料

管理等功能，实现对运营服务整个过程的电子化管理。 

4.7 内部质量控制 

4.7.1 应建立运营服务的内部质量评审制度，并保存运营相关的内部评审记录。 

4.7.2 应建立客户满意度调查制度，持续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并保存相关记录。 

4.8 风险控制 

应建立贯穿于服务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机制，识别、分析各种潜在风险，针对

不同风险类型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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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要求 

5.1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1.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5.1.1.1 在线监测仪器量程应根据现场实际水样排放浓度合理设置，量程上限应设

置为现场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的 2~3 倍。 

5.1.1.2 对在线监测仪器的操作、参数修改等动作，以及修改前后的具体参数均应

通过纸质或电子的方式记录并保存。 

5.1.2 检查维护要求 

5.1.2.1 应定期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进行现场维护，内容和频率应符合 HJ 

355-2019 标准的要求，并做好记录。 

5.1.2.2 应保持监测站房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保证监测站房内的温度、湿度

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求。 

5.1.2.3 应保持各仪器管路通畅，出水正常，无漏液。 

5.1.3 自动标样核查和自动校准 

对 CODCr、TOC、NH3-N、TP、TN 水质自动分析仪按照 HJ 355-2019 标准

的要求定期进行自动标样核查和自动校准。若仪器不具备自动标样核查和自动校

准功能时，应定期进行手动标样核查和手动校准。 

5.1.4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5.1.4.1 针对 CODCr、TOC、NH3-N、TP、TN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应每月至少

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5.1.4.2 每季度至少用便携式明渠流量计比对装置对现场安装使用的超声波明渠

流量计进行 1 次比对试验。 

5.1.5 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5.1.5.1 运营单位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处理并排

除故障，无法及时处理的应安装备用仪器。 

5.1.5.2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其维修

全部完成并通过校准和比对试验。若在线监测仪器进行了更换，在正常使用和运

行之前，确保其性能指标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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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2.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应根据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确定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以下简称为 CEMS）量程和相关参数，确定后不得随意修改。 

5.2.2 检查维护要求 

5.2.2.1 定期开展日常巡检工作，内容和频率应符合 HJ75-2017 标准的要求，并做

好记录。 

5.2.2.2 应对 CEMS 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维护内容和频次应符合 HJ75-2017 中 11.3

的要求，并做好记录。 

5.2.2.3 更换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需记录新标准物质或者标准样品的来源、

有效期和浓度等信息。 

5.2.2.4 保持监测站房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保证监测站房内的温度、湿度满

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求。 

5.2.3 校准 

 应定期进行校准工作，校准内容、周期应符合 HJ75-2017 中 11.2 的要求，并

做好记录。  

5.2.4 校验 

应定期进行校验工作，检验内容、周期应符合 HJ75-2017 中 11.3 的要求，

并做好记录。 

5.2.5 故障处理 

5.2.5.1 CEMS 发生故障时，运营人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5.2.5.2 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性能

通过检测程序，按照 HJ 75-2017 标准对仪器进行校准检查。 

5.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营服务要求 

5.3.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仪器型号、参数设置等应与最近一次备案登记表或验收材料保持一致。 

5.3.2 检查维护要求 

5.3.2.1 定期对水站进行巡检，巡检频次不得低于每周一次，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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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应定期对水站进行定期养护，并做好记录。 

5.3.2.3 应保持水站站房及各仪器干净整洁，及时关闭门窗，避免阳光直射各类分

析仪器；并保持站房内温度恒定；各管路无漏液或堵塞情况。 

5.3.3 质量控制 

应根据 HJ 915-2017 标准的要求进行质控工作，并做好记录。  

5.3.4 保养检修与故障处理要求 

5.3.4.1 应对水站监测仪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养检修，应根据仪器厂家提供的使

用和维修手册更换监测仪器中的关键零部件。 

5.3.4.2 当水站出现故障时应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并解决，并保存完整的故障处理记

录。 

5.3.4.2 每次进行保养检修或故障处理后，或更换了关键零部件后，必须依据 HJ 

915-2017 标准规定进行重新进行校准，并做好记录。 

5.3.5 停机维护 

 关于水站监测仪器停机应依据 HJ 915-2017 规定要求进行维护。 

5.4 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4.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应保证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与仪器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

保持一致。如确需对主要技术参数进行调整，应开展参数调整试验和仪器性能测

试，记录测试结果并编制调整测试报告。 

5.4.2 检查维护要求 

5.4.2.1 应定期对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巡检，内容和频率应符合 HJ 817-2018

标准和 HJ 818-2018 标准的要求，并做好记录。 

5.4.2.2 应保持站房及各仪器干净整洁，站房温度、湿度应在 HJ 817-2018 标准和

HJ 818-2018 标准要求范围内。 

5.4.2.3 应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内容和频率应符合 HJ 817-2018 标准

和 HJ 818-2018 标准的要求，并做好记录。 

5.4.3 校准 

应定期进行校准工作，校准内容、周期应符合 HJ 817-2018 中 6.1 和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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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018 中 6.2 的要求，并保存完整有效的记录。 

5.4.4 质量控制 

5.4.4.1 应按照 HJ 817-2018 和 HJ 818-2018 标准要求定期对流量计、臭氧校准设

备、标准物质、零气发生器、动态校准仪等进行量值溯源和传递，并保存完整有

效的记录。 

5.4.4.2 应按照 HJ 818-2018 和 HJ 817-2018 标准定期对气路、流量计等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满足 HJ 818-2018 和 HJ 817-2018 标准要求。 

5.4.5 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应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进行针对性检查和维修，并对检修、校准和测试情况进

行记录并存档。 

5.5 网格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5.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5.5.1.1 在线监测仪器量程应合理设置，确定后不得随意修改。 

5.4.1.2 对在线监测仪器的操作、参数修改等动作，以及修改前后的具体参数均应

通过纸质或电子的方式记录并保存。 

5.5.2 维护、校准、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5.5.2.1 环境条件是否干净整洁、符合仪器使用的要求，对采样或监测有影响的树

枝或水草等应及时清除。 

5.5.2.2（网格化）空气站、扬尘、噪声、VOC 预警 

5.5.2.2.1 应确保仪器供电正常，若含有备用电池定期检查电池寿命。 

5.5.2.2.2 按合同及作业指导书等要求对仪器进行定期巡检维护，保存的记录应描

述清晰、填写完整有效。 

5.5.2.2.3 故障处理记录应填写规范，处理时间满足要求，如实上报业主及当地主

管部门，记录所发生故障原因及责任。 

5.5.2.2.4 在线监测仪和平台上的数据应保持一致，校准、故障、质控等记录应与

实际工作保持一致。 

5.5.2.3 微型水站 

5.5.2.3.1 应确保仪器供电正常，若含有备用电池定期检查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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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3.2 按标准、规范、合同及作业指导书等要求定期巡检维护，保存的记录应

描述清晰、填写完整有效。 

5.5.2.3.3 故障处理记录应填写规范，处理时间满足要求，如实上报业主及当地主

管部门，记录所发生故障原因及责任。 

5.5.2.3.4 在线监测仪和平台上的数据应保持一致，校准、故障、质控等记录应与

实际工作保持一致。 

5.6 现场端信息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6.1 仪器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 

5.6.1.1 现场端信息系统参数应合理设置，确定后不得随意修改。 

5.6.1.2 对在线监测仪器的操作、参数修改等动作，以及修改前后的具体参数均应

通过纸质或电子的方式记录并保存。 

5.6.2 维护、校准、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5.6.2.1 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仪、总量监控仪 

5.6.2.1.1 查看监控仪、中控系统时间应保持一致。 

5.6.2.1.2 监控仪连接的设备运行状态标识应正常。 

5.6.2.1.3 按合同、作业指导书等要求定期巡检维护，保存的记录应描述清晰、填

写完整有效。 

5.6.2.1.4 应按标准、规范及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质控工作，记录表中数据是否可

溯源。 

5.6.2.1.5 故障处理记录应填写规范，处理时间满足要求，记录所发生故障原因及

责任。 

5.6.2.1.6 在线监测仪、数据采集传输仪、中控平台、监控中心平台的数据应保持

一致，校准、故障、质控等记录应与实际工作保持一致。 

5.6.2.2 远程监控质控仪、数采仪 

5.6.2.2.1 质控仪/数采仪、在线监测仪器与监控中心平台时间应保持一致。 

5.6.2.2.2 按合同、作业指导书要求定期巡检维护，保存的记录应描述清晰、填写

完整有效。 

5.6.2.2.3 应按标准、规范及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质控工作，记录表中数据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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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 

5.6.2.2.4 故障处理记录应填写规范，处理时间满足要求，记录所发生故障原因及

责任。 

5.6.2.2.5 在线监测仪、远程监控质控仪/数采仪、平台等数据应保持一致，校准、

故障、质控等记录应与实际工作保持一致。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3.1微型（网格化）空气站
	3.2微型水站
	3.3扬尘
	3.4 VOC预警
	3.5服务蓝图

	4. 管理要求
	4.1职责与资源
	4.2质量管理
	4.3人员管理要求
	4.4备品、配件、耗材、药剂、标准物质
	4.5检测能力
	4.6项目管理要求
	4.7内部质量控制
	4.8风险控制

	5. 服务要求
	5.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2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3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营服务要求
	5.4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5网格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5.6现场端信息系统运营服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