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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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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污染源监测，确保监测数据和信息的准确可靠，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水排放、废气排放手工监测和比对监测过程中采样及测定

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1 月 1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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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水排放、废气排放手工监测和比对监测过程中采样及测定

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测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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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998-91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75-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200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355-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6-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 （环发[2006]11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质量保证 

是环境监测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包含了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的全部活动和措

施。 

3.2  质量控制 

指用以满足环境监测质量需求所采取的操作技术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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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对监测 

指为了验证水、气在线自动监测仪监测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手工监测方法与在线自动监

测仪器法同步监测，用手工监测结果作为验证在线自动监测数据的依据。其手工监测方法应

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其它现行有效方法。 

3.4 现场-实验室质控 

指按照固定程序，质控样品与实际样品同步采集、同步分析的过程。其质控结果可以用

来判断监测结果误差是否产生于现场采样或是实验室分析环节。 

 

4 废水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4.1  监测人员 

监测人员应经培训，并按照《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要求持证上岗。 

4.2 监测仪器与设备 

4.2.1 仪器与设备的检定和校准 

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仪器与设备，应依法送检，并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使用；属于非强

制检定的仪器与设备应按照相关校准规程自行校准或核查，或送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

校准，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每年应对仪器与设备检定及校准情况进行核查，未按规

定检定或校准的仪器与设备不得使用。 

4.2.2 仪器与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制定仪器与设备年度核查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保证在用仪器与设备运行正常。 

监测仪器与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应制定仪器与设备管理程序和操作规程，使用时做好

仪器与设备使用记录，保证仪器与设备处于完好状态。每台仪器与设备均应有责任人负责日

常管理，责任人应有监督仪器与设备使用操作规范性的权力与义务。 

4.2.3 质控检查 

每季度现场抽查仪器与设备使用情况和使用记录。检查仪器与设备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仪器与设备使用是否按操作规程要求执行，检查仪器与设备使用记录是否真实规范。抽查仪

器与设备年度核查执行情况，确认仪器与设备核查使用的标准样品有效。仪器与设备年度核

查方法应符合相关标准或检验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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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况核查 

4.3.1 运行状况核查 

运行状况核查时，应记录企业生产情况、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其中企业生产情况

包括一个季度（月）的生产记录，产品产量，原材料使用量等；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主

要包括现场流量计使用、药剂存贮与使用、板框压滤机的使用、污泥存贮情况及处置记录等。 

监测现场记录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监测人员签字确认，必要时还须被监测的企业人员

一同签字确认。 

4.3.2 能耗核查 

4.3.2.1 核查用水量和排水量 

核查企业总用水量时，应记录企业一个季度（月）内生产报表、实际生产量和当日生产

量。对供水有计量装置的企业，应查看水表或水费单，记录用水量；无计量装置的企业，记

录新鲜水水泵流量及水泵运行时间，计算用水量，或采用单位产品水耗计算用水量。当企业

实际用水量与提供用水量不符时，应现场核实。 

排水量可根据企业废水排放流量计进行核查。若无流量计，可将用水量扣除水量损耗，

测算其排水量。 

4.3.2.2 核查产量及能耗 

记录能源（电、煤、油等）、生产原料消耗情况，记录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及产量，核查

企业在监测时的生产负荷。工况核查记录可参考附录 A。 

4.4 样品采集 

4.4.1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执行 GB 8978-1996 及有关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4.2 采样频次 

采样频次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4.4.3 采样点位 

废水采样点位设在排污单位外排口。原则上外排口应设置在厂界外,如设置于厂界内,

溢流口及事故口排水必须能够纳入采样点位排水中。有毒有害污染物采样点位应设置在车间

排放口。 

采样口为多个企业共用时，采样点应设在其它企业排放污水未汇集处。若一个企业有多

个排放口，应对多个排放口同时采样并测定流量。 

对污染物治理设施或处理单元监测，应在各种污染物治理设施入口和出口设置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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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业存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废水，则应对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和未经处理的废水混合点进

行监测。 

采样前应检查并确定采样点的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并按 HJ/T 91-2002 中 5.1.2 和 5.1.3

的规定执行采样点登记与管理。 

采样记录中应详细记录采样点位具体位置，绘制采样点位图，采样记录可参见附录 A

中相关表格。 

4.4.4 采样断面及位置 

水深大于 1 米时，应在表层下 1/4 深度处采样；水深小于或等于 1 米时，应在水深的

1/2 处采样，采样位置应靠近采样断面的中心并符合 HJ/T 92-2002 中 6.3.2 的要求。 

4.4.5 采样器具 

4.4.5.1 采样器具的要求 

采样器具应能够标记采样深度，材质和结构应符合 GB 12998-91 的规定。 

4.4.5.2  采样器具的清洗 

采样器具的清洗按 HJ/T 91-2002 中 4.2.3.1 的要求执行。 

4.4.5.3 采样瓶抽检 

采样人员定期抽检采样瓶并记录，质控人员随机核查。每批已清洗的采样瓶抽取 3%，

检测其待测项目（不包括溶解氧、生化需氧量、细菌等特殊项目）能否检出。若检出，可根

据该项目分析精度要求确定是否合格。一旦发现不合格采样瓶，应立即对采样瓶来源及清洗

状况进行调查，找出原因，给予纠正。 

4.4.6 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和记录 

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和记录应符合 HJ/T 91-2002 中 5.2.2 和 5.2.3 的规定。采样现

场质量保证措施应符合 HJ/T 92-2002 中 9.2 的要求。样品采集记录可参考附录 A。 

4.5 分析实验室的基础条件 

分析实验室的基础条件应符合 HJ/T 91-2002 中 11.5 的规定，同一实验房间内不得安排

相互影响的监测项目。 

4.6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4.6.1 分析测试 

4.6.1.1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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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按 GB8978-1996 和有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执行。若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未

在上述标准中作出规定，其分析测试方法可参见 HJ/T 91-2002 中 6.2。 

开展新的分析项目和分析方法时，应对该项目的分析方法进行适用性检验，了解和掌握

分析方法的原理和条件。 

4.6.1.2 稀释操作 

当样品浓度超过检测上限并需要稀释时，宜移取 10.00ml（包含 10.00ml）以上样品进

行稀释，并尽可能一次完成。对于必须逐级稀释的高浓度样品，应在稀释前制定逐级稀释操

作方案。 

4.6.2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 

4.6.2.1 全程序空白 

每批次监测样品应做全程序空白样品，以判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可根据分析方法的需

要，在分析结果中扣除全程序空白值对监测结果进行修正。全程序空白值的测定方法见 HJ/T 

91-2002 中 11.6.1.1 的规定。 

4.6.2.2 精密度控制 

采用平行样测定结果判定分析的精密度时，每批次监测应采集不少于 10%的平行样，样

品数量少于 10 个时，至少做 1 份样品的平行样。若测定平行双样的相对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最终结果以双样测定值的平均值报出；若测试结果超出规定允许偏差的范围，在样品允许保

存期内，再加测一次，监测结果取相对偏差符合质控指标的两个监测值的平均值。否则该批

次监测数据失控，应予以重测。部分项目控制要求见表 1。 

相对偏差按（１）、（２）公式计算： 

       相对偏差（%）= ix x−
x

×100%………………………………………………（1） 

            ∑
=

=
n

i
i nxx

1
/ ………………………………………………………（2） 

式中： 

ix —第 i 次测量值。 

x —n 次测量平均值。 

n—测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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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废水监测部分项目精密度控制指标 

项目 
样品含量范围 

mg/L 

允许相对偏差 

% 

5-50 ≤20 

50-100 ≤15 化学需氧量 

＞100 ≤10 

0.02-0.1 ≤20 

0.1-1.0 ≤15 氨氮 

＞1.0 ≤10 

0.025-1.0 ≤10 
总氮 

＞1.0 ≤5 

≤0.05 ≤20 

0.05-0.5 ≤15 总氰化物 

＞0.5 ≤10 

≤0.01 ≤15 

0.01-1.0 ≤10 
六价铬 

总铬 
＞1.0 ≤5 

≤0.05 ≤30 

0.05-1.0 ≤25 

总铅 

总铜 

总锌 

总锰 
＞1.0 ≤15 

≤0.005 ≤20 

0.005-0.1 ≤15 总镉 

＞0.1 ≤10 

＜0.05 ≤20 
总砷 

＞0.05 ≤10 

≤0.001 ≤30 

0.001-0.005 ≤20 总汞 

＞0.005 ≤15 

≤0.025 ≤25 

0.025-0.6 ≤10 
总磷 

磷酸盐 
＞0.6 ≤5 

≤0.05 ≤25 

0.05-1.0 ≤15 挥发酚 

＞1.0 ≤10 

≤0.2 ≤25 

0.2-0.5 ≤2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20 

＜0.5 ≤25 

0.5-4 ≤20 硝酸盐氮 

＞4 ≤15 

＜3 ≤25 五日生化需氧量 

3-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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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 

有机磷农药类 — ≤20 

苯系物 — ≤20 

挥发性卤代烃 — ≤20 

氯苯类 — ≤20 

硝基苯类 — ≤30 

酚类 — ≤50 

酞酸酯类 — ≤30 

多环芳烃 — ≤30 

 

4.6.2.3 准确度控制 

实验室分析准确度可采用分析标准样品、自配标准溶液或实验室内加标回收中的任意一

种方法来控制。 

在对每批次样品进行分析时，需对一个已知浓度的标准样品或自配标准溶液进行同步测

定，若标准样品测试结果超出保证值范围，或自配标准溶液分析结果相对误差超出±10%，

应查找原因，予以纠正。部分项目加标回收率控制要求见表 2。 

 

表 2  废水监测部分项目加标回收率范围控制指标 

项目 
样品含量范围 

mg/L 

加标回收率 

% 

0.02-0.1 90-110 

0.1-1.0 90-105 氨氮 

＞1.0 90-105 

0.025-1.0 90-110 
总氮 

＞1.0 95-105 

≤0.05 85-115 

0.05-0.5 90-110 总氰化物 

＞0.5 90-110 

≤0.01 85-115 

0.01-1.0 90-110 
六价铬 

总铬 
＞1.0 90-110 

≤0.05 80-120 

0.05-1.0 85-115 

总铅 

总铜 

总锌 

总锰 ＞1.0 90-110 

≤0.005 85-115 

0.005-0.1 90-110 总镉 

＞0.1 90-110 

＜0.05 85-115 
总砷 

＞0.05 90-110 

≤0.001 85-115 

0.001-0.005 90-110 总汞 

＞0.005 90-110 

≤0.025 85-115 

0.025-0.6 90-110 
总磷 

磷酸盐 
＞0.6 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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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85-115 

0.05-1.0 90-110 挥发酚 

＞1.0 90-110 

≤0.2 80-120 

0.2-0.5 85-11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85-110 

＜0.5 85-115 

0.5-4 90-110 硝酸盐氮 

＞4 95-110 

有机磷农药类 — 70-130 

苯系物（非顶空法） — 80-120 

挥发性卤代烃 

（非顶空法） 
— 

80-120 

氯苯类（非顶空法） — 75-130 

硝基苯类 — 30-120 

酚类（色谱法） — 10-120 

酞酸酯类 — 70-120 

多环芳烃 — 30-130 

 

4.6.2.4 现场-实验室质控 

4.6.2.4.1 实施条件 

仲裁监测或重大项目验收监测，可采取本条（4.6.2.4）规定的控制方法。 

4.6.2.4.2 现场工作 

每一批次样品采集一个现场-实验室质控样品进行质控核查。 

在同一采样点上采集平行样，记为 A 样。同时按照样品采集操作程序，将实验室所用纯

水采入空的样品容器中，用作现场空白样，记为 B 样。 

将 A 样分为 A1和 A2两份子样，再将 A1样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加入一定浓度待测物的标

准溶液制成 A1标现，另一份带回实验室做相同处理，制成实验室加标样 A1标实。保留 A2样。 

将 B 样分为三份，一份现场加标制成样品 B 标现，一份实验室加标制成样品 B 标实，另保

留 B 样一份。 

4.6.2.4.3 实验室工作 

测定实验室空白及标准样品，所得结果应符合实验室内常规质量控制指标要求，证明实

验室测试处于受控状态。 

测定 B、B 标现与 B 标实。如果 B 标现回收率失控，而 B 标实回收率合格，则误差产生于样品运

交实验室前；若 B 标实回收率失控，而 B 标现回收率合格，证明在实验室内制作加标样品 B 标实

时产生误差。 

测定 A2、A1标实、A1标现样品。如果 A 标现回收率失控，而 A 标实回收率合格，则误差产生于样

品运交实验室前；若 A 标实回收率失控，而 A 标现回收率合格，证明在实验室内制作加标样品 A

标实时产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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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 有机分析质控要求 

4.6.2.5.1 分析方法 

国内无适合的标准分析方法时，可参考采用国外等效方法。采用国外等效分析方法时，

须严格执行方法中质控要求。 

4.6.2.5.2 分析仪器性能校准 

对分析仪器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校准。仪器校准应在分析当天或按仪器要求执行。质谱仪

校准内容包括质量数、离子丰度等。 

4.6.2.5.3 标准曲线核查 

样品分析当天或仪器每运行 12 小时，应用标准溶液对标准曲线进行核查。通常情况下，

若标准溶液的分析结果与标准值相对误差不超过 20%，原标准曲线可继续使用；若分析方法

中对标准曲线核查有明确要求，则按方法要求执行。发现标准曲线失控，应立即重新绘制曲

线。 

4.6.3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可采取密码样考核、能力验证等方式实施，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质

量控制记录可参考附录 A。 

4.7 标准样品、化学试剂与试液 

监测过程中使用的环境标准样品、化学试剂和试液应是具有研究和生产能力的单位或机

构生产，并经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效产品。 

4.8 总量测量 

监测废水总量时，应在采样同时测定废水流量及废水平均浓度，监测方法按 HJ/T 92－

2002 的要求执行。 

4.9 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应执行三级审核制度。审核范围应包括样品采集、交接、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

数据报表等。原始记录中应包括质控措施的记录。质控样品测试结果合格，质控核查结果无

误，监测报告方可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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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废水在线监测系统比对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4.10.1 比对监测条件 

在线自动监测仪器应通过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检测资质认可的检测机构适用性检测，

其设备运行应满足 HJ/T 355-2007 中相关要求。 

4.10.2 比对监测质控基本要求 

4.10.2.1 比对监测数据对 

每次监测时，手工监测与在线监测数据对不少于 3 对。 

4.10.2.2 采样点位 

比对监测与在线连续监测采样时间及采样点位置应保证一致，比对监测过程中应尽可能

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 

4.10.2.3 样品分析 

比对监测实验室分析样品应在 HJ/T91-2002 要求的样品保质期内完成测定，实验室质控

要求见本标准 4.6 的规定。 

4.10.2.4 数据质量、数据有效性和缺失数据处理 

比对监测数据质量、数据有效性和缺失数据处理按 HJ/T 356-2007 中第 4 章、第 6 章和

第 7 章的规定执行。 

 

5 废气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5.1 监测人员 

按本标准 4.1 的要求执行。 

5.2 监测仪器与设备 

5.2.1 仪器与设备的检定和校准 

除执行本标准 4.2 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GB/T 16157-1996 中 12.2 规定的仪器与设备，应依据标准至少半年自行校准一次。 

定电位电解法烟气（SO2、NOX、CO）测定仪应在每次使用前校准。采用仪器量程 20～30%、

50～60%、80～90%处浓度或与待测物相近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若仪器示值偏差不高于±5%，

测定仪可以使用。 

至少每季度对测氧仪校准一次，采用高纯氮校正其零点。用纯净空气调整测氧仪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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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大气压下其示值为 20.9%。 

定电位电解法烟气测定仪和测氧仪的电化学传感器寿命一般为 1 到 2年，到期后应及时

更换。在有效使用期内若发现传感器性能明显下降或已失效，须及时更换传感器，更换后测

定仪应重新检定后方可使用。 

5.2.2 仪器与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采样仪器与设备须有专人管理及维护，每次使用后应对仪器与设备全面检查，清洁或修

理。对于失效的消耗品（如干燥剂）及时更换，清洁仪器，检查电源及接线，发现破损及时

修补。每次采样结束后，将采样器接通电源，通干燥清洁空气 15 分钟，去除采样路径中可

能存在的含湿废气。 

每台仪器与设备应备有专门的使用维护记录，记录要全面，应包含仪器与设备检定、校

准、使用、维护等相关信息。 

5.2.3 质量检验 

对微压计、皮托管和烟气采样系统进行气密性检验，检查漏气的方法按照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中 5.2.2.3 的规定执行。

当系统漏气时，应再分段检查、堵漏或重新安装采样系统，直到检验合格。 

气态污染物采样前，确认采样管材质及滤料不吸收且不与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不被

排气成分腐蚀，并能耐受高温排气。 

采样前检查仪器与设备预处理装置（除湿剂、气液分离装置、滤纸或滤膜）是否有效。

各连接管不可存在折点或堵塞。 

吸收瓶应严密不漏气，多孔筛板吸收瓶发泡要均匀，在流量为 0.5L/min 时，其阻力应

在 5±0.7kPa。 

5.3 工况核查 

5.3.1 核定风量 

核定风量时，应在采样同时记录鼓风机和引风机的风压、风量等信息。初步核算实测风

量与风机额定风量的合理性，若存在不合理情况（如实测风量大于风机额定风量），应立即

现场核实。 

5.3.2 核定二氧化硫排放量 

监测二氧化硫时，可通过核算燃料含硫量，初步核定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应现场向被测单位索要入炉煤质检验数据报告，根据煤质含硫量核算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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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料平衡测算浓度的符合度；如需自测煤质含硫量，应采集现场入炉混合煤样，检测煤质

含硫量，核算二氧化硫实测浓度与物料平衡测算浓度的符合度。若两者相差大于±50%，应

立即查找原因,必要时重新监测或增加抽测频次。现场测算时，脱硫效率按设计量和生产工

艺取值。 

二氧化硫测算可参考公式（3）、（4）。 

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吨）=1.6×燃煤量（吨）×全硫分%×（1-脱硫效率%）                 （3） 

燃油二氧化硫排放量（吨）=2.0×燃油量（吨）×全硫分%×（1-脱硫效率%）                 （4） 

燃气二氧化硫排放量：燃烧 100 万立方米燃气约产生 630 千克二氧化硫 

5.3.3 核定烟尘排放量 

核定烟尘排放量时，应在现场调查企业燃料类型、除尘器设计除尘效率等参数，测算排

放的烟尘量。若实测烟尘量与测算烟尘量相差大于±50%，应立即查找原因，必要时重新监

测或增加抽测频次。烟尘排放量可参照公式（5）计算。 

烟尘排放量(千克)=煤（油）消耗量（吨）×烟尘排放系数（千克/吨）×（1-除尘效率%）       （5） 

普通工业锅炉的烟尘排放参考系数见表 3。 

 

表 3  普通工业锅炉的烟尘排放参考系数 

燃料种类 参考系数 煤型 参考系数 煤型 参考系数 

抚顺煤 73.29 阜新煤 69.43 本溪煤 66.86 

烟台煤 79.71 辽源煤 81.50 通化煤 91.29 

铁法煤 73.93 南票煤 90.00 沈北煤 87.43 

舒兰煤 101.6 蛟河煤 11.19 延边煤 10.6 

鸡西煤 75.86 双鸭山煤 63.00 开滦煤 93.86 

包头西山煤 61.71 大同煤 25.71 阳泉煤 74.57 

原油 0.56 重油 1.60 — — 

5.3.4 核定工业粉尘排放量 

核算粉尘排放量时，有净化处理装置的计算去除量，否则全部为排放量。若实测粉尘量

与测算烟粉量相差大于±50%，应立即查找原因，必要时重新监测或增加抽测频次。工业粉

尘排放量可参考公式（6）、（7）计算。 

工业粉尘去除量（千克）=工业产品年产量（吨）×系数（千克/吨）×去除效率%               （6） 

工业粉尘排放量（千克）=工业产品年产量（吨）×系数（千克/吨）×（1-去除效率%）               （7） 

计算粉尘排放量时，可参考表 4 系数: 

表 4  工业粉尘排放参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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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焦碳 1.4-5.0 铁精矿烧结 4-20 旋转窑 100 

高炉生铁 50-100 铅鼓风炉熔炼 33-35 水泥 50-100 

竖窑 10 冲天炉生铁铸造 8.9-10 石棉 40-80 

注：水泥行业因生产窑和除尘器不同，烟尘排放系数差异较大：竖窑与布袋除尘法参考系数取上限

值；横窑和静电除尘法参考系数取下限值；竖窑与静电除尘法或横窑与布袋除尘法参考系数取中值。 

 

5.3.5 核定氮氧化物排放量 

核定氮氧化物排放量时，可现场测算氮氧化物排放量，与实测氮氧化物浓度对比，若两

者相差大于±50%，应立即现场复核，查找原因。燃料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可参考公

式（8）计算。 

氮氧化物排放量（千克）=燃料消耗量（吨）×排放系数（千克/吨）                         （8） 

计算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量时，可参考表 5 系数。 

表 5  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参考系数 

燃料种类 参考系数 燃料种类 参考系数 燃料种类 参考系数 

煤 10.1 焦碳 9.0 原油 5.0 

汽油 16.7 煤油 7.46 柴油 9.62 

燃料油 5.84 天然气 

20.85 

千克/万标立米 

煤气 

千克/万标立米 

9.5 

 

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可按公式（9）计算。 

生产工艺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千克)=工业产品年产量(吨)×排放系数(千克/吨)             （9） 

计算工艺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量时，可参考表 6 中参考系数。 

表 6  生产工艺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参考系数 

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工艺类型 参考系数 

铁合金 0.05 轧钢 0.04 制浆与造纸 1.5 

碳黑 0.4 生铁出渣 0.076 － － 

 

5.3.6 燃煤量测算 

测算燃煤量消耗时，应现场向被测单位索要入炉煤质检验数据报告，根据煤质热值及锅

炉蒸发量（吨位），测算单位小时燃煤量；如需自测煤质热值，应采集现场入炉混合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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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煤质热值。若实际燃煤量与测算量相差超过±25%，应再次核实现场工况，必要时重新

监测或增加抽测频次。煤质热值测试结果确定的工况可作为工况系数的参考依据。测算方法

可参考附录 B。 

5.3.7 热工仪表核查 

记录锅炉热工仪表输入及输出量，通过热水量及热水升高温度计算热耗量，测算实际生

产负荷。与测试要求负荷比较，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25%），不能达到测试工况要求时，

应立即现场核查，予以纠正。热工仪表核查确定的工况可作为工况系数的参考依据。测算方

法可参考附录 B。 

5.3.8 非燃烧工艺工况核查 

非燃烧工艺工业生产可通过实际生产原材料的消耗、产品产量与相关的设计指标进行比

较，计算其生产负荷。 

工况核查记录可参考附录 A。 

5.4 样品采集 

5.4.1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执行 GB 16297-1996 及有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5.4.2 采样点位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的设置按 GB/T 16157-1996 中 4.2 的规定执行。 

5.4.3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5.4.4 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按 GB/T 16157-1996 的规定执行。 

5.4.5 采样质量控制 

5.4.5.1 排气参数的测定过程 

排气参数测定和样品采集之前，应对采样系统的密封性进行检测。采样系统密封性的技

术参数应符合仪器说明书中的要求。 

温度测量时，监测点尽量位于烟道中心。温度计最小刻度应至少为 1℃，实测温度应在

全量程 10-90%的范围内。 

用奥氏气体分析仪测定烟气成分时，应按 CO2、O2、CO 的顺序进行测定，不得反向操作，

并及时记录操作程序。 

排气压力测定时，应先调节零点，进行气密性复查，S 型皮托管的全压孔要正对气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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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偏差不得超过 10 度。 

5.4.5.2 颗粒物的采样 

颗粒物的采样原则上采用等速采样方法。 

现场监测的流量、断面、压力等数据应与生产设备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实。当监测断面不

规范时，可根据断面实际情况按照布点要求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数量。采样过程跟踪率要求达

到 1.0±0.1，否则应重新采样。 

采用固定流量采样时，应随时检查流量，发现偏离应及时调整。采样后应重复测定废气

流速，当采样前后流速变化大于±20%时，应重新采样。 

5.4.5.3 气态污染物的采样 

除执行 5.4.5.2 要求外，还应达到以下要求。 

气态污染物采样时，应根据被测成分的状态及特性选择冷却、加热、保温措施，并按照

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最低检出浓度选择合适的采样体积。 

使用吸收瓶或吸附管系统采样时，吸收或吸附装置应尽可能靠近采样管出口，并采用多

级吸收或吸附。当末级吸收或吸附检测结果大于吸收或吸附总量 10%时,应重新设定采样参

数进行监测。 

当采样管道为负压时，不可用带有转子流量计的采样器采样。 

测定去除效率时，处理设施前后应同时采样。不能同时采样时，各运行参数及工况控制

误差均不得大于±5%。 

现场直接定量测试的仪器应注意零点变化，测试前后应测量零点，当零点发生漂移大于

仪器规定指标时，需重新测定。 

5.4.5.4 吸收瓶抽检 

使用吸收液采集气态污染物时，应定期对吸收瓶抽检。每批已清洗的吸收瓶抽取 5%检

测其待测物质，若检出，可根据该项目分析精度要求确定吸收瓶是否合格。一旦发现不合格

吸收瓶，应立即对吸收瓶来源及清洗状况进行调查，找出原因，给予纠正。质控记录可参考

附录 A。 

5.4.6 采样记录 

采样记录应全面、详细，可参考附录 A。 

5.5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分析用的各种试剂和纯水的质量应符合分析方法的要求。监测样品应及时分析，

否则必须按监测项目的要求保存，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分析完毕。每批样品应至少做一个全程

空白样，实验室内应进行质控样品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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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标准样品、化学试剂与试液 

按本标准 4.7 的规定执行。 

5.7 监测报告 

按本标准 4.9 的规定执行。 

5.8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比对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5.8.1 比对监测条件 

在线自动监测仪器设备运行应满足 HJ/T 75－2007 和 HJ/T 76－2007 的相关要求。 

5.8.2 比对监测质控基本要求 

5.8.2.1 比对监测数据对 

每次手工监测和在线监测比对监测数据：气态污染物对不少于 6 对，颗粒物、流速、烟

温等样品不少于 3 对。 

5.8.2.2 采样点位 

比对监测采样点位应尽可能与自动在线监测设备保证一致，手工采样位置应满足 HJ/T 

75－2007 中第 6 章规定。 

5.8.2.3 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应满足分析方法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的要求。 

5.8.2.4 数据质量要求 

气态污染物比对监测结果判定时，应用至少 6 个数据的手工测试平均值与同时段烟气自

动在线监测仪器的分钟平均值进行准确度计算，计算方法参见 HJ/T  75－2007 附录 A 中公

式（21）～公式（26）。颗粒物、流速、烟温等样品比对数量至少 3 对（指代表整个烟道断

面的平均值），比对监测结果应满足 HJ/T 75－2007 中 7.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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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记录 

                   企业废水采样记录 

样品编号 采样口名称 
采样

项目 

断面面积

m
2
 

流速

m/s 

采样点水

深 

采样断面类型

（或形状） 
采样时间 样品气味 样品颜色 固定剂 原水样pH值

加固定剂后

pH 值 

             

             

             

             

             

             

             

             

             

             

             

采样点位置：（文字描述）                                                       

 

 

 

采样点位置图： 

 

 

注：采样断面类型包括排水井、排水明渠、暗渠、集水区等；采样断面形状指圆形、矩形、梯形等。 

 

采样人：                                                     企业接待人员：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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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排口废水监测现场工况 

项目 现场情况 情况说明 

企业类型 企业排放废水类型  

排污管线 排污口位置图  

 采样点是否在渠道较直，水量稳定，上游无污水汇入处    

 若不符合上述要求，请说明布点位置及理由  

 采样口是否为多企业共用一个排口或一个企业多个排口中之一    

 若存在上述情况，说明实际采样点位置及设置理由  

采样频次设定 采样频次测定是否符合企业废水排放规律。  

 企业排放规律  

流量测量 企业废水排放流量-时间属于哪种类型 波动较小           波动有规律        波动无规律 

 采用测量方法  

治理设施运行 治理设施是否运行  

 运行记录是否全面  

 运行状况是否良好  

生产负荷 调查企业生产报表及生产记录，测算生产负荷  

 监测时实际生产负荷  

 是否相符，若不相符，说明现场核实结果  

 企业用水量与排水量是否相符  

 若不相符，说明现场核实结果  

记录人：                                      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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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排口水质监测质控记录 

项目 质控内容 质控结果 确认人 

采样瓶 抽检时间   

 抽检数量          

 是否存在检出   

 若存在检出，处理办法及结果   

平行样 平行样数量   

 是否达到 10%   

 平行结果合格率。   

 出现问题的纠正措施。   

全程序空白样品 全程序空白样品数量   

 全程序空白样品检测结果是否异常   

 若存在异常，说明解决办法   

样品运送及保存 采样瓶材质   

 样品是否加固定剂   

 样品是否冷藏保存   

 样品采集至分析的保存时间   

 采样瓶抽检结果   

监测人员：                                                                   检查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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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废气化学法采样记录 

监测的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 

样品编号 项目名称 采样时间 采样点位 
流量 

L/min 

气 温 

℃ 

废气温度 

℃ 

气 压 

KPa 
风 向 

吸收液体积 

ml 

          

          

          

          

          

          

          

          

          

原材料消耗  生产负荷  

采样点位置：（文字描述） 采样点位置图： 

采样人:                                                      企业接待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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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排放烟气监测现场工况 

记录人:                                                     校核人:                                          日期: 

 

项目 现场情况 情况说明 

企业类型 企业产生及排放废气设施类型  

采样点位置 采样点位置图（可附）  

 采样点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若采样环境不符合要求，实际采样点位设置及理由  

 采样口大小   

采样频次 采样频次  

 采样频次是否与废气排放规律相符合  

 若不符合请说明理由  

 样品采集时间及平行测定次数  

流量测量 测量点数量  

 测量点位置  

 布点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若不符合请说明布点理由  

生产负荷 企业生产负荷是否与正常生产相同(工业炉窑生产负荷是否在最大热负荷状态)  

 若监测时生产负荷与正常生产负荷不同,说明实施措施  

脱硫效率 湿法脱硫时，洗涤洗的 pH 值是否为碱性。  

测算 风机风量数值与实测风量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说明核查结果。  

 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预算量与实测量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说明核查结果。  

 耗煤量测算与实际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说明核查结果。  

 热能（热工仪表）测算与实际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说明核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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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气监测质控记录 

项目 质控要求 结果 确认人 

采样装置 采用哪种采样装置   

 是否有除湿除酸装置   

 采集高温高压气体时采样管外是配置加温保暖装置   

 导管是否选用优质硅胶管   

 测量排气水分时，采样管前是否装有颗粒物过滤装置   

采样口 采样前是否清理采样口   

 检测采样孔是否漏气   

 不监测时采样口是否封闭   

采样 用烟尘测试仪测试时，采样管口是否避开涡流区。   

 化学法采样时是否倒吸   

 化学法采样期间校核流量次数   

 采集平行样数量   

监测仪器 仪器使用前是否用流量校准仪进行校准   

 使用烟尘测试仪测试,是否按要求对传感器进行校准。   

 使用烟尘测试仪后是否对仪器进行保养及维护   

 保养方法   

    监测人员：                                        检查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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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锅炉运行负荷核查方法 

B.1 蒸汽锅炉 

B.1.1 蒸汽锅炉负荷 

蒸汽锅炉的负荷，是指锅炉的蒸发量，即锅炉在单位时间内能产生多少重量的蒸汽，单位

为 t/h。 

B.1.2 蒸汽流量表法 

在吨位较大的锅炉上，一般都配有蒸汽流量表，通过流量表便可以直接计算出锅炉每小时

产汽量。测试前应校准流量表。 

B.1.３ 量水箱法： 

对于吨位小的锅炉常用量水箱法计算锅炉运行负荷。该法是利用测量水箱中的水位变化计

算出锅炉的给水量，折算出锅炉的蒸发量。给水量按公式 B（１）计算 

给水量(吨)=水位差(米)×水箱面积(平方米) ×水密度（吨/ m
3
）………B（1） 

一般应用两只水箱,一只为量水箱,一只为耗水箱。量水箱应位于耗水箱的上面,其容积应不

小于 0.5 立方米,耗水箱容积应比量水箱稍大一些。水箱装好后应校准量水箱,校准方法可用重

量法。量水箱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口径不能太小,以保证放满和排空所需的时间比耗水箱所需要的

时间小。用此法记录水量时供水管路和水泵不能漏水，如发现漏水，必须及时检修，修好后方

可使用。 

B.1.４ 水表法 

锅炉给水量的测定亦可用水表法，常用自来水水表。由于锅炉给水往往是间断的，加之水

表本身也有较大的误差，这些会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为了准确地测量出给水量，可连续几小

时记录水表读数，然后算出平均每小时给水量，最后确定出锅炉的蒸发量。在用水表法测定锅

炉蒸发量时，锅炉绝对不允许排污，连续排污也要停止。 

B.2 热水锅炉 

热水锅炉的负荷指锅炉单位时间内产生多少热量,单位为 MJ/h。 

旧制单位为 kcal/h,1kcal=4.186kJ。旧制 60×10
4
kcal/h 相当于 1t/h 的蒸汽，换算成法

定计量单位 MW（兆瓦），相当于 0.7MW。计算方法见下式: 

60×10
4
kcal/h×4.186kJ/kcal=2512MJ/h 

2512MJ

3600S
=0.6978MJ/S≈ 0.7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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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锅炉负荷按公式 B（2）计算: 

Q =

3( ) 10

3600
c j

G i i −− ×
……………………………………B（2） 

式中： 

Q—热水锅炉的运行负荷，单位 MW； 

G —循环水量，单位 kg/h； 

ci —出水热焓，单位 kJ/kg，需查阅饱和水和饱和蒸汽热焓值。 

ji —回水热焓，单位 kJ/kg，需查阅饱和水和饱和蒸汽热焓值。 

根据水的热力学性质，在常用温度范围内，(ic－ij)值与〔4.186×(tc-ti)〕值的误差在 0.1%

范围内，因此在查找饱和水和饱和蒸汽热焓值有困难时，热水锅炉的运行负荷，亦可按公式 B

（3）计算： 

( )4.186 G

3600
c i

t t
Q

× × −
= ……………………………B（3） 

式中： 

ct —锅炉出水温度，单位℃ 

it —锅炉回水温度，单位℃ 

可见只要掌握G 、 ct 、 it 三项参数，即可计算出热水锅炉的发热量，三项参数的测量方法

如下： 

a) 循环水量 

在回水管上安一块热水流量表，较大吨位的锅炉有的本身就带有流量表。如条件允许，亦

可用超声波流量计计量循环水量。 

b)出水和回水温度 

在出水管和回水管上分别装上较精密的带套管的温度计，定期记录出水和回水温度，算出

平均温度。 

B.３ 运行负荷的间接控制法 

前两章介绍的均为直接控制法。若条件不具备时，亦可用间接控制法即燃煤量控制法。首

先确定出额定负荷下锅炉燃煤量Ｂ０，再根据锅炉的实际燃煤量Ｂ，便可估算出锅炉负荷率，

可按公式 B（４）计算： 

0

100%
B

E
B

= × ……………………………………B（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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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锅炉负荷率，单位％； 

B —锅炉实际燃煤量，单位 kg/h； 

0B —额定负荷下锅炉燃煤量，单位 kg/h。 

额定负荷下燃煤量可用下述两种方法计算： 

a) 通过蒸汽和水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热焓计算额定负荷下的燃煤量。 

对于蒸汽锅炉按公式 B（５）计算： 

( )'' '

0

100
L Z

D i i
B

Q

rW

η

−

=
×

−
或

( )'' '

0

L Z

D i i
B

Q η

−
=

×
………………B（５） 

 

对于热水锅炉按公式 B（６）计算： 

( )
0

c j

L W

G i i
B

Q η

−
=

×
…………………………………B（６） 

式中： 

D—锅炉额定蒸发量，单位 kg/h； 

''i —蒸汽锅炉在某绝对工作压力下的饱和蒸汽热焓，单位 kJ/kg，需查阅饱和水和饱和蒸

汽焓； 

'i —给水热焓，单位 kJ/kg，需查阅饱和水和饱和蒸汽焓； 

LQ —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 kJ/kg； 

zη —蒸汽锅炉热效率，单位％，取６０－７０％； 

wη —热水锅炉热效率，单位％，取６０－７０％； 

r —汽化潜热，单位 kJ/kg，需查阅汽化潜热值； 

W —蒸汽湿度，单位%。 

b)根据额定负荷下的有效利用热，求额定负荷下的燃煤量，按公式 B（7）计算： 

0

0

L

Q
B

Q η
=

×
………………………………………B（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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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 —额定负荷下的有效利用热，单位 kJ/h。 

1)对于蒸汽锅炉 0Q 按每 kg 蒸汽需要 2512kJ 的热量计算，如计算 2t/h 锅炉的 0Q ： 

0Q =2512×2000=5024×10
3
kJ/h。 

2)对于热水锅炉 0Q 按每 MW 需要 36×10
5
kJ/h 热量，如计算 0.7MW 的锅炉在额定负荷下的

发热量 0Q ： 

0Q =36×10
5
×0.7=25.2×10

5
 kJ/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