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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环境监测的需要，在国家相关政策及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下，全国

各地排污企业开始陆续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污染源

在线监测系统网络，为国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提供了必要的监测数据。 

污染源在线监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单纯的监测数据在日益复杂的环境形势下显得力不从

心。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可以说，这条纲领性的规定为环境保护的发展，特别是为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的利用指明了方向。 

利用在线监测数据对排污总量进行监控，达到减排的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1 的江苏省南通市。

最近几年，一些比较先进的省市开始在全省进行试点，并逐步推进这项工作。目前了解到主要有江苏省、

浙江省、四川省、河北省、山东省、福建省等。在这项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必然先有标准才能规范执行，

因此各地制定了自己的地方标准，并按照当地的标准进行建设，例如四川省、河北省等省份。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制定一个开放的国家标准，统一规范总量监控设备，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鉴于此，编制单位向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本标准制定申请，经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批准立

项，并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和领导下制定本标准。 

1.2 主要工作过程 

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国内最早提出 IC排污监管理念并进行 IC卡排污总量监控项目

实施的单位。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参与了国内绝大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相关监控项目的竞标，在江苏

省、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山西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份承建了大量相关项目的建设

与运行维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环保在线监控领域系统平台建设方面非常专业化的公司。开发了

国家环境监控信息系统、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及基础数据库系统等，《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

统数据传输标准》主要编制单位，参与编制了《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的相关专家在水、电、气等计量方面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并且在相关行业

标准制定方面具有权威性。 

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北省相关总量监控项目实施中，总结了大量现场相关施工经验，率

先制定了总量监控设备企业标准，在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备案并做了委托测试。 

江苏天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环保行业的公司，在刷卡排污总量控制系统开发和应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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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累了相关的经验。 

2014 年 8 月，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修订自身企业标准时，咨询了西安交大长天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计量标准制定专家、河北德茂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河北云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致认识到制定国家标准的必要性。 

2014 年 10 月，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目前国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相关的系统和设

备进行了解，主要有：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采集仪及总量监控系统平台、福州福光水

务科技有限公司的污染物总量（刷卡排污）控制系统、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刷卡排污系统、江

苏三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在线监测与分析系统、四川省 IC 卡排污项目建设地方标准、河北德茂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河北省 IC 卡总量监控试点项目等。 

2014 年 12 月，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起草该标准咨询了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标准的相关领导，并得到大量有益的建议。同月，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和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向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递交了标准制订立项申请书。 

2015 年 1 月，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计量监

督检测院、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经过协商，决定成立标准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系统总量控制仪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 

2015 年 4 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申请专家论证会，标准起草委员会就标准立项

申请及标准起草工作事项向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标准制定的相关领导和专家进行了汇报。 

2015 年 7 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制修订项目（第二批）的公示”中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系统总量控制仪技术规范》进行了公示。 

2015 年 7 月，中环协〔2015〕48 号文件“关于下达 2015 年度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制修订计

划项目（第二批）的通知”，批准《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仪技术要求》的制定。同月，苏州天一信德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河北云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委员会，确定了编制人员并进行了编制工作

的分工。 

2015 年 9 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召开标准（初稿）的专家论证会，标准起草委员会向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标准相关领导和专家汇报了标准初稿起草的有关工作事项，专家论证会上，中

国环境保护协会相关领导和与会专家针对该标准初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使该标准得到进一步完

善。 

2015 年 12 月，标准委员会各编制成员在苏州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针对标准（初稿）专家论证会

上专家的建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后修改后上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审核。 

http://www.fuguangwater.com/system_sec_list.php?ID1=387&ID2=403
http://www.3ctech.com.cn/gscp/hjjc/2013-08-16-1758.html?subChannelID=%7b99cf86a1-c884-40e1-bcbd-212380058ae5%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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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完成初稿的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2016 年 2 月，标准委员会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上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1.3 编制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 

 苏州天一信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德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 

 河北云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张香计、林宣雄、赵贵、黄必胜、王淑建、方静、于小冬、周建彬、黄睿、陈卫兵、王程松、周子

建、倪俊、秦波、李江峰、张钊、陈建斌、王龙、李玄晔。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仪（以下简称“总量监控仪”）的技术性能要求和性能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环保领域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仪的选型使用和性能检测。总量监控仪与污染

物排放总量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之间进行通信时，涉及到与总量监控有关的通信协议不

属于本标准的定义范围。 

2.2 术语和定义的解释 

2.2.1 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系统 

由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及过程（工况）实施在线监测（监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仪、污染

物排放总量监控中心以及通讯网络组成的系统。 

2.2.2 总量监控仪 

可以采集污染源在线监测及过程（工况）等参数，计算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可以读取存储在排污

企业用户卡上的预设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等相关数据；可以接收监控中心下发的数据和指令，对污染

物排放总量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处理结果向相关部门和排污企业提供数据、提示、报警、控制等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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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监控装置。 

2.2.3 监控中心 

安装在各级排污主管部门，接收、审核、发送污染物排放总量等相关数据，并按照规定对相关数据

和指令进行操作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 

2.2.4 监测仪表 

安装于监测站点的在线自动监测仪表，如流量计、水质监测仪、烟气监测仪等。 

2.2.5 排污控制装置 

安装在污染源排放口，可以控制污染物进行排放的装置。例如排污泵、电动阀门装置等。 

2.2.6 集成电路卡（IC卡） 

内部封装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的 ID-1 型卡（遵循 GB/T 14916-2006 标准的规定）。 

2.2.7 用户卡 

排污主管部门分发给排污企业的 IC 卡。 

2.2.8 污染物允许排放量 

排污主管部门根据地区总量和相关规定分配给排污企业的某种污染物因子在规定时间内的最大允

许排放量。 

2.2.9 污染物剩余排放量 

排污企业剩余的某种污染物（例如 COD 或者 SO2）的排放量。 

2.2.10 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 

按照《国控污染源排放口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中对“使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

规定，根据采集的在线监测数据以及各种状态数据，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进行计算。 

2.2.11 污染物排放总量充值 

具有排污权的企业持用户卡到排污主管部门或相应服务机构充值时，由排污主管部门或相应服务机

构将充值信息传输到监控中心及写入用户卡上，充值信息中包含本次充值的污染物总量数据。 

2.2.12 污染物排放总量储值 

通过网络通信功能或者现场端刷卡功能，将用户充值的污染物总量数据写入总量监控仪并累加到总

量监控仪上的污染物剩余排放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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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污染物排放总量回收 

具有排污权的企业持用户卡到排污主管部门或相应服务机构申请将暂停或者永久停止使用的总量

控制仪上的污染物剩余排放总量收回的过程。 

污染物排放总量回收后，被回收的总量监控仪上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清零。但被回收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仍属于排污企业所有。 

2.3 技术要求解释 

2.3.1 环境适应能力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GBT 18268.1-2007 测量、控制和实

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以及总量监控仪的安装使用环境，其适应温度环境能力、适应湿度

环境能力、抗振动性能应符合 GB/T6587-2012 II 组的要求，抗电磁干扰能力应分别符合 GB/T18268.1、

GB/T17626.2、GB/T17626.3、GB/T17626.4、GB/T17626.5 中第 3 级试验等级的有关要求。 

2.3.2 总量监控仪的构成及功能要求 

总量监控仪由数据采集单元、IC 卡及读卡器单元、输出控制单元、数据存储单元、数据传输单元、

电源及不间断电源（UPS）单元、人机界面单元、数字量单元等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总量监控仪组成示意图 

2.3.2.1 数据采集单元 

总量监控仪应至少具备 32 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支持 4mA～20mA 电流输入或者 0V～5V 电压输

入，模拟量数据采集误差小于 1‰。32 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数量是根据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

系统的要求来确定的。模拟量数据采集误差是根据《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

输仪技术要求》来确定的。 

总量监控仪应至少具备 8 个开关量输入通道，用于接入各种开关量的通、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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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开关量输入通道的数量根据《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以及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系统的要求，结合实际应用中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的。另外根据实际使

用情况，现场数字量信号类型很少是电平信号，绝大多数是开关量信号，因此开关量输入通道要求能够

检测开关量状态，而不是电平信号。 

2.3.2.2 数字量单元 

总量监控仪应至少具备 8 个 RS232（或 RS485）数字通道，用于连接监测仪表及企业污染物排放总

量数据对外公示。目前，很多环保在线监测仪表数据采集是采用数字量单元，有流量、COD、氨氮、

PH、重金属等，如果再加上 GPRS 通信，《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

要求》中要求的 5 个 RS232（或 RS485）接口数量太少，满足不了现场测量的需求，因此将数字量接口

确定为 8 个。 

总量监控仪应至少具备 2 个以太网接口，用于各种通信。2 个以太网接口也是为了适应现场多种以

太网通信方式的情况。 

2.3.2.3 输出控制单元 

总量监控仪应至少具备 8 个开关量输出通道，用于现场提示及报警控制等功能，继电器触点容量

不低于 5A/250VAC，5A/30VDC。现场提示、报警、控制水泵、阀门等至少需要 5 个继电器才能满足要

求，因此确定为至少 8 个继电器输出通道。 

2.3.2.4 IC卡及读卡器单元 

IC 卡读卡器应该支持符合 GB/T 16649 规定、且存储容量不低于 256 个字节的加密卡。总量监控

仪应对 IC 卡数据的读取采取安全保密措施。根据表 1 所确定的 IC 卡内部数据存储空间定义，可以计算

出 256 个字节的 IC 卡，至少可以保存 18 种污染物的充值量。对于排污企业来说应该足够满足实际需求。 

一张用户 IC 卡，宜满足一个排污用户多个排污口的总量监控仪的储值功能。一个排污许可证对应

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对应一张 IC 卡，因此一张 IC 卡应该满足企业多个排污口的使用要求。企业持用户

卡可以在多个排污口的总量监控仪进行储值操作。 

IC 卡的内部数据存储空间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IC卡内部数据存储空间 

地址 

（字节） 
存储数据描述 

1 至 17 排污许可证编号 

18 至 32 发卡者编码 

33 气排放允许（“1”表示允许排放，“0”表示禁止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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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气排污口数量 

35 气污染物允许排放种类数量 

36 水排放允许（“1”表示允许排放，“0”表示禁止排放） 

37 水污染物允许排放种类数量 

38 水排污口数量 

39 至 44 备用 

45 至 54 污染物因子 1 代码（占用 6 个字节）+充值量（占用 4 个字节） 

55 至 64 污染物因子 2 代码（占用 6 个字节）+充值量（占用 4 个字节） 

…… …… 

45+(n-1) ×10 至 54+(n-1) ×10 污染物因子 n 代码（占用 6 个字节）+充值量（占用 4 个字节） 

55+(n-1) ×10 至 61+(n-1) ×10 
充值日期：年+月+日+时+分+秒（BCD 码，年占用 2 个字节，例如 2015 年 08 月

10 日 09 时 36 分 45 秒，则分别为 20H 15H 08H 10H 09H 36H 45H。 

62+(n-1) ×10 至 63+(n-1) ×10 CRC 校验位 

注 1：污染物代码是指满足 HJ 524、HJ 525 中规定的污染物名称代码。 

注 2：充值量为长整型，低字节在前，充值量单位为公斤。 

注 3：CRC 校验位为从地址 1 开始到 CRC 校验前的所有数据，校验应符合 HJT212 的规定。 

注 4：其余未说明数据为单字节十六进制数据。 

2.3.2.5 数据存储单元 

总量监控仪能够存储所采集到的监测仪表的实时数据以及根据实时数据计算的总量数据，同时能够

存储由监控中心下发的经过审核的各时段污染物总量数据。总量监控仪的存储容量要求不低于 18 个月

的小时数据和日数据。存储单元应具备断电保护功能，断电后所存储数据应不丢失。 

保存 18 个月的历史数据是为了满足数据查询的需求。 

2.3.2.6 数据传输单元 

数据传输单元应采用可靠的数据传输设备，保证连续、快速、安全、可靠地进行数据传输，通信协

议数据格式应该满足 HJ/T 212 中规定的数据格式。 

数据传输单元应具有包括以太网、光纤、VPN、ADSL 等有线通信功能，离线率低于 1%。 

数据传输单元应具有国内主要移动运营商提供的无线网络通信功能，离线率低于 5%。 

2.3.2.7 电源及不间断电源（UPS）单元 

根据 GB/T6587 通用技术规范，要求输入电压（220 ± 22）V，输入频率（50 ± 2.5）Hz 条件下，总

量监控仪能正常工作。 

总量监控仪应自带备用电池或配置 UPS 不间断电源，在市电中断情况下能保证总量监控仪连续工

作时间不低于 3 个小时，并且在市电中断时能够向监控中心发送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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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 人机界面单元 

总量监控仪应自带显示器，具有友好的人机交互功能；能够显示实时数据、小时均值、日均值、小

时总量、日总量、充值记录、月剩余总量、年剩余总量、月允许排放量、年允许排放量、报警信息等，

并可进行历史数据查询。 

2.3.2.9 总量计算功能 

总量监控仪能够根据在线监测数据及各种状态数据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时段数据进行计算，计算方

法应符合《国控污染源排放口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的规定，根据计算结果能够对相应的剩余污染排

放总量进行扣除。 

2.3.2.10 污染物剩余排放量回收功能 

总量监控仪能够接收监控中心下发的相应污染物剩余排放量收回指令。总量监控仪收到指令后，能

够将相应污染物剩余总量清零，并保存清零记录供查询。 

2.3.2.11 防病毒功能 

总量监控仪应具有硬件/软件防病毒、防攻击机制。 

2.3.2.12 数据保密功能 

总量监控仪具备权限分级管理功能，能够根据相应权限调取相应的数据。 

2.3.2.13 时钟及自动校时功能 

总量监控仪的时钟误差小于 0.1‰，能够接受监控中心的自动校时。《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时钟误差的要求是 0.5‰，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算，那么 24 个小时

的计时误差是 43.2 秒。这个误差太高，需要系统频繁校时。实际工作中的数采仪都远高于 0.5‰，因此

选择 0.1‰。 

2.3.2.14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总量监控仪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要求不低于 1 440 个小时。 

2.3.2 外观要求 

仪器应在醒目处标识产品铭牌，铭牌标识应符合 GB/T13306 的要求。 

显示器无污点。显示部分的字符均匀、清晰、屏幕无暗角、黑斑、彩虹、气泡、闪烁等现象。 

总量监控仪外壳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表面应无裂纹、变形、污浊、毛刺等现象，表面涂层均

匀，无腐蚀、生锈、脱落及磨损等现象。产品组装坚固、零部件无松动。按键、开关等控制灵活可靠。 

2.3.3 安全性能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GB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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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用电气设备安全通用要求》，总量监控仪的介电强度（耐压）应符合 GB/T6587 的要求，在试验电压

条件下，总量监控仪不应出现击穿或重复飞弧。保护接地应符合 GB/T6587 的规定。 

2.4 检测方法解释 

2.4.1 检测条件 

2.4.1.1 检测环境 

a) 环境适应能力的检测环境 

适应温度环境能力、适应湿度环境能力、抗振动性能应符合 GB/T6587-2012，5.9 中 II 组的要求，

抗电磁干扰能力应分别符合 GB/T18268.1、GB/T17626.2、GB/T17626.3、GB/T17626.4、GB/T17626.5 中

第 3 级试验等级的要求。 

b) 模拟量数据采集精度的检测环境 

分为常温检测环境模拟量数据采集精度、温度性能试验后模拟量采集精度、湿度性能试验后模拟量

采集精度、抗振动性能试验后模拟量采集精度。 

c) 其他功能的检测环境 

其他功能检测应该在温度性能试验、湿度性能试验、抗振动性能试验之后，在电磁兼容和安全性能

试验之前进行。检测期间，环境温度在15℃～35℃之间，相对湿度在25%～75%之间，大气压力在86kpa～

106kpa 之间。 

2.4.1.1 电源电压 

检测期间，交流供电电压满足：220 *（1±10%）V，电压频率满足：50 *（1±5%）Hz。 

2.4.2 检测准备 

在功能检测前，根据总量监控仪的使用说明书对必要的连线进行连接，完成相关设置，并加电预热。 

2.4.3 环境适应能力检测方法 

符合 GB/T6587-2012 II 组、GB/T18268.1、GB/T17626.2、GB/T17626.3、GB/T17626.4、GB/T17626.5 

中第 3 级试验等级的有关要求。 

2.4.4 性能检测方法 

2.4.4.1 数据采集单元 

2.4.4.1.1 数据采集单元模拟量接口 

由于总量监控仪既支持 4~20mA 电流输入又支持 0~5V 电压输入，因此电压和电流都需要检测，检

测方法依据《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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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准电流源的模拟输出信号接到总量监控仪的模拟量 4~20mA 电流输入端，在总量监控仪的量程

范围内三次改变电流源的输出，分别记录标准电流源的显示值 VS1、VS2、VS3 和总量监控仪的电流显

示值 VT1、VT2、VT3，按式（1）计算采集误差 ΔV： 

( )
%100×

)()()(max
Δ

332211

M

VSVTVSVTVSVT
V

-,-,-
＝   …………………（1） 

式中： 

ΔV           ——采集误差； 

VT1、VT2、VT3——总量监控仪的电流显示值； 

VS1、VS2、VS3——标准电流源的电流显示值； 

M                        ——总量监控仪的测量范围（量程）。 

将标准电压源的模拟输出信号接到总量监控仪的模拟量 0~5V 电压输入端，在总量监控仪的量程范

围内三次改变电压源的输出，分别记录标准电压源的显示值 VS1、VS2、VS3 和总量监控仪的电压显示

值 VT1、VT2、VT3，按式（2）计算采集误差 ΔV： 

( )
%100×

)()()(max
Δ

332211

M

VSVTVSVTVSVT
V

-,-,-
＝   …………………（2） 

式中： 

ΔV           ——采集误差 M—总量监控仪的测量范围（量程）； 

VT1、VT2、VT3——总量监控仪的电压显示值； 

VS1、VS2、VS3——标准电压源的电压显示值； 

M                        ——总量监控仪的测量范围（量程）。 

2.4.4.1.2 数据采集单元开关量输入接口 

将总量监控仪的任意开关量输入端用导线短接，查看总量监控仪上对应的开关量输入状态是否变

化。 

2.4.4.2 数字量单元  

对总量监控仪的任意 RS232/RS485 数字量接口进行配置，然后通过计算机给总量监控仪对应的

RS232/RS485 接口发送 HJ/T-212 格式的数据包，总量监控仪上能够正确显示数据包中对应的参数值。 

2.4.4.3 输出控制单元 

当接收到控制指令后，总量监控仪能够控制相应的继电器进行动作。 

2.4.4.4 IC卡及读卡器单元 

用户卡上的某种污染物因子总量充值 1 000 千克。在总量监控仪连接到模拟监控中心后，将用户



 

11 

卡正确放在总量监控仪读卡器内，总量监控仪应能准确显示该 IC 卡各种污染物剩余未充值量，在总量

监控仪上输入本次要充值的数量，总量监控仪能够准确充值，并形成充值记录。 

在总量监控仪未连接到模拟监控中心的情况下，将用户卡正确放在总量监控仪读卡器内，总量监

控仪应该提示用户在未联网情况下不能充值的提示，并形成充值记录。 

用未授权的 IC 卡在总量监控仪读卡器上读卡，总量监控仪能够给出错误提示并在总量监控仪上生

成报警记录。 

2.4.4.5 数据存储单元 

让总量监控仪的测量参数达到 32 个，记录此时的存储剩余空间 V1，使总量监控仪不间断运行 10

天后，再记录其存储剩余空间 V2，则 10 天数据占用存储空间为（V1-V2）。由此推论 18 个月数据占用

空间为 54 ×（V1-V2）。为了保证能存储 18 个月的历史数据，必须满足 54 ×（V1-V2）< V1，因此得出

（V1 / V2）< 1.018 9。 

根据总量监控仪说明书提供的数据导出方式，查看能否将数据导出。 

2.4.4.6 数据传输单元 

总量监控仪连接到模拟监控中心后，在模拟监控中心记录总量监控仪一个月的离线时间，计算其离

线率，离线率=离线时间（小时）/720 小时。有线方式离线率低于 1%。无线方式离线率低于 5%。 

2.4.4.7 电源及不间断电源（UPS）单元  

按照总量监控仪的充电要求，将总量监控仪的 UPS 或者电池充满电，然后将总量监控仪的外部市

电中断，查看模拟监控中心能否收到总量监控仪的报警信息，查看总量监控仪的报警控制继电器是否动

作。观察断电后 UPS 或者电池能否满足技术要求。 

2.4.4.8 人机界面单元 

目测并手动操作。 

2.4.4.9 总量计算功能 

将标准信号源 1 连接到总量监控仪的一个模拟量输入端（代表流量信号），将标准信号源 2 连接到

总量监控仪另一个模拟量输入端（代表某污染源监测因子浓度信号），对总量监控仪的流量及监测因子

的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检测过程中保持标准信号源 1 和标准信号源 2 的输出不变。 

从某时刻开始，经过一段时间后记录 T 时段（最少时段：1 个小时）内总量监控仪上的某监测因子

的排放量 Dt（单位：公斤）；按照环办[2011] 8 号《国控污染源排放口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中污染

物排放量计算方法计算 T 时段内某监测因子的标准排放量 Di（单位：公斤）。查看总量误差值是否满

足公式（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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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
-

i

it

D

DD
  …………………………………（3）

 

式中： 

Dt——T 时段内某监测因子的排放量； 

Di——T 时段内某监测因子的标准排放量。 

查看总量监控仪上的剩余排放量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扣除。
 

查看总量监控仪上的剩余排放量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扣除。 

2.4.4.10 污染物剩余排放量回收功能 

模拟监控中心向总量监控仪下发污染物剩余排放量收回指令，总量监控仪能够将存在本机的污染物

剩余排放量清零，并将清零记录存储在本机供查询。 

2.4.4.11 防病毒功能 

目测并手动操作。 

2.4.4.12 保密功能 

目测并手动操作。 

2.4.4.13 时钟及自动校时功能  

按照说明书，根据标准时钟对总量监控仪进行校时，总量监控仪连续运行 48 个小时，计算总量监

控仪走过的时间 Th（s）和标准时钟走过的时间 Ts（s），按式（4）计算计时误差 Δt： 

∆t＝（Th－Ts）/ Ts×100%  ………………………………（4） 

式中： 

Δt——计时误差 

Th——总量监控仪走过的时间，s； 

Ts——标准时钟走过的时间，s。 

按照《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的格式要求模拟监控中心下发设

置时钟指令，总量监控仪的时钟能够被修改为与模拟监控中心一致。 

2.4.4.14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MTBF） 

将总量监控仪连接好，以 1 小时为单位存储数据，不断电连续运行 60 天，运行期间应无任何故障；

从模拟监控中心提取历史数据，应能完整显示 60 天的小时数据。 

2.4.5 外观检测 

目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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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安全性能检测方法 

介电强度（耐压）按 GB/T6587-2012，5.8.2 中的检测规定和方法进行检测，在试验电压条件下，

总量监控仪不应出现击穿或重复飞弧。保护接地按照 GB/T6587-2012，5.8.3 中的规定方法进行检测。 

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依次进行了标准立项申请论证会、标准立项公示和初

稿专家论证会，针对专家意见和各方反馈的意见，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标准起草委员会进

行了逐条应答说明和修改。 

4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未引用国际标准。 

5 标准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对我国总量监控系统标准体系的完善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总量监控仪的设计及制造，能够有效指导我国污染物总量监控项目的建设，

避免环保项目重复建设，减少地方壁垒，为国家节省投资。可有效提升环保深度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

逐步从点末端的监管方式延伸到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企业治污设施全过程监管的方式上来，促进企业提高

管理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总量减排提供有效的管理手段，从而保证排污减排工作的顺利推进，达到保

护环境的目的。 

本标准的制定和出台，统一了总量监控仪技术性能要求，保证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为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落地和排污权交易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支撑。 

6 贯彻协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了更好地贯彻本协会标准，让本标准在排污减排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 

a) 本标准发布后，以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名义发放到国家环保部有关部门、地方相关环保部门以

及地方环保协会，并组织标准的解读和培训工作； 

b) 组织开展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控仪设备环保认证方面的工作，没有通过环保认证的产品不符合国

家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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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尽快修订《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补充完善关于总量监

控仪的相关通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