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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为了执行国家、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贯彻《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规范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调试、验收、运行维护、数据审核等，特制定

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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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固定污染源连续监测中非甲烷总烃测量系统的调试检测、验收方

法、日常运行管理、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数据传输、数据审核和上报数据格式等内容。 

1.2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上海市辖区内安装的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测量固定污

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在线监测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T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及联网技术要求（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3.1 参比方法 

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方法，亦可引用 ISO、EPA方法体系等其它等效检测方法。 

非甲烷总烃采样的参比方法采用《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分析方法采用《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8-1999）。 

3.2 校准 

用标准装置或标准物质对非甲烷总烃 CEMS进行零/跨、响应时间等的检测。 

3.3 校验 

在日常运维中用参比方法对非甲烷总烃 CEMS（含取样系统、分析系统）检测结果进

行比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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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验收 

技术验收由现场验收和联网验收两部分组成。 

现场验收包括对非甲烷总烃CEMS的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测，并用参比方法对非甲烷

总烃CEMS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检测。联网验收包括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现场数据比对

验收和联网稳定性验收三个部分。 

技术验收由区、县或市级环境监测部门实施。 

3.5 比对监测 

区、县或市级环境监测部门用参比方法对日常运行的非甲烷总烃 CEMS技术性能指标

进行不定期的抽检。 

3.6 响应时间 

系统响应时间指从 CEMS系统采样探头通入标准气体的时刻起，到分析仪示值达到标

准气体标称值 9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3.7 零点漂移 

指在未进行计划外的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CEMS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

的读数与零点初始值之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3.8 量程漂移 

指在未进行计划外的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CEMS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

的读数与已知参考值之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3.9 相对准确度 

指参比方法与 CEMS 同步测定烟气中非甲烷总烃浓度，取同时间区间的测定结果组成

若干数据对，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置信系数之和与参比方法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之比。 

4 安全要求 

在易燃易爆的检测现场，须规范检测人员与设备的安全要求： 

4.1 检测人员必须参加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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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检测人员要熟知防火防爆常识，会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4.3设置安全监督员制度，在检测作业和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安全员必须实施全程监督； 

4.4 检测人员必须穿着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工作鞋，在检测现场严禁穿脱和拍打衣服，

不得梳头和追逐打闹； 

4.5火柴、打火机交由安全员统一保管，严禁火种带入检测现场； 

4.6在爆炸危险场所禁止检修检测仪器； 

4.7雷雨天须停止检测作业，防止雷击。 

5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非甲烷总烃 CEMS技术性能指标要求参照下表 1。仪器中非甲烷总烃的测试量程应设

置双量程，低量程范围一般在相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 1.5~2 倍，高量程范围一般为原烟气

的 1.5~2 倍，末端治理设施后端污染源正常排放时使用低量程，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低量

程上限值时仪器应切换成高量程。 

表 1  非甲烷总烃 CEMS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非甲烷总烃 

调试检测 

示值误差 

当量程>200μmol/mol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标准气体的标称值； 

当量程≤200μmol/mol 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2.5%F.S. 

漂移 ±5%F.S. 

响应时间 ≤300s 

准确度 

末端治理设施前 相对准确度不超过 20%，按公式（1）计算 

末端治理设施后 

排放标准≥100μmol/mol时： 

（1）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

时，相对准确度不超过 20%（相对准确度按公

式（1）计算）； 

（2）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

准时，相对准确度不超过 10%（相对准确度按

公式（2）计算） 

排放标准<100μmol/mol时： 

相对准确度不超过 15%（相对准确度按公式

（2）计算） 

验收、比对

监测 

示值误差 

当量程>200μmol/mol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标准气体的标称值； 

当量程≤200μmol/mol 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2.5%F.S. 

漂移 ±5%F.S. 

响应时间 ≤300s 

准确度 末端治理设施前 相对误差不超过±15%，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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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治理设施后 

排放标准≥100μmol/mol时： 

（1）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相对误差按公式

（3）计算）； 

（2）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

准时，相对误差不超过±7.5%（相对误差按公

式（4）计算） 

排放标准<100μmol/mol时： 

相对误差不超过±11.5%（相对误差按公式（4）

计算） 

流速 

调试检测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验收、比对

监测 
准确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温度 

调试检测 准确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验收、比对

监测 
准确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湿度 

调试检测 准确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验收、比对

监测 
准确度 参照 HJ/T 76中指标要求 

注：（1）F.S.示满量程； 

（2）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单位换算 mg/m
3
=0.54×μmol/mol； 

（3）非甲烷总烃 CEMS的比对监测仅涉及准确度的检测。 

6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调试检测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在现场安装运行以后，在接受验收前，应由仪器供应商

对设备进行调试检测。 

6.1 一般要求 

参照 HJ/T76的相关要求。 

6.2 非甲烷总烃 CEMS 示值误差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 5条，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参照 HJ/T76的相关要求。 

6.3 非甲烷总烃 CEMS 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 5条，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参照 HJ/T76的相关要求。 

6.4 非甲烷总烃 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 5条，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参照 HJ/T76的相关要求。 

6.5 非甲烷总烃 CE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6.5.1 当生产设施达到最大生产能力 50%以上时，可进行相对准确度检测。 

6.5.2 非甲烷总烃CEMS与参比方法同步测定，参比方法参照HJ 732相关要求，采用气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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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非甲烷总烃。现场每间隔10分钟采集一次样品。 

6.5.3 取参比方法与CEMS 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每天至少取 9 对有效数据用于

相对准确度计算，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对，连续进行3 天。 

6.5.4 参比方法选用的气袋在采样前应进行空白测试，空白测试的气袋应充入除烃空气或

氮气，在常温和加热到100℃时，按与标准曲线相同的色谱条件进行测定，测定结果应低

于方法检出限。 

6.5.5 参比方法采集的样品，应将气袋加热至100℃后再进行分析。 

6.5.6 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5条，计算公式参照本技术要求公式（1）～（2）及HJ/T76

的相关公式。 

准确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ccd





RM

RA …………………（1） 

                  %100
排放标准限值

ccd



RA …………………（2） 

式中： 

RA——相对准确度； 

——数据对差均值； 

——参比方法测定均值； 

cc——置信系数。 

6.6 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76的相关要求。 

6.7 温度 C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76 的相关要求。 

6.8 湿度 C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76 的相关要求。 

7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技术验收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技术验收由现场验收和联网验收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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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技术验收条件 

7.1.1 排污口安装的非甲烷总烃 CEMS 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应符合《上海市固定污

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及联网技术要（试行）》中的要求，且 CEMS 的安装位

置须事先经区县或市级环境监测部门确认。 

7.1.2根据本技术要求第 6条的内容，进行了 72 小时的调试检测，并提供调试检测合格报

告。 

7.1.3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T 212 的要求，并于在线监测数据接入“上

海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后，提供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自检报告，报告应对数据

传输标准的各项内容做出响应。 

7.2 现场验收内容 

现场验收由仪器技术性能指标验收及参比方法验收两部分组成。现场验收时，只有仪

器技术性能指标均合格后，方可进行参比方法验收。 

7.2.1一般要求 

7.2.1.1对非甲烷总烃 CEMS 进行现场验收应由区、县或市级环境监测部门实施。 

7.2.1.2现场验收期间，生产设备应正常且稳定运行。 

7.2.1.3 若对 CEMS 内部重要元件或整机进行更换，需对 CEMS 再次进行验收。 

7.2.1.4参比方法验收时必须采用有证标准物质，标准物质采用丙烷和甲烷的混合标气，且

在有效期内。 

7.2.2技术性能指标验收内容 

7.2.2.1技术性能指标验收主要包括对非甲烷总烃 CEMS示值误差、响应时间、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的验收，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 5 条，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参照 HJ/T76 的相

关要求。 

7.2.2.2验收前 24小时，CEMS 供应商需对待测 CEMS 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记录设备的

零点和量程读数，以此作为验收时计算 24小时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初始读数。 

7.2.3 参比方法验收内容 

用参比方法 GB/T 16157和 HJ 732验收时，流速、烟温、湿度数据不少于 5个（每个

数据是指该测试断面的平均值），非甲烷总烃数据不少于 9 个，并取测试平均值与同时段

CEMS 平均值进行准确度计算。 

a. 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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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 76的相关要求。 

b. 烟温 

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 76的相关要求。 

c. 湿度 

技术指标、操作步骤和计算公式均参照 HJ/T 76的相关要求。 

d. 非甲烷总烃 

               ………………（3） 

               ……………（4） 

式中： 

Rev——非甲烷总烃相对误差，% ； 

NMHCi ——参比方法测定的非甲烷总烃平均浓度，mg/m
3； 

NMHCCEMS ——非甲烷总烃 CEMS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非甲烷总烃平均浓度，mg/m
3。 

    技术指标同本技术要求第 5 条，操作步骤参照本技术要求 6.5中的相关内容，计算公

式参照本技术要求公式（3）～（4）。 

7.3 现场验收报告格式 

报告包括以下信息：  

a.报告的标识-编号； 

b.检测日期和编制报告的日期； 

c.非甲烷总烃 CEMS 标识-制造单位、型号和系列编号； 

d.包括在系统中的非甲烷总烃 CEMS 的主要组件(检测的单个装置如气体检测器、流速

CMS等)； 

e.安装非甲烷总烃 CEMS的企业名称和安装位置所在的相关污染源名称； 

f.环境条件记录情况（大气压力、环境温度、环境湿度）； 

g.技术性能指标引用的标准及技术指标要求； 

h.参比方法引用的标准及技术指标要求； 

i.所用可溯源到国家标准的标准气体； 

j.参比方法所用的主要设备，仪器等； 

k.检测结果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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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测试单位； 

m.三级审核签字；  

n.备注（技术验收单位认为与评估非甲烷总烃 CEMS 的性能相关的其它信息）。 

7.4 联网验收内容和报告 

联网验收内容和技术指标参照 HJ/T 75、HJ/T212的相关要求。市级环境监测部门应按

委托协议技术提供联网验收报告（结论）。 

7.5 验收结果 

通过现场验收和联网验收指标要求的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纳入本市固定污

染源监控系统，其有效数据将用于相关环境管理工作。 

8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日常运行管理要求 

8.1标准物质的管理要求 

a.标准气体要求贮存在铝或不锈钢瓶中，有效期在 12 个月以上（含 12 个月）的，不

确定度不超过±2％。如果 12 个月后剩余量较多需继续使用时，应重新核查气体浓度，测

定值必须在原保证值的±5％之内。 

b.气体标准物质传递：按规范用一级标准钢瓶气对工作标准钢瓶气进行传递标定，百

分偏差（δ）在±1.5%范围内。至少每 6个月标定一次。 

c.运行维护过程中，若考虑到成本采用自配标样，必须用有证标准物质对自配标样进

行验证，验证结果必须在标准值允许范围内。 

8.2非甲烷总烃 CEMS数据传输有效率每年应达到 75%以上。 

其余要求参照 HJ/T75 中的相关内容。 

9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非甲烷总烃 CEMS 在满足技

术条件下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供有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非甲烷总烃 CEMS

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时，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应缩短下一次校准、维护和校验的

间隔时间。 

9.1 定期校准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运行过程中的定期校准须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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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非甲烷总烃 CEMS 应每 24 h自动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 

b.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非甲烷总烃CEMS至少 30d用零气和高浓度标准气（80%～100%

的满量程值）或校准装置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 

c.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应至少每 3个月校准仪器的零点和量程。 

9.2 定期维护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运行过程中定期维护须做到： 

a.氢气发生器每周添加一次纯净水； 

b.氢气发生器每 2 个月检查一次变色硅胶的变色情况，超过 2/3变色更换变色硅胶； 

c.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零气发生器中的活性炭和 NO氧化剂，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更换； 

d.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氢气发生器电解液，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更换； 

e.至少每 3个月检查一次非甲烷总烃 CEMS 的过滤器、采样管路的结灰； 

f.至少每 3个月检查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9.3 定期校验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投入使用后，定期校验须做到： 

a.至少 3个月做一次标定校验；标定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 

b.当校验结果不符合本技术要求第 5 条中比对监测的技术指标时，则须扩展为评估非

甲烷总烃 CEMS 的准确度或（和）流速 CMS 的速度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直到非

甲烷总烃 CEMS 达到本技术要求第 5条中比对监测的技术指标要求，所取样品数不少于 9

对。 

9.4 比对监测  

区县或市级环境监测部门每年不定期的对非甲烷总烃 CEMS技术性能指标参照本技

术要求 7.2.3条方法进行抽检，但抽检样品数量可相应减少，抽检流速、烟温、湿度数据

不少于 3对（指代表整个烟道断面的平均值），抽检非甲烷总烃数据不少于 6对，抽检结

果须符合本技术要求第 5条的技术指标的要求。 

10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数据审核和处理 

10.1 数据审核流程  

10.1.1市管企业审核流程 

a.审核流程：企业上传至市监控平台的数据由企业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初审，市级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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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站点进行复审。 

b.初审原则：企业可委派企业内部人员或委托第三方每个工作日对上传的在线数据进行审

核，若发现数据缺失或异常情况需对数据进行修约，同时上传 CEMS 数据异常报告（格式

见附录 A），以便复审人员进行核实。 

c.复审原则：市级环境监测部门原则上每 15天对站点进行复审，对异常数据进行重点复核，

其余初审数据统一调阅确认。若 CEMS异常情况较多，可加密审核频次。 

10.1.2区管企业审核流程 

a.审核流程：企业上传至市监控平台的数据由企业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初审，各区县环境监

测部门对本辖区内的站点进行复审，市环境监测中心随机抽取 10%的站点进行终审。 

b.初审原则：企业可委派企业内部人员或委托第三方每个工作日对上传的在线数据进行审

核，若发现数据缺失或异常情况需对数据进行修约，同时上传 CEMS 数据异常报告，以便

复审和终审人员进行核实。 

c.复审原则：各区县环境监测部门原则上每 7 天对本辖区内的站点进行复审，对异常数据

进行重点复核，其余初审数据统一调阅确认。若 CEMS异常情况较多，可加密审核频次。 

d.终审原则：市级环境监测部门每 15天随机抽取 10%的站点进行审核确认。 

10.2 数据审核处理  

参照 HJ/T 75中的相关内容。 

11 数据记录与报表 

11.1 记录 

监测结果记录，按本技术要求附录 B 和 HJ/T 76 的表格形式进行记录。 

11.2 报表 

定期将非甲烷总烃 CEMS监测数据上报，按《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

系统安装及联网技术要求（试行）》中提供的表格形式或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固

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 CEMS 应能自动生成日、月、年报表，报表中应给出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排放累计量以及参与统计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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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CEMS 数据异常报告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CEMS 运维单位： 

CEMS 运维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异常测点名称： 

发生异常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 

恢复正常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 

异常因子： 

 

 

 

异常原因： 

 

 

 

 

 

 

处理结果： 

 

 

 

 

 

 

 

企业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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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附录) 

 

表 B-1  非甲烷总烃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家 

测试地点                            CEMS型号、编号 

CEMS 原理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满量程 

序号 

标准气体或 

校准器件 

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的 

平均值 

示值误差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 
测定值 平均值 

 

 

 

  

 

     

   

 

 

 

  

 

     

   

 

 

 

  

 

     

   

 

 

 

 

 

表 B-2  非甲烷总烃 CEMS 漂移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家 

测试地点                               CEMS型号、编号 

污染物名称                             CEMS原理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满量程 

序号 日期 时间 

检测结果（mg/m3、μmol/mol） 

零点读数 
零点漂移

绝对偏差 %满

量程 

量程读数 
量程漂移

绝对偏差 %满

量程 

备

注 起始 

(Z0) 

最终 

(Zi) 

ΔZ=Zi 

-Z0 
起始 

(S0) 

最终 

(Si) 
ΔS=Si -S0 

1            

2            

3            

4            

5            

6            

7            

8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量程值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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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非甲烷总烃 CEMS 相对准确度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家 

测试地点                               CEMS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样品

编号 

采样时间 

（时、分） 

CEMS读数时

间（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 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 -A 

      

      

      

      

      

      

      

      

      

参比方法平均值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置信系数  

排放标准限值  

相对准确度  

标准气体 

名称 保证值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表 B-4  非甲烷总烃 CEMS 相对误差现场检测记录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家 

测试地点                               CEMS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样品

编号 

采样时间 

（时、分） 

CEMS 读数时

间（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 测量值 

B 

     

     

     

     

     

     

     

     

     

平均值   

排放标准限值   

相对误差  

标准气体 

名称 保证值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