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控印章

文 件 修 订 履 历 表

序号 页 码 版 本 修 订 描 述 修订者 生效日期

特别提醒：

本文件由行政人力资源部颁发，属本公司保密文件，未经文控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复印与外借。

运作程序是公司运作的法律准绳，各位务必严格按文件执行。

文件名称： 废水、废气排放口在线

监测监控系统管理规定

文件编号：

编制部门：

DJE-GWI-0217-021

安环部

文件版本： A/O 版

生效日期： 2018/08/27

编 制/日 期 审 核/日 期 审 批/日 期 签 发/日 期

1

2



废水、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管理规定

编号： DJE-GWI-0217-021

版次：A/0

页码：第 1页 共 5页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2 目的

为加强在线监测系统管理，减少因人为或仪器问题造成的设备故障、异常超标等，确保在线监测系统

正常、有效运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操作规程等标准，特制定本文件。

3 引用文件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在线监测仪器现场安装技术要求

深圳市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管理办法 深环[2004]321 号

HJ/T355-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HJT 356-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354-2007T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75-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353-200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无

5 工作职责

5.1 总经理：全面负责在线监测站房、系统的建设、维护与管理工作，确保投入，确保管理到位，确保本

文件的落实。

5.2 EHS 部：负责监督在线监测系统的维护与管理工作的执行，当有异常情况时，协助做好向当地环保局

的汇报工作。

5.3 处理二部

5.3.1 确保废水处理车间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保证废水排放监测数据符合环保要求。

5.3.2 当废水车间生产设施因故障运行、停机检修，废水在线监测数据不合格时必须采取相关应急措施，

将废水排放口的废水调节输入到应急池，确保二次处理达标排放。当在线监测设备故障需维修时，须提前

一天向 EHS 部或相关部门报告，并由 EHS 部向环保部门报告和做好相关记录。

5.3.3 做好日常巡检，当巡检人员发现仪器故障时，应于 1 小时内通知质量技术部门和 EHS 部，相关人员

需在 4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5.4 质量技术部

5.4.1 负责各车间环保样品化验分析工作。

5.4.2 负责在线监测设备故障情况下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人工取样监测分析。

5.4.3 其他配合性的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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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内容

6.1 站房的建设

6.1.1 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当根据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建设、安装自动监控

设备及其配套设施，作为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6.1.2 按要求设立独立的监测站房，监测用房面积不小于 7 平方米，监测用房与排污品采样点的距离不宜

大于 50 米，应安装空调，并保证温度 0－40 摄氏度。监测用房必须有完善、规范的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

应保障供电稳定，避免因稳压等配套不到位原因导致设施运行不正常的。监测站房内应有合格的给、排水

设施，应使用自来水清洗仪及有关装置。监测房内应配备灭火器箱、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或桶等。

6.1.3 站房建设采用套间的方式，须建设玻璃房将在线监测仪单独隔离，并上锁管理。除运维单位外，其

他人员进入玻璃房须获单位总经理书面批准才可进入。单位内部管理人员透过玻璃监视仪器是否有异常情

况。

6.1.4 站房内须安装摄像头，监视在线监测仪和数据传输仪工控机的各项操作活动。

6.1.5 数据传输仪工控机安装时，除了传向环保监督部门与总部外，不得随意增设数据远程传输端口。如

需增加，须报总部安全环保部和单位总经理书面审批。数据传输仪工控机监测系统应具有二级门禁管理权

限，即：操作系统和管理系统分设管理，管理系统人员可通过密码进行参数或系数的设置和查看，操作员

权限只对检测数据结果进行查询、分析等操作。

6.1.6 向总部数据传输的数据采集传输频次、范围（模拟量以及开关量）、接口数据格式、接入方式、加密

方式需遵循《东江环保物联网系统接口规范》。

6.2 调试、试运行与验收

6.2.1 按照《在线监测仪器现场安装技术要求》进行安排与调试，调试连续运行时间不少于 72 小时。试运

行期间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应连续正常运行 60 天。

6.2.2 按照要求，取得以下相关文件：

6.2.2.1 环保部门关于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批复的文件

6.2.2.2 排污口规范化及点位确认的文件

6.2.2.3 安装调试与试运行报告

6.2.2.4 联网报告

6.2.2.5 数据接口测试报告

6.2.2.6 第三方比对监测报告

6.2.2.7 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适用性检测证书

6.2.3 试运行后，应按照各地验收要求组织验收。对于自主验收，须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验

收，后报环保局备案。

6.3 在线监测监控系统运行管理

6.3.1 站房管理

6.3.1.1 保障站房卫生和相应配套设施，建立站房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

6.3.1.2 站房必须有门禁管理，门禁由专人管理。所有进入人员须由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并做好进出记

录，非授权人员严禁进入。

6.3.2 站房内设施与数据管理

https://baike.so.com/doc/6135982-63491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51431-5172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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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在线监测仪机柜必须上锁，钥匙交由运维单位管理，单位内部人员不得获取。检测所用的标准样、

标准器等，交由第三方运维管理，本公司人员不得接触。

6.3.2.2 数据传输仪工控机管理系统密码由运维单位掌握，单位内部人员不得获取。进行参数或系数的设

置时必须有 EHS 部门和质量技术部门同时在场。

6.3.2.3 对于数据传输仪工控机操作界面的数据，限定人员进行抄写、导出与分析，并且，对该些人员须

签订数据保密协议。其他人员不得对数据进行导出、分析等处理。

6.3.2.4 为防止数据异常，单位须安排专人记录在线监测数据，如有发生异常情况，须在 1 小时内上报单

位 EHS 部和质量技术部，相关人员须在 4 小时内处理。具体流程见附件 1。

6.3.2.5 每周内部须进行至少一次废水同步样比对，检测在线监测数据是否异常，并做好记录备查，如发

现异常，须在报告出来后 1 小时内上报 EHS 部和相关部门，相关人员须在 4 小时内处理。

6.3.2.6 每周一至周二，EHS 部应对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并把分析结论与异常跟踪情况汇总上报

事业部 EHS 部与总部 EHS 部。

6.3.3 运维单位管理

6.3.3.1 公司统一委托运维单位进行运营管理，在委托运维单位运维时，应选择取得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

营资质证书所单位，应充分考虑双方权责和损失追偿，在签订合同时设立相应条款。运维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文本送县（市、区）环保局备案。

6.3.3.2 运维单位在维护保养、参数标定变更、故障抢修等问题发生时，管理部门应指定负责人全程跟进

与配合。运维单位进行参数或系数的设置时，必须有 EHS 部门和质量技术部人员同时在场。

6.3.4 日常维护与故障处理

6.3.4.1 各部门不得擅自拆除、闲置监测设备或使其不正常运行。需要拆除、闲置监测设备的，应提前 5

日报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因突发原因导致监测设备发生故障时，必须在故障发生 2 小时内报告环境保护部

门备案，一般故障２４小时内修复，疑难故障 48 小时内修复， 48 小时无法修复的，使用备用整机。无法

在规定时限内修复设备的，应立即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并同时按非自动监测的要求进行排污监测。

6.3.4.2 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更换、停用、拆除等情况必须事先向县级环保部门监控中心报告,说明原因、

时段以及替代监测方案,未经批准擅自停用、拆除设备将依法予以查处。设备维修、更换须在 48 小时内完

成并恢复数据准确、稳定上传,48 小时未能完成则必须采用备用机进行监测,或每天上报不少于 4 组的手工

监测数据,手工采样监测间隔不得超过 6 小时。

6.3.4.3 相关部门应保证每月平均联网率和数据完整率符合当地的要求（一般须 90%以上）。不论何种原因

导致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缺失，均应在 8 小时内报告责任环保部门。

6.3.4.4 在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期间，要采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向责任环保部门污染源监控机构报送数据，

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隔不得超过 6 小时。进行人工监测的检测机构需具有相应的监测资质。

6.3.4.5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应当每小时传输自动监控数据。若连续排放污染物，每天保证有 24 个监测数

据；间歇排放污染物的单位，监测时间由责任环保部门确定。

6.3.4.6 总量控制监测设备闲置 3个月后重新启动、重新安装、改动，或者主要部件维修、更换的，排污

单位必须重新进行校验，并申请验收。

6.4 制度与记录管理

6.4.1 须建立的制度

6.4.1.1 建立在线监测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制度（包括监测站房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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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6.4.1.3 岗位责任制（需上墙）

6.4.1.4 定期校验制度

6.4.1.5 设备故障预防与处置制度

6.4.2 须建立的记录台帐

6.4.2.1 站房进出登记记录

6.4.2.2 设备操作、使用维护保养记录

6.4.2.3 运行、巡检记录

6.4.2.4 定期校准校验记录

6.4.2.5 标准物质易耗品定期更换记录

6.4.2.6 设备故障状况及处理记录

6.4.2.7 异常、缺失数据标记和处理记录（可与以上记录合并）

6.4.2.8 以上记录须安排专人进行保管，存档。记录须保持完好并保存 2 年或以上。

6.5 检查与监督

6.5.1 EHS 部每月检查在线监测的相关管理，包括各记录、各设备维护、各汇报要求、站房管理等方面是

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司的相关规定。对发现的问题，责令相关部门整改。

6.5.2 总经理应定期检查在线监测的管理落实情况，确保本文件的落实。

6.5.3 公司检查发现个人违反本文件或在线监测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可对相关人员实施处罚。对于

违法行为，转送相关政府部门处理。

7 相关文件

无

8 相关记录

无

附件 1：异常应对流程

一、生产设施因故障运行、停机检修等原因可能导致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时的应对

1、确保废水处理车间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保证废水废气排放监测数据符合环保要求。

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2、当废水车间生产设施因故障运行、停机检修等原因可能导致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时，须提前一天向 EHS

部报告。如事出突然，在计划外，则需在发现后 1 小时内向 EHS 部报告。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3、生产部门在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异常记录表上登记，做好记录。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4、EHS 部组织相关材料和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工作。责任部门：EHS 部。

5、总经理或分管副总经理审核汇报材料和汇报工作，并书面批复。责任部门：总经办。

6、EHS 部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并将汇报材料与备案资料留底备查。该项工作须在接到报告后，4 小时内

完成。责任部门:EHS 部。

7、做好生产应急与恢复工作，确保废水处理车间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保证废水废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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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监测数据符合环保要求。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二、在线监测仪器故障，包括由于采样泵、加热管等设备出现故障，导致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或者在线监

测网络异常或者在线监测设备维护期间，无法实现联网的应对。

1、处理二部定期巡查在线监测站房，专人观察与记录在线监测数据，发现异常时，应于 1 小时内通知质

量技术部门和 EHS 部。如是在线监测设备日常维护，则须提前一天通知质量技术部门和 EHS 部。责任部门：

处理二部。

2、生产部门立即通知运维单位到现场处理问题，尽快恢复在线监测的运行。责任部门：EHS 部

3、生产部门在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异常记录表上登记，做好记录。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4、EHS 部组织相关材料和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工作。责任部门：EHS 部。

5、总经理或分管副总经理审核汇报材料和汇报工作，并书面批复。责任部门：总经办。

6、EHS 部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并将汇报材料与备案资料留底备查。该项工作须在接到报告后，4 小时内

完成。责任部门:EHS 部。

7、设备维修、更换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并恢复数据准确、稳定上传。责任部门: 处理二部。

8、48 小时未能完成则必须通知华保科技或者有监测资质的单位到现场进行人工监测，把监测数据报送 EHS

部。每天上报不少于 4 组的手工监测数据,手工采样监测间隔不得超过 6 小时。责任部门：处理二部。

9、EHS 部组织相关的材料，经总经理或分管副总经理审批后，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并将汇报材料与备案

资料留底备查。该项工作须在接到报告后，2 小时内完成。责任部门:EHS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