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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
及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运维水平，促进自动

监控设备常态化稳定运行，提高自动监测数据质量，根据《关

于进一步完善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制度的通知》（冀环办字函

〔2021〕274 号）要求，依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和《水污染源在

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355-2019），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所有河北省境内安装使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

排污单位、从事第三方运维服务的运维机构，均应参与运维质

量评价。

第三条 河北省全面实行自动监控设备电子运维表单填报

制度，电子运维表单具有实时性和不可更改性，可以做为现场

监督检查、判定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的电子证据，是自动监

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

第四条 运维人员负责电子运维表单的填报，对电子运维表

单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主要责任。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对电子运维表单填报情况负监督管理责任。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运维机构，是指依法注册成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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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标准及规范，通过合同约定方式提供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备运行维护服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技术服务机构。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自运维，是指排污单位未委托运维

机构，利用排污单位内部或指定的运维人员，对本排污单位安

装使用的自动监控设备进行运行维护的行为。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运维人员，是指具备自动监控设备

运维服务能力、取得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资格证书，从事

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维护工作的人员。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电子运维表单，是指运维人员在运

维工作现场，通过运维 APP 填报、用于记录当次运行维护内容

的电子凭证。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单个点位，是指安装部署在排污单

位现场端、对同一个排放口实施自动监控的有关软硬件设施设

备，包括采样及预处理单元、分析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

站房及附属设施设备等。

第二章 评价内容及方法

第十条 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主要包括自动监控设

备健康度评价、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排污单位运维能力评

价、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四个方面。每自然月一个评价周期，

采取基础分扣减的评分方式实施。《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备运维质量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汇总表（试行）》见附件。

第十一条 自动监控设备健康度评价，是根据设备使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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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故障率等情况对每台设备本身正常运转情况的综合评价。

每台设备基础分值根据使用年限确定：以设备联网传输数据日

期开始计算，使用 1 年以内基础分 100 分，每多使用 1 年，基

础分降低 5 分；设备及采样单元每出现一次故障且修复时间在

24 小时之内的，扣减 10 分，修复时间每多 24 小时加扣 10 分，

1 个月内多次出现故障，扣减分数累加。

第十二条 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是对单个点位实施运维

行为规范性的总体评价，总体基础分值 100 分。主要包括电子

运维表单完整率、传输有效率、设施设备故障次数、日常运维

项目完成情况、质量控制措施实施情况、参数设置的正确性、

故障期应急措施执行情况、废液处理八项评价指标。对未按技

术规范要求完成的指标内容，依权重扣减相应分值，各项指标

扣减分值累加。

（一）电子运维表单完整率指标：每个自然月现场巡检并

填报电子运维表单数量达到或超过 4 次，不扣分，每少 1 次扣

减 10 分；虚假填报电子运维表单行为 1 次扣减 20 分。

（二）传输有效率指标：自动监测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5%

以上不扣分，90%－95%之间扣 5 分，达不到 90%扣 20 分；

（三）设施设备故障次数指标：采样单元、各自动监控设

备每出现一次故障且 24 小时内修复的扣减 5 分，修复时间每多

24 小时加扣 5 分，不同设备故障扣减分数累加。

（四）日常运维项目指标：各运维项目未按技术规范中要

求的维护周期定期维护，单个项目每缺少 1 次扣减 5 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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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项目扣减分数累加。

（五）质量控制措施指标：各自动监控设备进行校准（包

括手工校准和自动校准）、校验、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等

质量控制项目，未按技术规范中要求的内容和周期实施、或未

按规定进行记录的；自动监控设备长期停用重新启用前、或维

修更换主要部件后重新使用，未按规定进行校准、校验或比对

工作的，单个项目每缺少一次扣 10 分，不同项目扣减分累加。

（六）参数设置正确性指标：各自动监控设备设置的量程、

斜率、截距、计算公式、各项参与计算的参数设置不正确，每

出现一次扣 10 分，不同参数设置不正确扣减分数累加。

（七）故障维护期应急措施指标：自动监控设备因故障或

维护等原因较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时，期间未按规定频次采取

人工监测并上报监测结果、或虚假上报监测结果的，每次扣减

20 分。

（八）废液处理指标：对于水质自动分析仪器所产生的废

液未用专用容器予以回收、未按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

单位处理或无法提供危废处理单据的，一次扣减 40 分。

第十三条 排污单位运维质量评价，是对排污单位所有点位

运维质量的综合评价。其中自运维排污单位基础分值根据所属

持证人员人均运维点位数量确定：人均运维 7 个点位及以下的，

基础分 100 分，每人均运维站点数量增加 1 个，基础分减 5 分，

其中对于仅实施单烟尘或单项污染物的监测点位，每 3 个点位

按照 1 个运维点位计算；依托第三方运维机构运维的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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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 100 分。基础分扣减其所有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分数

的平均值，即该排污单位运维质量评价结果。

第十四条 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是对运维机构所承担的

所有运维点位运维能力的综合评价。基础分值根据所属持证人

员人均运维点位数量确定：人均运维 7 个点位及以下的，基础

分 100 分，每人均运维站点数量增加 1 个，基础分减 5 分，其

中对于仅实施单烟尘或单项污染物的监测点位，每 3 个点位按

照 1 个运维点位计算；基础分扣减其负责的所有运维点位扣减

分的平均值，即该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结果。

第十五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现场监督检查，对自动监控设

备进行标定、校准、手工比对等操作时，其系统响应时间、示

值误差、准确度、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指标超出技术规范要

求范围的，对应设备健康度扣减 20 分，对应单个点位运维质量

评价扣减 10 分。现场检查标气、标液标签浓度与实际浓度不符、

超过有效期等情况，每发现一次，对应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

扣减 10 分。

第三章 评价程序、结果及信息公开

第十六条 按季度或按半年实施的校准、校验等质量保证措

施，维护周期内未按规范要求实施的，其扣减分数计入此维护

周期内最后一个月的评价结果中。

第十七条 每个系统校验、实际水样比对周期内，如果污染

源持续处于停产状态，其比对监测工作可延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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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因故障不能正常监

测、采集、传输数据的，应于发生故障后 12 小时内向属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污染物排放期间，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或停运超过

24 小时无法恢复的，应采用手工监测的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状况

进行监测并如实上报监测结果，或者安装使用备用仪器。手工

监测水污染物的频次每天不少于 4 次，每次间隔不超过 6 小时；

手工监测大气污染物的频次每天不少于 1 次。备用仪器使用时

限不超过 30 日，超过时限应对备用仪器组织验收。

第二十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于次月5日前完成上个月运

维质量初评工作，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于次月 15 日前通过

门户网站等渠道，向各排污单位及社会公开发布评价结果，其

中向社会公开的运维质量评价结果应至少包括排污单位运维能

力评价结果和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结果两个方面，省、市两

级发布的评价结果应保持一致。

第二十一条 有关排污单位、运维人员、运维机构对初评结

果有异议的，应当在评价结果正式发布前，向当地生态环境部

门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资料或证据，逾期未反馈意见的，视

为无异议。

第二十二条 运维人员按规范正常运维且自动监控设备正

常运行期间产生的自动监测数据为真实有效数据，可以做为排

放量计算等环境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单台自动监控设备健康度评价连续3个月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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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分，排污单位应主动更换该自动监控设备。

第二十四条 鼓励排污单位选择实力强，口碑好的运维单位

及人员从事自动监控设备运维服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运维质量评价系统的

开发、维护。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工作制度，明确专

门人员，负责运维质量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负责自动监

控设备、自运维人员、运维机构等有关信息的核实、维护等工

作，使各类基础信息完全、准确，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可信。

第二十六条 根据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执行情况，适

时将安装在排污单位现场端的门禁、视频、电量等自动监控设

备，纳入质量评价范围。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由河

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附: 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指标及评分

方法汇总表（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