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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 《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等两项国家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２］１８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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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水资源，保障人体健康，加强环境管理，现批准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 《水污染物排

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ＨＪ／Ｔ９１—２００２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９２—２００２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该两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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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配合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指导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工作，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方案的制订、采样点位的设置、监测采样方法、监测频次、

水流量测量、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质量保证和总量核定等的要求。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起草。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０１月０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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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企事业单位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监测，还适用于建设项目 “三同时”竣工验收、

市政污水排放口以及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

２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即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

ＧＢ１２９９７—９１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ＧＢ１２９９８—９１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１５５６２１—１９９５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 （源）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ＨＪ／Ｔ１５—１９９６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ＨＪ／Ｔ９１—２００２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ＣＪ／Ｔ３００８１～５—９３　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ＣＪ／Ｔ３０１７—９３　浅水流量计
ＩＳＯ５５５—１：１９７３　明渠中液流的测量　稳流测量的稀释法　第一部分　恒流注射法
ＩＳＯ５５５—２：１９８７　明渠中液流的测量　稳流测量的稀释法　第二部分　积分法
ＩＳＯ５５５—３：１９８７　明渠中液流的测量　稳流测量的稀释法　第三部分　恒流积分法和放射示踪

剂积分法

ＩＳＯ７４８：１９７９　明渠中液流的测量　速度面积法
ＩＳＯ１０７０：１９７３　明渠中液流的测量　斜速面积法
ＩＳＯ４３５９：１９８３　明渠水流测量　矩形、梯形和Ｕ形测流槽
ＩＳＯ４３６０：１９８４　堰、槽明渠水流测量　三角剖面堰
ＩＳＯ４３７７：１９８２　明渠水流测量　平坦Ｖ形堰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定义

３１　瞬时水样
指从水中不连续地随机 （如时间、流量和地点）采集的样品。

３２　混合水样
３２１　等比例混合水样

指在某一时段内，在同一采样点所采水样量随时间或流量成比例的混合水样。

３２２　等时混合水样
指在某一时段内，在同一采样点按等时间间隔采等体积水样的混合水样。

３３　比例采样器
是一种专用的自动水质采样器，采集的水样量随时间和流量成一定比例，使其任一时段所采集

的混合水样的污染物浓度，反映该时段的平均浓度。

３４　自动采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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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过程通过仪器设备按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的连续或不连续采样。

４　监测方案的制订

４１　监测方案的制订要求
４１１　实施总量监测前应制定统一的监测方案。
４１２　监测方案的制订是排污单位的职责，由排污单位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站
的指导下制订。经地 （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批准。

４２　总量监测的方式
４２１　物料衡算

日排水量１００ｔ以下的排污单位，以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统计排污总量，并按６２４的规定
进行。目前尚没有规定排污系数或物料衡算误差超过３０％的排污单位，按４２２执行。
４２２　环境监测与统计相结合

日排水量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ｔ，小于５００ｔ的排污单位，每年至少监测４次，即每季度或隔月采样监
测，核实其排水量，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总量，并要与环境统计数据进行核对。二者之差超过３０％的
排污单位，按４２３执行。
４２３　等比例采样实验室分析

日排水量大于或等于５００ｔ，小于１０００ｔ的排污单位，使用连续流量比例采样，实验室分析混合
样；或以每小时为间隔的时间比例采样，实验室分析混合样。

４２４　自动在线监测
日排水量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０ｔ的排污单位，流量比例采样或等时间间隔采样方式与自动在线监测系

统配合使用，要逐步实现自动在线监测。

４３　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
４３１　生产概况。包括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状况、产品及主要原辅材料的性质、产品年产量、原辅
料年使用量、年用水量、中间体等内容及工况的控制和记录检查。

４３２　工艺特点及产污环节、生产及排污情况。
４３３　采样点性质、名称、位置和编号。
４３４　排放污染物种类及数量、排放规律、排污去向。
４３５　总量排放限值和总量排放削减、物料平衡、水平衡和污水的循环利用情况。
４３６　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
４３７　采样方式、采样器设备及运行情况。
４３８　采样频次、采样时间、采样量等。
４３９　样品保存及贮运。
４３１０　流量测量和自动监测仪器，测量流量方法和监测方法，监测频次，仪器的维护及注意事项。
４３１１　质量保证要求。
４３１２　数据自动传输及储存情况。
４３１３　数据处理及审核、上报要求及上报方式。
４４　监测方案制订步骤
４４１　准备阶段

收集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４４２　实地调查
组织有关人员深入现场，详细了解排污单位生产和排污、排污规律和监测点位等基本情况。

４４３　制订方案
根据有关资料和实地调查情况，按４２总量监测方式中的要求，并根据４３监测方案的主要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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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制订出详细的监测方案。

４５　监测方案的执行
４５１　总量监测方案须报地 （市）级以上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批准后方可执行。

４５２　总量监测要由资质考核合格的监测单位 （或实验室）按总量监测方案实施监测，排污单位

的监测结果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站审核合格后，才能按污染物排放核定要求

参加排污总量的核算。

４５３　方案可按年度进行调整。当实际生产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可对变化部分进行调整或变更。
监测方案的调整或变更须得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批准。

４５４　如果主导产品和工艺条件改变时，排污单位要重新制订监测方案。

５　采样点位

５１　点位的设置原则
５１１　一类污染物采样点设置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二类污染物采样点设置在排污单位的
总排口。

５１２　在废水外排污口 （以下简称排污口）设置监测点位前，须进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为便于

流量测量，排放一类污染物的车间排污口也须进行规范化整治。

５１３　采样点设置必须能够满足污水测流和自动监测要求。
５２　点位设置

采样点位设置应根据排污单位的生产状况及排水管网设置情况，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所属环境监测站会同排污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环保机构共同确定，并报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

认。

５３　采样点位的管理
５３１　采样点处必须设置明显标志。采样点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动。标志内容包括点位名称、编
号、排污去向、主要污染因子等。排污口按ＧＢ１５５６２１对排放口 （源）要求设置。

５３２　经确定的采样点必须建立采样点管理档案，内容包括采样点性质、名称、位置和编号，采样
点测流装置，排污规律和排污去向，采样的方式、频次及污染因子等。

５３３　排污单位须加强采样点位的日常管理。经确认的采样点是法定排污监测点，如因生产工艺或
其它原因需变更时，应按５２的要求重新确认，排污单位必须经常进行排污口的清障、疏通及日常
管理和维护。

６　监测采样

６１　采样时间和频次的确定原则
采样频次的优化首先要对正常生产状况下的生产周期实施加密监测。生产周期大于２４ｈ，且连续

生产并排污，应进行大于该工艺过程实际需要小时数的过程监测；生产工艺过程小于２４ｈ，生产、排
污连续，应进行大于或等于２４ｈ的过程监测；小于２４ｈ且间歇、不连续生产和排污的，应进行从生
产开始到生产结束的全过程监测。

大于 （或等于）２４ｈ过程监测的采样频次为２ｈ一次，同步测量流量。小于２４ｈ过程监测的采样
频次每小时一次，同步测量流量。

根据加密监测结果，并运用采样频次优化方法，进行采样时间的选择和最佳采样频次的确定，

采集到的水样应能反映排放污染物浓度和总量的实际情况。

６２　采样时间与频次的要求
６２１　废水的采样时间、频次应能反映污染物排放的变化特征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经地方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获得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结果能作为总量控制、总量考核、总量收费等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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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依据。

６２２　废水流量和污染物浓度应同时测量，并尽可能实现流量与污染物浓度的同步连续监测。不能
实施排污总量的同步连续监测时，监测结果应能反映正常和非正常生产状况下的实际污染物排放总

量。

６２３　对不能实行连续监测的排污单位，采样及测流时间、频次应视生产周期和排污规律而定。在
实施监测前，应摸清废水排放规律，并运用增加监测频次 （如每个生产周期采集２０个以上的水样），
进行采样测流时间段的选择和最佳采样测流频次的确定。

对于生产稳定且污染物排放有规律的排放源，可取２４ｈ混合样。排污无规律的排放源适当增加
监测频次。其中无论何种情况均须对生产周期内最大排污情况进行监测。

６２４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对实施排污总量控制的单位进行监督监测，并根据监
测结果，确定具体的监督监测频次和监测时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监测站对排污单位的

总量控制监督监测，重点污染源 （日排水大于１００ｔ的企业）每年４次以上 （一般每个季度一次），

一般污染源 （日排水量１００ｔ以下的企业）每年２～４次 （上、下半年各１～２次）。
６２５　总量监测使用的自动在线监测仪，必须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具有相应资质
的环境监测仪器检测机构认可，同时对监测系统进行现场适用性检测。

６２６　排污单位如有污水处理设施并能正常运行，或有废水调节池使废水能稳定排放，则污染物排
放曲线比较平稳，如安装了自动在线监测仪，监督监测可采集瞬时水样。

６３　采样方法
６３１　采样容器

应根据废水特性选用不同材质的容器进行采样。通常，有机样品使用简易玻璃采样瓶，无机样

品使用聚乙烯塑料采样瓶 （桶）。自动采样容器应满足相应的污水采样器技术要求。

６３２　采样位置
含石油类和动植物油废水采样位置一般要设置在测流堰跌水处或巴歇尔槽出水处，且在水面至

水面下５～３０ｃｍ处；在测流堰跌水处，或使排水形成水跃，采集混匀的水样；
受悬浮物影响较大的监测项目，自动采样时应在排污渠 （道、沟）水面下５ｃｍ，距渠 （道、沟）

边和水路中心点的１／２处采样；手工采样与油类采样相同，应采集含悬浮物的均匀水样。
氰化物和Ｐｂ、Ｃｄ、Ｈｇ、Ａｓ和Ｃｒ（Ⅵ）采样，应避开水表面进行。
含油废水样品，应分别单独定容采样，其中油全量转移测定。

６３３　废水样品采集
所采集的废水样主要是瞬时样和比例混合样。

６３３１　瞬时水样
一些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过程连续且稳定，瞬时样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则可以用瞬时采样的

方法。

对有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转或建有调节池的污染源，其废水为稳定排放的，监测时亦可采集

瞬时废水样。

６３３２　时间比例混合水样
当废水流量变化小于２０％，污染物浓度随时间变化较小时，按等时间间隔采集等体积水样混合。

６３３３　流量比例混合水样
流量比例混合水样一般采用与流量计相连的自动采样器采取。比例混合水样分为连续比例混合

水样和间隔比例混合水样两种。连续比例混合水样是在选定采样时段内，根据废水排放流量，按一

定比例连续采集的混合水样。间隔比例混合水样是根据一定的排放量间隔，分别采取与排放量有一

定比例关系的水样混合而成。

６３４　水样保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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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保存方法见ＨＪ／Ｔ９１—２００２《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７　流量测量

７１　实行总量监测的企事业单位的排污口必须安装符合有关技术要求的自动污水流量测流装置，所
选择污水流量装置必须适应于污水特性和污水排放。

７２　可用流速仪法、堰槽法、容器法、浮标法和压差法等方法使用超声波式、电容式、浮子式或潜
水电磁式污水流量计测量污水流量，所使用的流量计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ＨＪ／Ｔ１５中对超声波明
渠污水流量计作出了规定。

７３　在采样点须修建能满足采样和安装流量计的建筑物，一般修建满足采样测流的阴井或１０ｍ左右
的平直明渠。如建设标准的测流槽 （如矩形、梯形或 Ｕ形槽等）、或者建设标准的测流堰 （如矩形

薄壁堰、三角薄壁堰等），所使用的测流槽、堰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的要求。常用简易测流方法对

排污口的要求如下：

７３１　流速仪法
排污截面底部需硬质平滑，截面形状为规则的几何形，排污口处有不小于３ｍ的平直过流水段，

且水位高度不小于０１ｍ。
７３２　堰槽法

排放口处应修建一段满足ＣＪ／Ｔ３００８１～５—９３《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的明渠式测流段。
７３３　容器法

适用于流量小于每日５０ｔ的排放口。但溢流口与受纳水体应有适当落差或能用导水管形成落差。
７３４　浮标法

排污口上溯有一段底壁平滑且长度不小于１０ｍ，无弯曲、有一定液面高度的排污渠道，并经常
进行疏通、消障。

７３５　电磁式流量计
排污口有一段不小于２ｍ的规则平直段，直渠段须符合 ＣＪ／Ｔ３０１７—９３的要求，排污口宽度０８

～１５ｍ，液面高度不得小于０４ｍ。
７３６　电表式明渠流量计

排污口有一段不小于２ｍ的规则段，排污渠底宽１ｍ左右。
７４　污水流量测量应能满足总量监测的需要，污水测流须与污染物浓度监测同步。
７５　所用测量装置要具有流量自动记录功能且经济实用，便于制造安装。

８　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８１　不同类型排污单位生产的产品不同，生产工艺不同，排放的污染物也不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的监测项目应以反映区域环境主要污染特征为主，同时兼顾不同类型污染源废水的特征，对废水特

征污染因子进行污染物总量监测。

８２　为正确确定监测项目，排污单位应提供有关生产工艺、产品、（辅）原材料等资料，各级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监测人员应深入现场了解生产工艺和废水排放特征。

８３　国家规定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项目是ＣＯＤ、石油类、氨氮、氰化物、Ａｓ、Ｈｇ、Ｃｒ（Ⅵ）、Ｐｂ
和Ｃｄ。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辖区环境管理的需要适当调整

总量控制项目，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

对水污染物实施总量控制监督监测。

８４　各排污单位对水污染物总量监测应包括表１中所列必测项目，且在采样监测时，以污水原始样
品进行分析，不能过滤或澄清后测定。排污申报的水污染物项目，由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

环境监测站认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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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项目①④

排污企业类别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黑色金属矿山 （包括磷铁矿、赤铁矿、

锰矿等）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石油类 　悬浮物、Ｃｕ、Ｚｎ

　黑色冶金 （包括选矿、烧结、炼焦、

炼钢、炼铁、轧钢等）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氰化
物、石油类

　悬浮物、Ｃｕ、Ｚｎ

　选矿药剂业 　ＣＯＤ、重金属②、石油类、Ａｓ 　悬浮物

　有色金属矿山及冶炼 （包括选矿、烧

结、电解、精炼等）

　ＣＯＤ、重金属②、石油类、氰

化物、Ａｓ
　悬浮物

　火力发电 （热电） 　ＣＯＤ、重金属②、石油类

　煤矿 （包括洗煤）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 　悬浮物、挥发酚、氨氮
　焦化 　ＣＯＤ、氰化物、石油类 　悬浮物、挥发酚、ＴＯＣ、氨氮
　石油开采 　石油类、ＣＯＤ、氨氮、Ａｓ
　石油炼制 （含乙烯行业） 　石油类、ＣＯＤ、Ａｓ 　悬浮物、ＢＯＤ５、ＴＯＣ、硫化物

化学矿开采

　硫铁矿 　重金属②、Ａｓ 　悬浮物、硫化物

　磷矿 　氰化物、ＣＯＤ、石油类 　悬浮物、总磷

　汞矿 　Ｈｇ、ＣＯＤ、石油类、Ａｓ 　悬浮物

无机原料

　硫酸 　重金属②、ＣＯＤ

　氯碱 　ＣＯＤ、Ｈｇ 　悬浮物

　铬盐 　Ｃｒ（Ⅵ）、ＣＯＤ 　总铬

　有机原料 　ＣＯＤ 　ＴＯＣ、氨氮
　塑料 　ＣＯＤ、石油类 　ＢＯＤ５、氨氮
　化纤 　ＣＯＤ、石油类 　ＢＯＤ５、氨氮
　橡胶 　ＣＯＤ、石油类、Ｃｒ（Ⅵ） 　ＢＯＤ５、氨氮
　制药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重金属②、总氮、硝基苯、ＢＯＤ５
　染料 　ＣＯＤ、石油类、Ｃｒ（Ⅵ） 　ＴＯＣ、ＢＯＤ５、挥发酚
　颜料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 　悬浮物
　油漆 　ＣＯＤ、石油类、Ｃｒ（Ⅵ）、Ｐｂ 　ＢＯＤ５、ＴＯＣ

　合成洗涤剂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ＢＯＤ５、

ＴＯＣ
　合成脂肪酸 　ＣＯＤ、动植物油、石油类、氨氮 　ＢＯＤ５、ＴＯＣ

　橡胶制品和天然橡胶加工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

　感光材料 　ＣＯＤ、氰化物、重金属② 　ＴＯＣ
　其它有机化工 　ＣＯＤ、石油类、氰化物 　悬浮物、ＴＯＣ

化肥
　磷肥 　ＣＯＤ、氨氮 　悬浮物、总磷

　氮肥 　ＣＯＤ、氨氮 　悬浮物、总氮

农药
　有机磷 　ＣＯＤ 　有机磷农药类③、ＴＯＣ、总磷
　有机氯 　ＣＯＤ 　有机氯农药类③、ＴＯＣ

　电镀 　重金属②、氰化物 　悬浮物

　机械制造 　ＣＯＤ、石油类、重金属②

　电子仪器、仪表 　ＣＯＤ、氰化物、重金属②

　造纸 　ＣＯＤ 　悬浮物、ＢＯＤ５、挥发酚、氨氮

　纺织、印染 　ＣＯＤ、Ｃｒ（Ⅵ）
　ＴＯＣ、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ＢＯＤ５、

氨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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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排污企业类别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皮革
　ＣＯＤ、石 油 类、动 植 物 油、
Ｃｒ（Ⅵ）

　悬浮物、总铬

　水泥 　ＣＯＤ 　悬浮物
　油毡 　ＣＯＤ、石油类 　悬浮物
　玻璃、玻璃纤维 　ＣＯＤ、氰化物 　悬浮物、氟化物
　陶瓷制造 ＣＯＤ、重金属②、石油类 　悬浮物、ＢＯＤ５
　石棉 （开采与加工） 　ＣＯＤ、石油类 　悬浮物
　木材加工 　ＣＯＤ、石油类
　食品 　ＣＯＤ、石油类、动植物油、氨氮 　ＢＯＤ５、总氮、总磷

　制糖业
　ＣＯＤ、石油类、动植物油、氨
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总氮、总磷

　屠宰及肉类加工
　ＣＯＤ、石油类、动植物油、氨
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总氮、总磷

　饮料生产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

　电池 　重金属② 　悬浮物

　绝缘材料 　ＣＯＤ 　悬浮物、ＴＯＣ

兵器工业

　弹药装药 　ＣＯＤ、石油类 　悬浮物

　火工品 　ＣＯＤ、Ｐｂ、氰化物、石油类 悬浮物、ＴＯＣ

　火炸药 　ＣＯＤ、Ｐｂ、石油类 　悬浮物、ＢＯＤ５、ＴＯＣ

　航天推进剂 　ＣＯＤ、氰化物 　悬浮物、ＢＯＤ５、石油类、ＴＯＣ

　船舶工业
　 ＣＯＤ、石 油 类、氰 化 物、
Ｃｒ（Ⅵ）

　悬浮物

　酒精及发酵酿造工业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总氮、总磷

　货车洗刷和洗车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重金属②

　管道运输业 　ＣＯＤ、石油类 　悬浮物、ＢＯＤ５

　卫生用品制造业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总氮、总磷

　生活污水
　ＣＯＤ、石油类、动植物油、氨
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ＴＯＣ、总氮、总

磷

　医院污水
　ＣＯＤ、石油类、氨氮、Ｈｇ、
Ａｓ、Ｐｂ

　悬浮物、ＢＯＤ５、ＴＯＣ、总氮、总

磷、余氯

　城市综合污水
　ＣＯＤ、重金属②、石油类、动

植物油、氨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总氮、总磷

　三产、生活、有生活设施机关事业和非
生产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氰化
物、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总氮、总磷、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

　生产性科研事业单位及有生产的大专院
校

　ＣＯＤ、重金属②、Ａｓ、氰化
物、石油类、氨氮

　悬浮物、ＢＯＤ５、总氮、总磷、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

　规模养殖业 　ＣＯＤ、氨氮 　ＢＯＤ５、总氮、总磷

　　注：①各行业的特征污染物可根据排放去向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确定为必测项目或选测项目。
②重金属系指Ｈｇ、Ｃｄ、Ｐｂ及Ｃｒ（Ⅵ）等，各企业具体制定项目须和地方环境监测站协商确定，并经地方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③含除草剂、灭菌剂、杀虫剂。
④特征污染物发生变化时，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及时调整项目，同时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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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监测方法
实施总量控制的项目及其监测方法见表２。

表２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

项　　　目 监　测　方　法① 依　　　据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重铬酸钾法 ＧＢ１１９１４—８９

库仑法 ②

快速ＣＯＤＣｒ法、催化快速法、密封催化法 ②

自动在线监测法 （库仑法、光度法等） ②

石油类、动植物油

重量法 ②

红外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自动在线监测法 （红外法、荧光法）

氨　　氮

纳氏试剂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９—８７

滴定法 ＧＢ７４７８—８７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１—８７

电极法 ②

气相分子吸收法 ②

汞

（Ｈｇ）

冷原子吸收法 ＧＢ７４６８—８７

冷原子荧光法 ②

原子荧光法 ②

双硫腙光度法 ＧＢ７４６９—８７

砷

（Ａｓ）

硼氢化钾硝酸银分光光度法 ＧＢ１１９００—８９

二乙基二硫化代氨基甲酸银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５—８７

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②

原子荧光法 ②

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啉酮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６—８７

硝酸银滴定法 ＧＢ７４８６—８７

吡啶巴比妥酸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６—８７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②

离子选择电极法 ②

六价铬

（Ｃｒ（Ⅵ））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６７—８７

ＡＰＤＣＭＩＢＫ萃取原子吸收法 ＥＰＡ７１９７

差示脉冲极谱法 ＥＰＡ７１９８

流动注射在线分离原子吸收法 ②

铅

（Ｐｂ）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５—８７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０—８７

示波极谱法 ＧＢ／Ｔ１３８９６—９２

在线富集流动注射火焰原子吸收法 ②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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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项　　　目 监　测　方　法① 依　　　据

镉

（Ｃｄ）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５—８７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１—８７
在线富集流动注射火焰原子吸收法 ②

悬浮物

（ＳＳ）
重量法 ＧＢ１１９０１—８９

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７４８８—８７

微生物传感器快速测定法 ＨＪ／Ｔ８６—２００２

总有机碳

（ＴＯＣ）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Ｔ７１—２００１

自动在线监测法 （燃烧氧化） ②

挥发酚
４氨基安替比林直接光度法 ＧＢ７４９０—８７

４氨基安替比林萃取光度法 ＧＢ７４９０—８７

硝基苯类

气相色谱法 ＧＢ１３１９４—９１

还原偶氮光度法 （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 ＧＢ４９１８—８５

氯代十六烷基吡啶光度法 （三硝基化合物） ＧＢ４９１８—８５

ＧＣ／ＭＳ法 ②

总　　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ＧＢ１１８９４—８９

气相分子吸收法 ②

总　　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１１８９３—８９

孔雀绿磷钼杂多酸分光光度法 ②

离子色谱法 ②

硫 化 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６４８９—１９９６

间接原子吸收法 ②

碘量法 ②

铜

（Ｃ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ＧＢ７４７５—８７
流动注射在线富集火焰原子吸收法 ②
阳极溶出伏安法 ②
示波极谱法 ②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②
ＡＰＤＣＭＩＢＫ萃取火焰原子吸收法 ②

锌

（Ｚｎ）

火焰原子吸收法 ＧＢ７４７５—８７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７２—８７
流动注射在线富集火焰原子吸收法 ②
阳极溶出伏安法 ②
示波极谱法 ②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ＬＡＳ）

电位滴定法 ＧＢ１３１９９—９１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９４—８７

注：① ＢＯＤ５、ＣＯＤ等监测可使用快速方法，ＣＯＤ也可用 ＴＯＣ作为比对方法，必须用 ＣＯＤ上报数据，但需进

行适用性检验 （即同一水样与标准方法对照测定结果误差≤１０％）
②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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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质量保证

９１　质量保证要求
为确保废水总量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定

（暂行）》要求，实施监测全过程质量保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测站应对下级监测站及企事

业单位监测站或实验室进行计量认证或实验室的资质考核。

９２　现场质量保证
９２１　各级环境监测站应经常性地对所辖区内排污口的整治、管理和测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９２２　排污单位要对自动监测站 （点）的仪器定期清洗和校准。

９２３　必须保证采样器、样品容器的清洁，避免水样受到沾污。
９２４　工业废水的采样，应特别注意样品的代表性，防止样品受污染，在输送、保存过程中保持待
测组分不发生变化。必要时，采样人员应在现场加入保存剂进行固定，需要冷藏的样品应在低温下

保存并将样品迅速送交实验室。为防止交叉污染，样品容器应定点定项使用。

自动采样器采集且不能进行自动在线监测的水样，应贮存于约４℃的冰箱中保存。
９２５　采样时要详细了解排污单位的生产状况，包括原料种类、用量、半成品、成品种类及用量、
用水量、用水部位、生产周期、工艺流程、废水来源、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和运行状况等，特别

注意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９２６　采样时应认真填写采样记录，主要内容有：排污单位名称、样品类别、采样目的、采样日
期、样品编号、采样地点、采样时间、监测项目和所加保存剂名称、废水表观特征描述、流速、采

样渠道水流所占截面积或堰槽水深、堰板尺寸，工厂车间生产状况和采样人等。

９２７　水样送交实验室时，应及时做好样品交接工作，并由送交人和接收人签字。
９２８　采样人员应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９２９　采样时需采集不少于１０％的现场平行样。
９３　实验室质量保证
９３１　工业废水的分析应特别重视水中干扰物质对测定的影响，并保证分取测定水样的均匀性、代
表性。

９３２　分析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熟悉和掌握有关分析方法，了解废水特征，发现有共存干扰物质
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消除措施。

９３３　注意实验室环境，防止交叉干扰；保证水和试剂的纯度要求；各种计量器具按有关规定，定
期进行检定，加强经常性维护和正确使用，达到有效测量；需控制温度、湿度条件的实验室应配置

相应的设备；尤其要重视所用标准溶液的准确性。

９３４　为保证分析结果准确可靠，每批样品应同时作空白试验，并控制空白试验值低于方法检出下
限浓度的１／２。每种水样的分析不得少于２个质控样和５％的加标样，并保证至少有１０％的平行双样
分析；还可采取分样送检、用不同原理的分析方法比对及样品比例稀释测定等措施，核对监测数据

的可靠性。

９３５　校准曲线的要求
９３５１　制备校准曲线一般应制备工作曲线 （与样品的分析程序完全相同），只有经过充分验证、

确认省略某些操作对校准曲线无显著影响时，方可免除这些操作，使用标准曲线。

９３５２　在线性范围内，校准曲线至少有６个浓度点 （包括零浓度点）。

９３５３　通过实测确定在本实验室条件下曲线的线性范围，不得任意外延。
９３５４　对有些斜率较为稳定的校准曲线，在实验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使用先前的校准曲线
时，必须测定两个标准点，测定结果与原曲线相应点的相对偏差均应小于５％，否则应重新制备曲
线。当分析方法要求每次测定需同时制备校准曲线时，应按方法规定执行。各项目校准曲线使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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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见表３。

表３　分析项目校准曲线间隔时间表
项　　目 间隔时间／月 备　　注
氰化物 ２
Ａｓ 每批 工作曲线

Ｈｇ 每批 工作曲线

Ｐｂ、Ｃｄ 每批 工作曲线

石油类 每批 工作曲线

Ｃｒ（Ⅵ） ２

９３６　样品分析的精密度
９３６１　在每次监测过程中，必须在现场加采不少于１０％的平行样 （自动采样除外），并且还要在

实验室内随机抽取不少于１０％密码平行样作为质控检查样同时进行测定。
９３６２　平行样相对允许差的计算方法

相对允许差 ＝
｜ｘ１－ｘ２｜

ｘ
（１）

式中：ｘ１、ｘ２———平行样的测定结果，ｍｇ／Ｌ；

ｘ———ｘ１、ｘ２平行样测定结果的平均值，ｍｇ／Ｌ。
９３６３　平行样测定结果的相对允许差，应视水样中测定项目的含量范围及水样实际情况确定，一
般要求在２０％以内精密度合格，但痕量有机污染物项目及油类的精密度可放宽至３０％。
９３７　样品分析的准确度

准确度以加标回收样的百分回收率表示。

９３７１　每组样品分析中，必须随机抽取不少于１０％的样品进行加标回收 （自动在线监测除外），

作为质控检查样同时进行测定。加标量以相当于待测组分的浓度为宜，加标后总浓度不应大于方法

上限的０９倍。
９３７２　在分析方法给定值范围内加标样的回收率在７０％～１３０％之间，准确度合格，否则进行复
查。但痕量有机污染物项目及油类的加标回收率可放宽至６０％～１４０％。
９３８　分析人员应在项目保存期尽快分析，并认真做好原始分析记录，进行正确的数据处理和有效
的校核。并加强对异常数据的审核复查工作。

９４　流量测量质量保证
９４１　为了测定废水流量或流速，必须对废水排口进行规范化整治。
９４２　污水流量计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污水流量计技术要求。在国家正式颁布污水流
量计系列化、标准化技术要求之前，污水流量计必须经清水测评和废水现场考评合格。

９４３　流量测量装置应具有足够的测量精度，应选用测定范围内的测量装置进行测量，测量流量时
不应受污水杂物的影响。

９４４　测流时段内测得流量应与水量衡算结果误差不得大于１０％。
９４５　因工业废水成分复杂，其中的强酸或强碱性物质对流量计或堰板有一定腐蚀作用，悬浮物对
流量测量也会产生影响，为此必须加强流量计量装置的维护和保养。

９４６　流量计必须定期校正。
９５　现场自动测试质量保证
９５１　任何自动在线监测仪器在使用之前，必须用现行国家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进行可比性试验，确
定无显著差异或者差异成定值时才能使用。

９５２　自动在线监测仪器必须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具有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仪器
检测机构负责进行现场适用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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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３　自动在线监测仪器必须经过计量检定部门测试并取得计量合格证。
９５４　自动在线监测仪必须具备自动校准的功能，一般要求每测量２０组数据 （或３个工作日）校
正１次。每个月还应使用手工测量做１次比对实验，以进行检查和校正。
９５５　在运行过程中须排污单位必须对安装的监测系统定期进行校验，并将定期校验结果报送当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９５６　安装自动在线监测仪的排污单位须在监测部门备案，每季度向监测部门上报排污总量测试结果。
９５７　若经过对比试验，自动在线监测仪器的测试结果与标准方法的结果误差平均在１０％以内，
可承认自动测试仪的测试结果。

９５８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单位应定期对企业安排的自动在线监测仪和流量计进行
抽检和考核，每年不得少于２次。
９６　审核制度

总量监测过程及报表需经监测人员、质控人员及技术负责人三级审核并签字。

１０　总量核定

１０１　总量核定的目的
总量核定的目的是要通过排污监测对排污单位的审查，准确确定或核定该单位水污染物排放的

总量。

１０２　总量核定的原则
１０２１　总量核定应包括排污单位正常运行情况和非正常运行情况下的污染物全部排放过程。
１０２２　正常运行是指各生产设施运转正常，各排污的处理设施运转正常，生产产品及产量必须相
对稳定 （变化在±１０％以内）。
１０２３　非正常运行条件是指生产设施、排污处理设施、产品品种及数量变化较大。
１０３　总量核定的内容

总量核定的内容有：各排污口年、月、日污染物排放量，最高排放量；日排废水水量，月排废

水水量，年排废水水量；日排废水中污染物平均浓度，月排放废水中污染物的算术平均浓度，日平

均最高浓度；月排废水日数，年排废水日数。

１０４　总量核定的步骤和方法
排污单位的排污和生产、生活活动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以及整个排污单位管理水平密切联

系在一起，因而总量核定也应与排污单位各项生产统计相结合，主要步骤和方法为：

１０４１　了解监测时生产情况，包括产品品种、产量、原 （辅）料使用情况，废水处理情况，判断

是否属于正常运行状况。

１０４２　如系正常运行状况，即应按前述监测采样及测流要求实施监测。
１０４３　如系非正常运行情况，应详细了解非正常运行的原因，持续时间，以及生产和废水处理运
行情况，再按前述监测采样及测流要求实施监测。

１０４４　根据实际监测情况，确定某一监测点某一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排放总量应包括正常和非正常情况下的排污量之和，冷却水不作为总量计算在内。

１０４５　根据排污单位的年工作的实际天数计算出污染物年排放总量。
１０５　对某污染物监测结果小于规定监测方法检出下限时，此污染物不参与总量核定。
１０６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派人监督总量核定的全过程，必要时进行加密监
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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