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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治华、白涛、杨俊晖、申田田、柳周新、张旭、段保平、廖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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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云南省滇池保护条

例》《云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国家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

书（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文件，结合滇池流域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实际情况，为规范滇池流

域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地运行管理工作，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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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滇池流域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试运行及验收监测、质量控制、运行维护和档案管理

等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滇池流域除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外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亦可供其它类

型水质自动监测站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号）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水字〔2021〕61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对地表水样品进行自动采集、处理、分析及数据传输的整个过程。 

[来源：HJ 915-2017，定义3.1] 

 3.2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指完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的现场部分，一般由站房、采配水、控制、检测、数据传输等全部或者

数个单元组成，简称水站。 

[来源：HJ 915-2017，定义3.2] 

 3.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平台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center 

对水站进行远程监控、数据传输统计与应用的系统，简称数据平台。 

[来源：HJ 915-2017，定义3.3] 

 3.4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由水站和和数据平台组成的自动监测系统。 

[来源：HJ 915-2017，定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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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常规五参数 conventional five parameters 

地表水水质监测中常规项目：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和浊度。 

[来源：HJ 915-2017，定义3.5] 

 3.6 

跨度 span 

跨度是根据监测项目的水质类别要求监测仪器需满足的测量范围。 

[来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试行），定义3.5] 

 3.7 

跨度值 full span 

跨度范围最大值简称跨度值，简写为“FS”。 

[来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试行），定义3.6] 

 3.8 

无效数据 invalid data 

系统处于维护期间、不满足质控要求、数据平台未获取到、未通过审核的监测数据。 

[来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试行），定义3.7] 

 3.9 

有效数据 valid data 

有效数据是指经过仪器标样测试、手工分析、在线质控等方式确认符合要求，并经过审核的数据。 

4 试运行及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试运行技术要求 4.1 

4.1.1 试运行开始前应按照 HJ 915-2017 完成设备安装、仪器性能测试及系统调试。 

4.1.2 试运行至少连续运行 30 d。 

4.1.3 试运行期间质量控制措施及实施频次执行表 1 的规定，质量控制结果判定执行表 2 的规定，质

量控制结果不合格，对应时段数据无效。 

4.1.4 试运行期间每个监测项目数据有效率≥80%，数据有效率计算按照附录A中的A.1给出的规则。 

4.1.5 试运行期间监测数据应上传至数据平台。 

4.1.6 试运行结束应提交试运行报告。试运行报告参照《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 号）附件 3 中的附录 E 编写。 

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4.2 

4.2.1 标准溶液考核 

4.2.1.1 基本要求 

标准溶液考核应使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并采用跨度值的20%、50%、80%三种浓度分别进行考核。 

4.2.1.2 常规五参数 

常规五参数标准溶液考核结果判定执行HJ 915-2017表A.2中准确度的技术要求。 

4.2.1.3 其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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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结果判定执行HJ 915-2017表A.2中准确度的技术要求；化学需氧

量标准溶液考核技术要求为相对误差为±10%。 

4.2.2 实际水样比对 

4.2.2.1 基本要求 

水站开展验收前实际水样比对应连续进行3 d，每天人工间隔采集瞬时样6次，并同时进行集成干预

检查，实际水样比对合格率≥85%。实际水样比对方法及合格率计算按照附录A中的A.9给出的规则。 

4.2.2.2 常规五参数 

常规五参数实际水样比对结果判定执行HJ 915-2017表A.2中实际水样比对的技术要求。 

4.2.2.3 其它参数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实际水样比对执行表2要求。 

5 质量控制要求 

基本要求 5.1 

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对象为水站中的常规五参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

等监测项目，其它监测项目可参照执行。 

质量控制项目及频次 5.2 

水站质量控制项目及实施频次执行表1的规定。 

表1 质量控制项目及频次 

项目 Ⅰ类~Ⅱ类水体 Ⅲ类~劣Ⅴ类水体 实施频次 监测项目 

零点核查 √ √ 每天一次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

数 

24小时零点漂移 √ √ 每天一次 

跨度核查 √ √ 每天一次 

24小时跨度漂移 √ √ 每天一次 

标样核查 √ √ 每七天一次 常规五参数 

多点线性核查 √ √ 每月一次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

数 

集成干预检查 ∕ √ 每月一次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

数（浮船站除外） 加标回收率测试 ∕ √ 每月一次 

实际水样比对 ∕ √ 每月一次 
常规五参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高锰酸盐指数 

质量控制要求 5.3 

5.3.1 常规五参数 

常规五参数标样核查浓度按照下列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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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 选用 25℃时值为 4.01、6.86、9.18 的缓冲溶液进行核查,每月至少应用 2 个不同浓度标准溶

液进行核查；  

b) 溶解氧每月应进行无氧水核查和空气中饱和溶解氧核查； 

c) 电导率和浊度每月应采用与监测断面水质浓度相接近的标准溶液进行核查，至少有一次应采

用 2 倍左右水样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核查； 

标样核查结果判定执行 HJ 915-2017 表 A.2 中准确度的技术要求。 

5.3.2 其它参数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质量控制执行表2要求。 

表2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质量控制要求 

质量控制措施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备注 
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 

指数 
氨氮 总磷 总氮 

零点

核查 

Ⅰ类～Ⅲ 类水体 ±5.0 mg/L ±1.0mg/L ±0.2mg/L ±0.02mg/L ±0.3 mg/L 

附录A.2 
 

Ⅳ类～劣Ⅴ类水体 ±5%FS 

湖库总磷Ⅰ类～Ⅳ类水体为±0.02mg/L；Ⅴ类～劣Ⅴ类水体为±5%FS。  

24小时零点漂移 ±10% ±5% 附录A.3  

跨度核查 
±10%（非浮船站） 

±15%（浮船站 
±10% 附录A.4  

24小时跨度漂移 
±10%（非浮船站） 

±15%（浮船站） 
±10% 附录A.5  

多点

线性

核查 

相关系数r ≥0.99 

附录A.6  

示值误差 

（浓度＞20%FS） 
±10% 

示值误差 

（浓度≤20%FS） 
执行零点核查要求 

集成干预检查 ±10% 附录A.7 
浮船站除外 

加标回收率测定 80%～120% 附录A.8 

实际

水样

比对 

C𝑥a＞BbⅣ ±15% 

附录A.9  BⅡ＜C𝑥≤BⅣ ±25% 

C𝑥≤BⅡ ±35% 

注1：集成干预检查当人工采样测试结果和自动监测结果均低于BⅡ时时，认定结果合格。 

注2：实际水样比对除湖库总磷外，当自动监测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均低于BⅡ时，认定比对实验结果合格；当湖

库总磷自动监测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均低于BⅢ时，认定比对实验结果合格。 

注3：总氮河流无水质类别标准，可参照湖库标准。 

a 为实验室分析结果。 

b 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表 1 规定的水质类别限值。 

数据审核与有效性评价 5.4 

数据审核及有效性评价执行HJ 915-2017及《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

（总站水字〔2021〕6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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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维护 

日常运维 6.1 

水站日常运行维护执行HJ 915-2017及《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总站水字〔2019〕649号）的规定。 

应急维护 6.2 

6.2.1 异常情况维护 

6.2.1.1 当水站出现故障时运维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并解决。 

6.2.1.2 发现监测数据中断、监测数据长时间不变、短时间突变以及水质类别发生明显变化等异常情

况时，运维人员应前往现场进行应急维护。 

6.2.1.3 检查现场仪器运行状态是否正常，确定为仪器或系统故障时，应在 48h 内排除故障或使用备

机，恢复水站正常运行；48h 内无法排除故障或使用备机应及时报备，同时开展人工补测，直至恢复正

常。 

6.2.1.4 现场核实确认为水质异常时，应及时上报，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6.2.2 人工补测 

6.2.2.1 开展人工补测的参数，每周需完成至少两次，间隔时间应＞48 h。 

6.2.2.2 常规五参数使用便携仪器在现场补测；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可使

用现场满足质量控制要求的仪器进行补测，也可送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补测。 

6.2.2.3 补测尽量在采水口原位取水，因客观原因无法采水口原位补测的，应注明取水地点。 

6.2.2.4 因不可抗力无法到达现场，或因河道断流无法采样时，可不进行人工补测，需通过数据平台

上传佐证材料。 

6.2.2.5 补测数据需及时上传数据平台，并完成审核。 

6.2.3 停站维护 

6.2.3.1 因自然灾害、供电故障、水位过低、河道整治等不可抗力原因影响水站正常运行的可申请停

站，并通过数据平台提交停站申请及佐证材料。 

6.2.3.2 现场需放置停运标识牌，并做好停站期间仪器设备及站房辅助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6.2.3.3 停站期间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现场巡检维护，并完成人工补测；当现场条件满足运行要求时，

需及时恢复站点运行。 

数据采集与传输 6.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执行《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号）的规定。 

7 记录与档案 

记录要求 7.1 

运维单位填报运维记录应执行以下要求： 

a) 运维记录填报方式以数据平台电子表格为主，运维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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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站基本情况信息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1； 

2) 水站仪器关键参数设置及变更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2； 

3) 水站巡检维护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3； 

4) 水站试剂及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4； 

5) 水站监测仪器校准、核查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5； 

6) 水站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6； 

7) 水站易耗品和备品备件更换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7； 

8) 水站废液处置记录表参见附录 B 中的表 B.8. 

b) 运行记录应清晰、完整。 

c) 记录填报应及时、准确，并同时上传佐证材料。 

档案建立 7.2 

运维单位应建立水站运行维护技术档案，技术档案至少应包括仪器的说明书、系统安装调试记录、

试运行记录、验收监测记录、质控报告、仪器的适用性检测报告以及各类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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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质量控制措施检测方法及计算公式 

A.1 数据有效率 

数据有效率指一定时间内，有效数据量占应获取数据量的比例，按式（A.1）计算。 

 𝑟 =
𝑥𝑛−𝑥𝑖

𝑥𝑛
× 100% ·································································· (A.1) 

式中： 

𝑟——数据有效率； 

𝑥 ——应获取数据； 

𝑥 ——为无效数据。 

因停电、停水（自来水）或采水设施损坏等原因导致的停站的缺失数据，不应纳入应获取数据；因

断流或水位过低、地震、暴雨等不可抗力因素停站或无法维护导致的无效数据不纳入应获取数据。 

A.2 零点核查 

监测仪器测试浓度为跨度值0~20%左右的标准溶液，计算测试结果相对与标准溶液浓度值的误差，

以绝对误差表示，按式（A.2）计算。 

 𝐴𝐸 = 𝑥 − 𝐶 ········································································ (A.2) 

式中： 

𝐴𝐸——绝对误差，单位为为毫克每升（mg/L）； 

𝑥 ——仪器的测定值，单位为为毫克每升（mg/L）； 

𝐶——标准溶液的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3 24小时零点漂移 

监测仪器采用跨度值 0~20%左右的标准溶液以24小时为周期进行零点漂移测试， 计算测试值 24 

小时前后的变化，按式（A.3）计算。 

 𝑍𝐷 =
𝑥𝑖−𝑥𝑖−1

𝑠
× 100% ································································ (A.3) 

式中： 

𝑍𝐷——24小时零点漂移； 

𝑥 ——当日仪器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𝑥 − ——前一日仪器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仪器跨度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4 跨度核查 

当水质类别为Ⅰ类~Ⅱ类时，跨度范围最大值通常采用Ⅱ类水质标准限值的2倍；当水质类别为Ⅲ类~Ⅴ

类时，跨度范围最大值通常采用水质类别标准限值的2倍；无水质标准限值时，跨度范围最大值为监测

项目上一周水质平均值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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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仪器测试跨度值20%~80%左右的标准溶液对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跨度核查，计算测试结果相

对于标准溶液浓度值的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按式（A.4）计算。 

 𝑅𝐸 =
𝑥𝑖−𝐶

𝐶
× 100% ·································································· (A.4) 

式中： 

𝑅𝐸——相对误差，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𝑥 ——仪器的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𝐶——标准溶液的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5 24小时跨度漂移 

监测仪器采用跨度值20%~80%左右的标准溶液，以24小时为周期进行跨度漂移测试，按式（A.5）

计算。 

 𝑆𝐷 =
𝑥𝑖−𝑥𝑖−1

𝑠
× 100% ································································ (A.5) 

式中： 

𝑆𝐷——24小时跨度漂移； 

𝑥 ——当日仪器的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𝑥 − ——前一日仪器的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仪器跨度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6 多点线性核查 

指水质自动分析仪依次测试跨度范围内四个点（含零点、低、中、高四个浓度）的标准溶液，基于

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合，并计算每个点测试的示值误差和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按式（A.6）计

算。 

空白样测试的示值误差以绝对误差表示，其它三个浓度标准溶液测试的示值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 

 𝑟 =
∑ (𝑐𝑖−𝑐)̅
4
𝑖=1 ×(𝑥𝑖−�̅�)

√∑ (𝑐𝑖−𝑐)̅
24

𝑖=1 ×(𝑥𝑖−�̅�)
2
 ······························································· (A.6) 

式中： 

𝑟——线性相关系数； 

𝑥 ——不同浓度标准溶液仪器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不同浓度标准溶液仪器测定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标准溶液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标准溶液浓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7 集成干预检查 

系统开始采水时在采水口处人工采集水样，经预处理后取上清液摇匀直接经监测仪器测试，与系统

自动监测的结果进行比对，用于检查系统集成对水样代表性的影响。按式（A.7）计算。 

 𝑅𝐸 =
𝐴1−𝐴2

𝐴1+𝐴2
× 100% ································································ (A.7) 

式中： 

𝑅𝐸 ——相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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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 ——系统自动测试结果； 

𝐴 ——人工采样仪器测试结果。 

A.8 加标回收率测定 

仪器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测定后，对同一样品加入一定量的标准溶液，仪器测试加标后样品，以加标

前后水样的测定值变化计算回收率。按式（A.8）计算。 

 𝑅 =
𝐵−𝐴
𝑉1×𝐶

𝑉2

× 100% ··································································· (A.8) 

式中： 

𝑅——加标回收率； 

 ——加标后水样测定值； 

𝐴——样品测定值； 

  ——加标体积，单位为毫升（mL）； 

𝐶——加标样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加标后水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A.9 实际水样比对 

在站房内水样箱人工采集经预处理后的平行样，对样品同步开展自动监测及实验室手工分析，计算

自动监测的结果相对于实验室手工分析结果的误差。实际水样比对相对误差按式（A.9.1）计算，实际

水样比对合格率按式（A.9.2）计算。 

 𝑅𝐸 =
𝑥𝑖−𝑥𝑙

𝑥𝑙
× 100%······························································· (A.9.1) 

式中： 

𝑅𝐸——相对误差； 

𝑥 ——自动监测结果； 

𝑥 ——实验室手工分析结果。 

 𝑟 =
𝑥𝑖

𝑥𝑙
× 100% ··································································· (A.9.2) 

式中： 

𝑟——合格率； 

𝑥 ——比对合格的数据量； 

𝑥 ——比对数据的总量。 



DB XX/T XXXX—XXXX 

4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站运行维护记录表 

B.1 水站基本情况信息表 

水站基本情况信息表内容见表B.1 

表B.1 水站基本情况信息表 

水站名称  所属河流  

运维单位  水站地址  

采水方式  水站类型  

取水口位置  

上下游污染情况  

支流汇入情况  

监测项目  

仪器分析原理  

设备型号及出厂编号  

设备生产商  

B.2 水站仪器关键参数设置及变更记录表 

水站仪器关键参数设置及变更记录表内容见表B.2。 

表B.2 水站仪器关键参数设置变更记录表 

水站名称  

仪器名称 
仪器关键参数变更 

工作曲线斜率 工作曲线截距 消解温度 消解时间 测量量程 空白信号 填报人 填报日期 

         

         

         

         

         

         

         

         

         



DB XX/T XXXX—XXXX 

5 

B.3 水站巡检维护记录表 

水站巡检维护记录表内容见表B.3。 

表B.3 水站巡检维护记录表 

水站名称  维护人员  

运维单位  日期  

巡检工作记录 

（一）维护预备 
查询日志  

试剂、耗材准备  

（二）系统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UPS等）  

通讯系统（本地通讯、远程通讯等）  

控制系统（PLC、工控机等）  

采水系统  

系统设施（泵、阀等）  

留样器  

（三）仪器检查 

常规五参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高锰酸盐指数  

（四）周期维护 

废液处理  

试剂更换  

耗材更换  

卫生打扫  

记录填写  

（五）其它工作  

异常情况处理记录  

耗材更换  

备注  

B.4 水站试剂及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表 

水站试剂及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表内容见表B.4。 

表B.4 水站试剂及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表 

水站名称  

维护单位  

序号 监测项目 试剂名称 试剂体积 配置时间 配置人员 更换时间 更换人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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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水站监测仪器校准、核查记录表 

水站监测仪器校准、核查记录表内容见表B.5。 

表B.5 监测仪器校准、核查记录表 

水站名称  运维单位  

项目 单位 

标液核查结果 仪器校准结果 

核查值 
仪器 

测定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是否合格 

校准前 

测定值 
校准前 

校准后 

测定值 
是否合格 

水温           

pH           

溶解氧           

电导率           

浊度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高锰酸盐指数           

备注  

校准/核查人员  时间  

B.6 水站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 

水站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内容见表B.6。 

表B.6 仪器设备检修记录表 

水站名称  

运维单位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型号  

异常/故障时间  

异常/故障情况及原因描述： 

检修工作内容： 

备件、耗材更换情况： 

检修结果： 

检修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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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水站易耗品和备品备件更换记录表 

水站易耗品和备品备件更换记录表内容见B.7。 

表B.7 易耗品和备品备件更换记录表 

水站名称  运维单位  

设备名称 更换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单位） 更换原因 更换时间 更换人 

       

       

       

       

B.8 水站废液处置记录表 

水站废液处置记录表内容见表B.8。 

表B.8 废液处置记录内容表 

水站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处理时间 处理数量 处理去向 收集人员 备注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