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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地方标准 

《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 

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2020 年 4 月，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范》纳入 2020 年度昆明

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同意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牵头组织起草标准。 

（二）起草单位和协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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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详见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罗治华 女 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前期调研、验证实验方案制定、数据

分析编制说明编写 

白涛 女 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标准编制指导，咨询及文本框架修改 

杨俊晖 男 助理工程师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数据分析、统计及标准文本编写 

申田田 女 高级工程师 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标准编制过程相关监测规范适用性分

析 

柳周新 男 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标准编制过程监测规范适用性分析 

张旭 男 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标准编制前期调查及资料收集 

段保平 男 工程师 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标准编制过程现场调研及资料收集 

廖代恒 男 工程师 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 标准编制过程验证实验数据分析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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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告编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1、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现状 

滇池流域面积 2920 平方公里；滇池湖面面积 309.5 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 5.3 米，湖岸线长 163 公里。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流 35 条，

入主河道支流 39 条，直接入湖沟渠 66 条，大部分河道较窄，入湖河

道、支流沟渠众多，分布错综复杂，且各区域污染源入湖特征各不相

同。近年来，流域内各有关单位因管理、科研等需求，在滇池流域内

择优布设具有代表性的地表水自动监测站点约 200 多座，本文件在编

制过程中，对滇池流域 180 座地表水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开

展调研，具体详见下表。 

表 1 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概况 

站点类型 监测对象 站点属性 数量 主要监测指标 

浮船式 滇池湖体 国家级 10 
常规五参数、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叶绿素a、藻密度 

固定式 
河道、支

流、水库 

国家级 14 
常规五参数、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等 

市级 5 
常规五参数、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等 

区级 3 
常规五参数、氨氮、高指、总磷、总氮、叶

绿素A、藻密度 

简易式 河道 
省级 1 总磷、总氮、氨氮、化学需氧量 

市级 4 总磷、总氮、氨氮、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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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类型 监测对象 站点属性 数量 主要监测指标 

小型式 

 

河道、 支

流、湿地 

 

省级 3 常规五参数、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市级 95 
常规五参数、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 

区级 45 
常规五参数、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 

2、滇池流域保护治理需要精准的自动监测数据支撑 

滇池流域水站的监测数据主要用于反应流域水质现状、评估流域

地表水治理成效、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等，当前流域水站存在建

设部门众多，运行管理不统一，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亟需建立

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通过加强运行管理、提高质量控制

水平、强化数据质量审核流程，确保流域自动监测数据真、准、全，

为滇池流域保护治理提供精准的数据。 

3、现有标准不能全面满足滇池流域水站运行管理的需求 

目前水站建设、验收、运行等要求主要依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

术规范（试行）》（HJ915-2017），该标准作为综合性的标准，基本

涵盖水站的建设及运行维护，但对水站运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具

体要求相对简略。为完善《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915-2017）标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此基础上发布了水质自动

监测相关文件，但仅作为技术指导，主要适用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

尚未作为标准对全国发布。同时国家现行标准及规范缺少对地表水中

化学需氧量自动监测的相关规定，而化学需氧量作为滇池流域特征污

染项目，是流域水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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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在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础上，确有必要

结合滇池流域实际情况，制定《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

规范》。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建立适用于滇池流域实际情况的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

范，有利于加强水站运行管理、提高质量控制水平、规范数据质量审

核流程，增强流域自动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为健全滇池流域

水质评价体系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为“科学治滇、系统治滇、集约

治滇、依法治滇”提供可靠技术支持。对推动滇池流域地表水水质评

价和预警预测能力，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美国、英国、

日本、荷兰、德国都先后建立了此类系统。根据水质情况及需求，美

国目前水质监测仍以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分析为主，很少建立自动监测

站，就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数量、技术和发展趋势而言，近 10 年美国

基本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 2017 年和 2019 年分别发布实施《地表水

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的通知（总站水字

〔2019〕649 号），随着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的发展，广州、四川、

浙江、湖南等地区结合省情相继相出台地表水自动站运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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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2021 年制定了《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技

术规范》，目前我省尚未颁布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的相关标准。 

四、主要起草过程 

（1）2020 年 5 月～6 月，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

管理办法》《昆明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环保标准制修订有关文件

的要求，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等资料，开

展现场调研工作。 

（2）2020 年 7 月～12 月，现场调研滇池流域 200 余个水站的运

行管理、质量控制以及监测数据综合应用情况，并根据调研结果，制

定验证实验方案。 

（3）2021 年 1 月～12 月，总结文献与现场调研情况，根据验证

实验方案，对流域内各类型的水站开展验证实验，分析验证实验结果，

形成验证实验报告。 

（4）2022 年 1 月～4 月，根据验证实验分析报告，补充相关验

证实验，形成《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范》文本和编

制说明初稿。 

（5）2022 年 4 月～7 月，开展专家咨询，根据专家咨询反馈意

见及建议，补充部分验证实验，修改完善文本与编制说明，形成《滇

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范》文本和编制说明中期技术审

查稿。 

五、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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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通过现场调研、验证实验、数据分析等，提出

科学合理的流域自动站运行管理规范，为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的

科学性、可比性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2、适用性原则：根据国家及行业对水站的运行管理要求，结合

流域实际情况，增加特征指标化学需氧量质控要求，同时收严常规五

参数、总磷、总氮、氨氮及高锰酸盐指数的质控要求，在质控管理和

运行管理等方面制定符合流域特色的运行管理规范。 

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文本格式规范。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云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4）《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6）《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7）《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三）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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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与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性法规、标准相衔接，无抵触。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

论述 

（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关于第 4 章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1）标准溶液考核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对验收过程中标准溶液考

核浓度范围没有相关规定，滇池水质目标为Ⅳ类，74 条入湖河道及

支流水质目标为Ⅳ类的，约占 97%，根据流域地表水水质现状和验证

实验结果，规范提出标准溶液考核采用Ⅳ类水标准限值 2 倍的 20%，

50%，80%三种浓度，相对误差≤±10%，验证数据详见验证报告表 1。 

2）验收实际水样比对监测要求 

通过对浮船式、固定式、简易式、小型式开展验证实验，确定实

际水样比对要求：连续比对 3 天，每天采集瞬时样 6 次，在水样箱采

集源水的同时配合集成干预检查一起开展质控。采样要求参照《国家

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维检查作业指导书（抽测比对采样）（试行）》

执行。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验证结果 

1、实际水样比对质控要求 

通过分析验证实验数据，数据参见验证报告表 2，结合滇池流域

特征污染物管理需求，本文件对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及高



 

8 

锰酸盐指数的实际水样比对要求均严于《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HJ915-2017）的要求，规范确定实际水样比对结果以相

对误差表示，具体详见表 2。验收比对数据合格率应大于等于 85%。 

表 2 本文件实际水样比对要求和已有标准比较 

监测指标 
本文件限值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水质类别 相对误差 水质类别 相对误差 

化学需氧

量 

Cx>BⅣ ±15% 

无 BⅡ<Cx≤ BⅣ ±25% 

Cx≤BII ±35%或均低于 BⅡ 

氨氮、总

磷、总氮、

高锰酸盐

指数 

Cx>BⅣ ±15% Cx>BⅣ ±20% 

BⅡ<Cx≤ BⅣ ±25% BⅡ<Cx≤ BⅣ ±30% 

Cx≤BII ±35%或均低于 BⅡ Cx≤BII ±40%或均低于 BⅡ 

注：①𝐶𝑥为实验室分析结果； 

②B 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规定的水质类别限值； 

③总氮河流无水质类别标准，可参考湖库标准。 

2. 关于第 5 章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1）多点线性核查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对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监测项目多点线性核查没有相关规定，为加

强质量控制，按照当前跨度范围均匀选择至少 4 个浓度标准溶液（包

括空白、低、中、高），按标样核查方式测试，计算其示值误差及多

点的线性相关系数，并要求相关系数不小于 0.99，严于《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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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白样测试的准确度不能采用相对误差表示，所以采用绝对

误差进行表示，其它 3 个浓度标准溶液测试的准确度以相对误差表示。 

多点线性检查可以考核水站仪器的跨度范围内的可靠性，零点核

查和跨度核查两者所测试的浓度为本文件规定的多点线性检查所测

试的低和高 2 个浓度，因此可以选用零点核查和跨度核查结果参与多

点线性检查的计算。具体指标详见验证实报告表 3。 

（2）集成干预检查 

采水、预处理及配水单元等集成管路对水样代表性的影响是实际

水样比对可比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件要求自动站每月开展集成干

预检查，系统开始采水时在取水口处人工采集水样，并将人工测试结

果与系统自动监测的结果进行比对，通过验证实验，具体详见验证报

告表 7，规定Ⅰ～Ⅱ类水体，两者结果均低于 BⅡ时，认定集成干预

检查结果合格，Ⅲ～劣Ⅴ类水体，相对误差不大于±10%，认定合格，

通过测试结果判断系统集成对水样测试结果的影响，同时也可为运维

人员判断集成运行状态提供判断依据，可及时进行清洗、调整预处理

条件等工作，集成干预浮船站除外。 

（3）化学需氧量日质控措施技术要求 

由于《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对化学需氧量指标没

有明确的技术要求，根据流域特色及管理需求，参考国家水质自动监

测站当前运行模式及质控测试要求，本文件根据验证实验分析结果，

验实验数据详见验证报告第三章，确定化学需氧量质控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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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化学需氧量质控措施技术要求 

质量控制措施 
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 

零点核查 
Ⅰ～Ⅲ 类水体 ±5.0 mg/L 

Ⅳ～劣Ⅴ类水体 ±5%FS  

24 小时零点漂移 ±10% 

跨度核查 ±10%（非浮船站）±15%（浮船站） 

24 小时跨度漂移 ±10%（非浮船站）±15%（浮船站） 

多点线性

核查 

相关系数 r ≥0.99 

示值误差（浓度>20%FS） 相对误差±10% 

示值误差（浓度≤20%FS） 执行零点核查要求 

集成干预检查 ±10% 

加标回收率测定 80%～120% 

实际水样比对 参照表 2 执行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通过 2022 年 7 月的专家咨询会，2022 年 9 月 13 日中期

技术审查，共收到专家的 35 条反馈意见，采纳意见 35 条，未采纳 0

条。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及意见征集过程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昆明市《滇池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规范》地方标

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为使标准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科学、规范滇池流域水站

运行管理和质量控制，建议今后滇池流域水站运行管理严格按照本文

件实施。建议将本标准纳入政府的指令性文件。 

2.对于现有滇池流域水站运行管理尚未达到本文件要求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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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加强管理，确保滇池流域水站按质按量稳定运行。 

十、预期效益分析 

加强滇池流域水站运行管理是规范和提升流域水质监控能力的

必然要求，本文件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通过统筹加强对现有水站的运行管理，最大限度

的规范和整合现有自动监测能力，避免重复建设、建而不管等造成的

经济损失。 

社会效益分析：水质监测能力是水环境管理的基础，科学的流域

水站运行管理体系是提高水环境管理水平的基础，是管理部门科学决

策的技术支撑。 

环境效益分析：规范流域地表水自动监测运行管理体系，为滇池

流域水环境治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为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提供全

面客观的评价，为建立健康的流域水质评价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