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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殡葬场所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构建原则、系统构成、技术要求、试验检测和运

行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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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3801-2015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HJ/T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6-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教程 2010-03-01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CEMS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颗粒物检测子系统和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的总称。

注 1：是以自动分析仪器为核心，运用现代传感器技术、自动测量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以及相关

专用分析软件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监测系统。

注 2：一般具有采样、测试、数据采集和处理功能，简称 CEMS。

3.2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 continuous monitoring subsystem for flue gas state parameters

连续测定烟气状态参数的全部设备。

注：包括：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压力和烟气湿度。

3.3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 particulate matter monitoring subsystem

连续测定烟气中固体颗粒物的全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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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 gaseous pollutant monitoring subsystem

连续测定烟气中气态污染物的全部设备。

注：监测污染物包括：SO2、NO、NO2、CO、HCL及O2。

3.5

滑动平均 moving average

对最新的多个采样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所获得的的相应平均值。

3.6

标准值 standard value

国家、行业颁布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的指标应达值。

3.7

相对准确度 relative accuracy

在线测量仪器与参比方法同步测量时，在相同时间区间内其测量数据之间的平均误差系数。

4 构建原则

4.1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设置应依据环保设施工艺系统运行要求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

督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设置。

4.2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选型、安装、运行、审查、监测质量控制、数据采集和联网传

输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3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口应安装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宜与环保主管部门联

网，实时传输数据。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应按照 GB 13801-2015 中所需测量的污染物标准值等相关规定

进行配置。

5 系统构成

5.1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由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颗粒物监测子系统、气态污染

物监测子系统和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组成。

5.2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包括：

a) 烟气流速测定装置；

b) 烟气温度测定装置；

c) 烟气湿度测定装置；

d) 烟气压力测定装置。

5.3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包括：

a) 监测探头；

b) 探头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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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包括：

a) SO2测定装置；

b) NO 测定装置；

c) NO2测定装置；

d) CO 测定装置；

e) HCL 测定装置；

f) O2测定装置。

5.5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包括：

a) 数据采集模块；

b) 数据处理模块；

c) 数据控制模块；

d) 数据存储模块；

e) 文档管理模块；

f) 数据传输接口。

6 技术要求

6.1 环境条件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在以下环境中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20℃～45℃；

g) 相对湿度：≤90%RH；

h) 大气压：86kPa～106kPa；

i) 烟气温度：≤400℃。

6.2 外观

6.2.1 监测系统的主机外观应无明显机械损伤、毛刺、气泡、开裂、变形、涂覆层剥落及锈蚀现象。

6.2.2 监测系统的各模块之间应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6.2.3 监测系统各显示部分的刻度、数字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6.2.4 监测系统的主机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雨。

6.3 电源适应性

当监测系统的工作电压在AC220V±10%之间、频率在50Hz±10%之间变化时，监测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6.4 安全

6.4.1 绝缘电阻：在 10℃～35℃时，相对湿度≤85% RH，监测系统主机电源引入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

电阻值应不小于 20MΩ。

6.4.2 对地漏电流：正弦电流有效值≤0.5mA。

6.4.3 介电强度：监测系统主机网电源部分与保护接地外壳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 1500V、50Hz 正弦波

电压，保持 1min，不得出现击穿或重复飞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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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监测系统主机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对仪器造成损坏。

6.4.5 监测系统主机安装有漏电保护装置，防止人身触电。

6.5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

6.5.1 数据存储

监测系统应能存储原始数据，应能自动或根据指令将所采集的各种信息发回控制中心。

6.5.2 数据采集和控制

系统应能实时采集并记录运行状态数据，根据状态数据诊断仪器运行状态并在测定数据后面应给出

状态标记。当系统运行不正常时应能发出警告信息。当1h监测数据滑动平均值（每15min滑动一次）超

出排放标准时，系统应发出超标警告信息。

6.5.3 文档管理

监测系统应能对数据文档进行文档保存和备份，自动生成运行参数报告、数据报告、断电记录报告

和操作记录报告。

6.5.4 接口

监测系统接口应具有扩展功能、模块化结构设计，可根据使用要求，实现单路或双路或多路配置。

6.5.5 系统安全管理

6.5.5.1 监测系统应具有安全管理功能，操作人员需登录工号和密码后，才能进入控制界面，系统对

所有的控制操作均自动记录并入库保存。

6.5.5.2 监测系统应具有二级操作管理权限：

a）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所有的系统设置工作，如：设定操作人员密码、操作级别、设定系统的

设备配置；

b）一般操作人员：只进行日常例行维护和操作，不能更改系统的设置。

6.5.5.3 防火墙应符合 GB 17859 要求。

6.5.6 异常情况自动恢复功能

受外界强干扰或偶然意外或断电后又上电等情况发生时，造成程序中断，系统能实现自动启动，自

动恢复运行状态并记录出现故障时的时间和恢复运行的时间。

6.5.7 数据通讯

系统应具有数据通讯功能，通信接口符合RS-485要求，支持多台设备联网。

6.5.8 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速率计算

系统应具有计算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速率功能。

6.6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

6.6.1 响应时间：1s～200s。

6.6.2 零点漂移：24h 零点漂移不超过满量程的±2%。

6.6.3 量程漂移：24h 量程漂移不超过满量程的±2%。

6.6.4 测量准确度：当参比方法测定颗粒物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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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mg/m³时，CEMS 法与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不超过 15mg/m³；

g) ＞50mg/m³，≤100mg/m³时，CEMS 法与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不超过±25%；

h) ＞100mg/m³，≤200mg/m³时，CEMS 法与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不超过±20%；

i) ＞200mg/m³时，CEMS 法与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不超过±15%。

6.6.5 净化：测量仪应具有防止光学镜头、插入烟道或管道的探头被烟气污染的净化系统；净化系统

能克服烟气压力，保持光学镜头、插入烟道或管道探头的清洁。

6.7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

6.7.1 测量范围：

a) SO2：0～3000 ppm；

b) NO：0～3000 ppm；

c) NO2：0～3000 ppm；

d) CO: 0～3000 ppm；

e) HCL：0～3000 ppm；

f) O2: 0～25%。

6.7.2 响应时间：≤100s。

6.7.3 零点漂移：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

6.7.4 量程漂移：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

6.7.5 测量准确度：不应超过满量程的±5%。

6.7.6 校准：测量仪应能用手动或自动方法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

6.8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

6.8.1 烟气流速

6.8.1.1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的上限应不低于 30m/s。

6.8.1.2 相对误差：当流速大于 10m/s 时，相对误差不应超过±10%；当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不

应超过±12%。

6.8.1.3 流速测量仪应具有防止防止光学镜头、插入烟道或管道的探头被烟气污染的净化系统；净化

系统应能克服烟气压力，保持光学镜头、插入烟道或管道探头的清洁。

6.8.2 烟气温度

温度偏差不应大于±3℃。

6.8.3 烟气湿度

当由湿度传感器测量时，相对误差≤25%。

6.8.4 烟气压力

6.8.4.1 测量范围：±2000Pa。

6.8.4.2 相对误差：≤±10%。

6.9 殡葬场所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配置

6.9.1 烟气净化设备入口、出口应根据工艺流程对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配置，并能对每套火化

机烟气净化设备相关参数进行单独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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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烟气净化设备出口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同时用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时，其配置应满足

HJ/T 75-2017 和 HJ/T 76-2017 要求，并按照要求联网。

6.9.3 当两台及以上烟气净化设备共用一个烟筒时宜将 CEMS 测点设在烟囱上，并在每个脱硫装置出口

另外设工艺控制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6.9.4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采用每套分析仪配置一套采样装置的方式。

6.10 测点选择及安装要求

6.10.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测点位置选择应符合现行标准 HJ/T 75-2017 中 6.2.2、6.2.9 和 6.2.10

的有关规定，优先选择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部位。

6.10.2 安装在烟囱上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其具体位置应满足主管部门的要求。

6.10.3 安装位置的测量路径不得出现水雾和水滴，烟气流不得有分层现象。

6.10.4 测点应选择在烟气流速大于 5m/s 的位置。

6.10.5 烟道上预留的参比方法采样孔和采样平台应符合现行标准GB/T 16157-1996中4.2.2、4.2.3 的

有关规定。采样平台设置在高处时，应有通往平台的 Z字梯、旋梯或升降梯。

6.10.6 抽取法采样探头到除湿装置或分析仪的整个管路，其倾斜度不得小于 5°。

6.10.7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应有三级防雷系统，防止发生雷击事故。

6.10.8 仪器设备应有漏电保护装置和良好的接地措施，以保证人身安全和仪器运行安全。

6.11 分析仪表间配置要求

6.11.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分析仪表间应密闭，并应安装温度调节装置。室内温度保持在 16℃～

28℃， 相对湿度平均值应不大于 85%RH。

6.11.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机柜安装处应设有样气冷凝水自动排放的设施。同时对于配有空气压缩

机的监测系统，也应有自动排放空气压缩机冷凝水的设施。

6.11.3 检测后的废气应直接排出分析仪表间。

6.11.4 分析仪表间应预留足够操作和散热的空间。

6.11.5 安装 CEMS 的分析仪表间应设二级门禁管理。

7 试验检测

7.1 环境条件检测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使用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分别采用温度计、湿度计和空盒压力计

检测。

7.2 外观检查

目测和手感检查。

7.3 电源适应性测试

使用变频电压电源测试。

7.4 安全检测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电气安全要求检测应符合GB 4793.1中的相应方法和要求。

7.5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试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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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数据采集和控制：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2 的要求。

7.5.2 数据储存：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1 的要求。

7.5.3 文档管理：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3 的要求。

7.5.4 接口：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4 的要求。

7.5.5 系统安全管理：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5 的要求。

7.5.6 异常情况自动恢复功能：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6 的要求。

7.5.7 数据通讯：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7 的要求。

7.5.8 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速率计算：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 6.5.8 的要求。

7.6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检测

7.6.1 在检测期间开始时，人工或自动校准仪器零点和量程值，记录下最初的模拟零点和量程读数，

每隔 24h 后测定（人工或自动）和记录一次零点、量程值读数；随后校准一起零点和量程值，记录零点、

量程值读数；连续 168h（7 天），按公式（1）～（4）计算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a) 零点漂移计算：

△Z=Zi-Z0 （1）

Zd=△Zmax/R×100% （2）

式中：

Z0--零点读数初始值；

Zi--第 i 次零点读数值；

Zd--零点漂移；

△Z--零点漂移绝对误差；

△Zmax--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R--仪器满量程值。

b) 量程漂移计算：

△S=Si-So （3）

Sd=△Smax/R×100% （4）

式中：

So--量程值读数初始值；

Si--第 i 次量程读数值；

Sd--量程漂移；

△S--量程值漂移绝对误差；

△Smax--量程值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R--仪器满量程值。

7.6.2 净化

通过操作检查检验是否符合6.6.5要求。

7.7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检测

4.7.1测量范围：分别在气路中通入 SO2、NO、NO2、CO、HCL 和 O2的最大可测量浓度的标准气体，应能

够准确显示相对应的标准值，表明各仪器符合要求。

4.7.2 响应时间：≤100s。通入中等浓度标准气体，用秒表测定显示值从瞬时变化至达到稳定值 90%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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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零点漂移：仪表校准后，每隔 8h 将高纯氮通入气路，并记录零点读数，以此重复操作 3次，再

根据测量数据计算零点漂移，测量结果与零点值的最大差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2.5%。

4.7.4 量程漂移：仪表校准后，将所测气体的最大可测量浓度的标准样品通入气路，每隔 8h 记录测量

仪的读数，如此重复操作 3次，再根据测量数据计算量程漂移，测量结果与量程值的最大差值应不超过

满量程的±2.5%。

4.7.5 测量准确度：将中等浓度的标准气体通入气路，一起测量值与标准浓度的相对误差≤5%，表明

仪器符合要求。同时应进行相对准确度测定与计算。

4.7.6 校准：测量仪应能用手动或自动方法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

7.8 烟气状态参数连续监测子系统检测

7.8.1 烟气流速测定

流速计测量标准流速气体时，其显示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10%，表明仪器符合要求。

7.8.2 烟气温度测定

使用温度控制器设置控制温气室的温度，采用温度传感器测量，如测量的偏差不大于±3℃表明温

度传感器符合要求。

7.8.3 烟气湿度测定

使用湿度仪测量。

7.8.4 烟气压力

采用压力计测量标准压力时，其显示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10%。

8 运行维护

8.1 日常巡检

8.1.1 日常巡检项目：取样系统和预处理系统运行状况、烟气分析仪工作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

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它检查项目,运行巡检应每天一次。

8.1.2 日常巡检记录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每次运行巡检应记录

并至少保存一年。

8.2 日常保养

8.2.1 日常保养应根据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设备说明书要求对保养内容、保养周期或耗材更换周期等

做出明确规定，每次保养情况应记录并归档。

8.2.2 每次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更换的备件或材料品名、规格、数量等应记录并归档。如更换的

是标准物质，还需记录新标准物质的来源、有效期和浓度等信息。

8.2.3 对日常巡检中发现的故障，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对于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

如电磁控制失灵、泵膜裂损、气路堵塞、数据采集死机、通讯和电源故障等，应在 24h 内及时解决；对

不易维修的仪器故障，若 72h 内无法排除，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8.3 日常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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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抽取式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气态污染物测量单元应每 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要求

零气和标准气体与被测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头、过滤器、洗涤器、调节器）一致，并进行零点

和跨度、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检测。

8.3.2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气态污染物测量单元应每 24h 自动校准一次

仪器零点和跨度。

8.3.3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气态污染物测量单元每 15 天应至少用零气和接近烟气

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工作点。

8.3.4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颗粒物测量单元应每 3 个月至少用校准装置校准一次

仪器零点和跨度。

8.3.5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EMS 每 3 个月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或/和跨度。

8.4 定期维护

8.4.1 停炉期间应清洁颗粒物测量单元的光学镜面。

8.4.2 每 30 天 应清洗一次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一次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对吹扫

空气保护装置进行一次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8.4.3 每 3个月应检查一次烟气自动监测系统的气态污染物测量单元的采样探头的管路积灰和气体冷

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更换一次采样探头滤料和吹扫以及稀释空气的除湿、滤芯等材料。每

3个月应检查一次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8.4.4 每天检查预处理系统和空气压缩机（如果有）内冷凝水排放情况。

8.5 定期校验

8.5.1 每 6个月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进行一次校验，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定期检验也可采用当

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性监测结果。校验采用参比方法和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校

验时必须有专人负责监督机组工况，并使工况在测试期间保持相对稳定。

8.5.2 参比方法测定气态污染物时，采样前和采样后应立即用标准气体进行校准。

8.5.3 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时，应使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相同。

8.5.4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规定时，应按 HJ/T 75-2017 中“11.4”要求进行校验，扩展为对颗粒物在线

监测方法的相关系数的校正或/和评估气态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的相对准确度或/和流速 CEMS 的速度

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所取样品数不少于 9对。

9 技术档案管理

9.1 设备技术资料

6.1.1设备技术资料包括：

a）设备台账；

b）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技术协议书；

c）仪器计量证书；

d）仪器环保认定证书；

e）合格证；

f）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

g）采样点和参比点设计图；

h）烟道设备安装图；

i）仪器间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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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端子接线图；

k）安装调试与运行报告；

l）验收监测报告；

m）联网报告。

6.1.2设备管理制度包括：

a）操作规程；

b）岗位责任；

c）定期比对监测制度；

d）定期校准维护制度；

e）运行信息公开制度；

f）设施故障预防制度；

g）应急措施制度。

9.2 运行维护记录

9.2.1 运行维护记录包括：

a）在线监测设备运行记录；

b）运行巡检记录；

c）维护保养记录；

d）定期比对监测记录

e）校准维护记录；

f）设备故障检修记录；

g）异常和缺失数据的记录。

9.2.2 各项记录表格按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教程》中第十四章第二

节“烟气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企业表格”的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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