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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

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性能指标，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和源活性炭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量

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广东伟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东青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广东环协科技

咨询开发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文智、曾旭腾、谢小晶、徐芬芬、陈诗良、吴君句、罗坤莉、廖天星、李孔贺、

黄凯欣、冯 逍、陈启深。

本标准由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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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干涉增幅反射检测器（IER）法技术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干涉增幅反射法）的应用选型、性

能检验及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GB/T 13306 标牌

GB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8403.1 气体分析器性能表示 第1部分 总则

HJ/T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传输标准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DB 44/814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4/815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4/816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7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1837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在 101325Pa标准大气压下，任何沸点低于或等于 250 ℃的有机化合物，简称 VOCs。

3.2 干涉增幅反射检测法 Interference Enhanced Reflection，IER

干涉增幅反射检测法（IER）是利用由高分子薄膜和高反光性硅基板组成的流通池，当被测的 VOCs
进入流通池时被高分子薄膜吸附从而使得膜厚的增幅发生变化。以固定角度入射的激光在高分子薄膜表

面的反射光与在硅基板表面的反射光产生干涉现象，在一定的光学膜厚范围内，干涉光的强度与高分子

薄膜的厚度成正相关关系，通过检测干涉光的强度来测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

3.3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 273.15 K，压力为 101325 Pa 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空

气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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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 Automat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EAMS-VOCs

对固定污染源废气总 VOCs进行连续、实时测定所需要的自动监测系统。一般由采样、测试、数据

采集和处理等子系统组成。

3.5 测定下限 minimum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mit

在限定误差能满足预定要求的前提下，用 CEAMS-VOCs 能够准确定量测定待测物质的最低定量检

测限。

3.6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使用同一 CEAMS-VOCs对同一被测对象，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相互独立的测试结果之间的一致

程度。

3.7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从通入标准气体至显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标称值的 90%时所需要的时间。

3.8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未进行计划外的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CEAMS-VOCs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零点漂

移测试气体，仪器的读数与零输入之间的偏差。

3.9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在未进行计划外的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CEAMS-VOCs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的读数

与已知参考值之间的偏差。

3.10 线性误差 linearity error

仪器实际读数与通过被测量的线性函数求出的读数之间的最大差异。

3.11 实际气样比对误差 comparison error of actual air sample

参比方法与 CEAMS-VOCs同步测定同一排放源 VOCs浓度，数据对之差绝对值的平均值与参比方

法测定数据的平均值之比。

3.12 数据采集传输仪 equipment of data collector and transmission

采集各种类型监控仪器仪表的数据、完成数据存储及与上位机数据传输通讯功能的单片机、工控机、

嵌入式计算机、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或可编程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等，本标准简称数采仪。

4 系统组成

系统的基本组成如图 1所示，主要包含以下单元：

1) 采样单元：由采样探头、采样管、预处理装置等组成。采集废气排放口的样品气体，经除尘、

除水后输送到 VOCs在线分析仪。

2) VOCs在线分析仪：包括硬件和软件控制系统，由控制单元、分析单元、数据处理单元等部件组

成，实现进样、分析和排气、数据采集、处理、显示存储和数据输出等功能的部分。

3)其他辅助设备：包括 VOCs在线分析仪所需要的机柜、平台和安装固定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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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系统的基本组成如图 1所示：

废

气

排

放

口

预处理

装置

VOCs 在线

分析仪
采样探头

标准气体

气体流向

数据处理与储存

数据显示与查询

状态显示与查询

数据传输

检测后排出

图1 系统的基本组成

5 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

5.1 性能指标

表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测定下限 10 mg/m3 5.4.1

重复性 ≤5% 5.4.2

响应时间 ≤ 30s 5.4.3

零点漂移 ≤2 mg/m3 5.4.4

量程漂移 ≤10mg/m3 5.4.5

线性误差 ≤10% 5.4.6

实际气样比对误差 ≤ 50% 5.4.7

注：测量范围上限值不低于排放限值的 5倍。

5.2 仪器试验条件

5.2.1 环境温度（5~40）℃
5.2.2 相对湿度 <90%
5.2.3 大气压（86~106）kPa
5.2.4 供电电压（AC 220±10）V
5.2.5 电源频率（50±0.5）Hz
5.2.6 应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场和干扰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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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准气体

5.3.1 零点气体：空气标准气体或经除尘除 VOCs的常温清洁干燥空气。

5.3.2 标准气体：甲苯标准气体（空气平衡），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2%。

5.4 试验方法

5.4.1 测定下限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将浓度为（102）mg/m3的标准气体通入分析仪器，每 1min记录一次

仪器测量结果 ri，获得 7组数据。按公式（1）计算所取得数据的标准偏差 S0。

1

)(
1i

2

0 







n

rr

S

n

i

………………………………………….(1)

式中：

S0 —— 标准偏差，mg/m3；

r —— 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mg/m3；

ir —— 待测分析仪器第 i次测量值，mg/m3；

i —— 记录数据的序号（i=1～n）；
n —— 记录数据的总个数（n=7）。

按公式（2）计算测定下限 L：
� 体 �⸱��……………………………………………….（2）

5.4.2 重复性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浓度为（302）mg/m3的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显示值 Ai，
重复上述测试操作 7 次，按公式（3）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重复性 Sr（相对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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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式中：

Ai —— 仪器第 i次测量的显示值；

A —— 仪器显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n —— 测量次数（n=7）。

5.4.3 响应时间

通入浓度为（1002）mg/m3标准气体，稳定后读取仪器显示值，撤去标准气体，通入零点气体，

仪器显示值稳定后，再通入上述浓度的标准气体，同时用秒表记录从通入标准气体瞬时起到标准气体标

称值的 90%时所需的时间，重复测 3次，取 3次记录时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仪器的响应时间。

5.4.4 零点漂移

通入零点气体，待仪器稳定后记录零点读数初始值 Z0，仪器调零。24小时后，再通入零点气体，

待读数稳定后记录零点读数 Z1，仪器调零。第二天重复以上操作，记录 Zi，连续操作 7天，按式（4）
和式（5）计算零点漂移 Zd。



T/GDAEPI 03—2019

5

�� 体 �� � ��………………………………………………. (4)
�� 体 �� �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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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点变化值；

△Zmax——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5.4.5 量程漂移

仪器通入 50～100%满量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通入标准气体初始测定值 S0，校准仪器。

24h后，再通入同一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标准气体读数 S1，校准仪器。第二天重复以上操作，

记录 Si，连续操作 7 天，按式（7）计算量程漂移 Sd。

�� 体 �� � ��………………………………………………. (6)

�� 体 ���th…………………..…….……….…………….(7)

式中：

S0 —— 量程读数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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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线性误差

仪器经校准后，交替通入零点气体和低（20%～30%的满量程值）、中（40%~60%的满量程值）、高

（80%～100%的满量程值）浓度标准气体，待显示浓度值稳定后读取测定结果。重复测定 3 次，取平

均值。按式（8）计算线性误差。

��� 体
�������
���

� ����……………………………………（8）

式中： Lei —— 线性误差；

Cdi —— 测定标准气体浓度平均值；

Csi —— 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

i —— 第 i种浓度的标准气体。

5.4.7 实际气样比对误差

参照 DB44/814、DB44/815、DB44/816、DB44/817、DB44/1837-2016 标准附录中规定的 VOCs 监
测方法进行实际气样比对，参比方法和 CEAMS-VOCs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至少获取 3个同时段数据

对，分别计算相对误差，取最大值作为判定值。

计算实际气样比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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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iRARA  ………………………………………………….(9)

%100
i

i
i

RM

d
RA ……………………………………………….(10)

iii RMVOCd  s ……………………………………………….(11)

式中：RA —— 最大比样误差，%；

RAi —— 样品 i的比对误差，%；

di —— 样品 i的 CEAMS-VOCs的平均值与参比方法测量值的数据对之差，mg/m3；

sVOC i —— 样品 i的 CEAMS-VOCs 同步测量平均值，mg/m3；

RMi —— 样品 i的参比方法测定值，mg/m3。

6 技术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仪器在醒目处应标识产品铭牌，铭牌标识应符合 GB/T 13306的要求。

6.1.2 仪器各部零件应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按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6.1.3 仪器各显示部分的刻度、数字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6.1.4 仪器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水。

6.1.5 仪器主要部件均应有相应的标识和文字说明。

6.2 性能要求

6.2.1 采样单元

采样探头、预处理装置、传输管道应由防腐蚀和低吸附性能的材料构成，不因样气的腐蚀和吸附而

对测定结果造成影响，预处理装置需具有粉尘过滤和疏水功能。

6.2.2 分析单元

6.2.2.1 输出信号应稳定。

6.2.2.2 输出的污染物浓度表示单位以 mg/m3 计。

6.2.2.3 应具有断电复位功能，停电复位后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6.2.2.4 应设置二级管理密码登录保护，可现场和远程实现数据显示、系统参数设置、历史记录查询、

超标和异常记录查询、数据导出的功能。

6.2.2.5 系统时钟计时误差应≤±0.5‰。

6.2.2.6 分析仪的数据传输应符合HJ 212的要求，至少存储14400条记录。

6.2.2.7 分析仪的控制单元应具有自动控制校零、测量、清洁的全流程分析功能，并具有管路和采样探

头反吹功能。

6.2.2.8 应具有样气和零点气体的降温湿度调节单元，降温湿度调节单元的工作温度应设置在20.5℃。

6.2.2.9 应具备标准气体校准及流量控制功能，由两个气体流量计组成，为保持进入被校仪器的标准气

体压力稳定，流量控制器出口流量控制在0.9±0.1L/min的范围内，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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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流量控制器

6.2.3 数据采集、处理和数据通讯

VOCs在线分析仪应具有记录、存储、显示、数据处理、数据输出、打印、故障告警、安全管理和

数据、图文传输功能。仪器应设置 RS232、RS485中任一种通信接口，提供网络接入功能，向有关部门

定时传输数据和图表，并随时接收数据查询。定时发送时钟命令并校准时钟。传输协议应符合 HJ 212
的要求。

6.2.4 数据查询和检索

显示 VOCs在线分析仪现场工作状态，可设置条件查询和显示历史数据，打印告警信息和各种图表，

实时显示污染物排放数据。能显示和打印 5分钟、小时、日、月数据，能生成小时、日、月报表，报表

应给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及参加统计的样本数。

6.3 安全要求

6.3.1 VOCs在线分析仪外部结构应符合 GB 4793.1的相关规定，电源引入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

不小于 20 MΩ。

6.3.2 VOCs在线分析仪应设有漏电保护装置，防止人身触电。

6.3.3 VOCs在线分析仪应良好接地，防止雷电对仪器造成损坏。

7 系统安装和运行管理

7.1 系统安装

7.1.1 CEAMS-VOCs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点的设置应符合 GB/T 16157的规定。

7.1.2 VOCs在线分析仪仅限于室内安装，要求室内环境清洁，相对湿度≤85%，室温在5-30℃之间。

7.2 运行管理

7.2.1 调试

7.2.1.1 在现场完成CEAMS-VOCs安装、初调后，仪器各项性能参数符合有关性能指标要求。

7.2.1.2 CEAMS-VOCs连续运行168小时后，可进入调试检测阶段，调试检测周期为72小时，在调试检

测期间，不允许计划外的检修和调节仪器。

7.2.1.3 如果因CEAMS-VOCs故障、固定污染源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在上述因素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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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后，应重新开始进行为期72小时的调试检测。

7.2.2 交付运行

7.2.2.1 每月用零点气体和标准气体校准CEAMS-VOCs。
7.2.2.2 每月检查粉尘过滤系统的性能，每季度更换校零点气体过滤器。

7.2.2.3 每月检查电子冷凝器工作温度，当制冷温度衰减时更换制冷片或电子冷凝器。

7.2.2.4 检查VOCs在线分析仪各管路气密性和流量稳定性，采样流量超出0.9±0.1L/min的范围时，应重

点检查管路气密性、流计量浮子控制位和采样泵出力。

7.2.2.5 每月对VOCs在线分析仪进行清洁，保证仪器各器件表面清洁干燥。

7.2.2.6 每月检查标准气体的使用有效期，不得使用过期标准气体。

7.2.2.7 每季度进行实际气样比对误差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相关性能指标要求。

8 参比方法采样要求

参比方法采样遵照 HJ 732、HJ 734，采样位置设置于排气筒的垂直管段，避开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

的部位，采样点位于排气筒中心。参比方法和 CEAMS-VOCs同步采样，记录采样时间、采样流量、温

度和大气压，采样管路如图 3 所示：

1-排气管道；2-过滤头；3-Teflon 连接管；4-三通

图3 实际气样比对采样示意图

9 操作说明书

仪器的操作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仪器原理、仪器构造图、测试流程图、现场安装条件及方

法、仪器操作方法、部件标识及注意事项、有毒有害物品（部件）警告标识、仪器校准等使用方法，常

见故障处理、质量保证、日常维护说明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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