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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在线测系统项目竣工报告 
工程名称：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污染源在线测系统建设项目 

工程地址：企业厂区排放口区域 

建设单位： 开工日期 2018 年 12 月 15 日 

设计单位： 完工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竣

工

条

件

具

备

情

况 

项目内容 施工单位自检情况 

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情况 完成 

工程调试试运行时间是否满足 满足 

设备现运行情况 正常 

仪器使用说明书 提供仪器使用说明书 

已完成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工程项目已竣工。 

 

 

 

 

附：系统主要部件相关技术指标 

测试项目 仪器厂家及型号 测定原理 技术指标 

COD 泽天 CODet-5000 分光光度法 

示值误差：±5%

重复性：≤2%,

零点漂移：±

2mg/L,量程漂

移：±3%F.S.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污染源在线监控新增 COD 在线分析仪实施

方案 

 

 

 

 

 

 

 

 

2018 年 12 月 



一、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地点：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兴业盛泰厂区 

1. 要求： 

（1） 需对企业在原有污染源在线监控的基础上新增 COD在线分析仪，并将数据

上传至环保局； 

2. 需要增加设备： 

COD在线分析仪 

二、设计要求 

现场仪表能准确测量和显示排放污水的 COD等监测监控数据，同时将信号接

入数采仪并上传至环保部门。 

现场仪表能按要求设置定期自动校验或手动校验。 

现场仪表测量数、图像据通过中央控制和传输系统能准确传送到企业和环保

局电脑上。 

企业和环保局电脑能准确接收、显示和保存现场仪表上传的数据。 

企业和环保局电脑能准确显示在线测量数据和历史数据。 

三、设备信息 

3.1 COD 在线分析仪 

产品概述： 

    CODet-5000 型 CODcr 水质在线自动分析仪是一种新型的用于测量污

水化学需氧量（COD）的全自动在线分析仪，本产品基于磁导计量平台，结合恒

温光纤、消解比色一体化等技术，实现高精度、低检出限、高稳定性和低维护量

的 COD 全自动在线监测。本产品工作原理符合《HJ/T 399-2007 水质 化学需氧



量的测定-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的技术要求，适合污染源、工业生产过程、市

政污水等领域的应用，并通过了 CMC和 CCEP认证。 

 

技术规格： 

测量方法：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量程：10～5000～20000mg/L 

示值误差：±5% 

重复性：≤2% 

零点漂移：±2mg/L 

量程漂移：±3%F.S. 

记忆效应：≤2mg/L 

环境温度：5℃~40℃ 

质控样比对：CODcr＜20mg/L ≤5mg/L 

           CODcr≥20mg/L ≤10.0% 

水样比对：CODcr≥30mg/L ±10.0% 

试剂用量：标配试剂做 250个样（根据现场需求定制） 

维护工作量：＜2个小时/月 

对外接口：RS485/RS232/USB接口/WIFI/蓝牙 

标配 1路 4-20mA输入、输出（可扩展 2路） 

功耗：200W（220±10%VAC 50Hz），不含采水泵 

 

产品特点： 

磁导计量技术不受色度大、悬浮物多、气泡多等干扰的影响，特别适用于进水口

的监测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检测精度高、定量下限低（10mg/L），仪表长期漂移量小 

具有一键自测功能和自我诊断功能 

进口单通道高集成阀岛，维修、拆装和清洗简单快捷 

全天候联网功能，监控仪表运行状态 

具备扫码功能、报警功能、质控功能和反控功能 

 



                                            
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在线监测维护规程 
一、 保持仪器安装场所的卫生和仪器整洁无积灰，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5℃左右。 

二、 日常检查项目 

1.  监测房及辅助仪器部分: 

⑴  检查水泵等预处理采样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各仪器线路是否完好，接地是否完好，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在 220±10V。 

⑵  检查一次仪表与数采仪量程是否一致，各监测因子显示是否正常符合国家要求排放。 

⑶  检查等比例采样仪能否远程采样，采样量是否与设定要求一致，及时清洁采样器蓄水壶。 

⑷  检查网络是否连接正常，数采仪数据能否正常上传于监控中心。 

⑸  检查 TOC 仪器氮气总压力是否大于 2MPa，仪器总压力是否控制在 0.2～0.3MPa 之间，气路是否畅通或

漏气，a/b 相关性系数设置是否规范合理，且采样间隔是否根据国家要求设置。 

⑹  COD、TNP、氨氮等其他仪器试剂是否充足，参数设置符合逻辑，废液是否及时清理。 

⑺  PH 流量数据是否与数采一致，线路是否连接完好。 

⑻  数采仪参数设置或转换系数等是否符合逻辑，一次仪表与数采仪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2%，比对误差不超过10%。 

2.  废水排放口采样点部分: 

⑴  取水点位置，取水点距水面是否大于30厘米，距池底是否大于20厘米，如在标排池中取水应保证不吸入污泥。 

⑵  清洁采样底阀和管路部分，检查反冲洗功能是否正常。 

⑶  检查 PH 电极、浊度仪、流量仪等采样探头表面是否有杂质附着或有干扰探物缠绕。 

⑷  流量仪探头是否安装在堰槽断面中心线上，且安装牢固，不易移动，仪器零点水位与堰槽计量零点一

致。 

⑸  计量槽安装位置上游顺直段长度应大于水面宽度 5-10 倍，下游出水口无淹没流。 

三、 定期维护项目：每周用标液对分析仪进行零点、量程验证和校准, 每月比对最少 1 次，每月的 COD

等比对由本公司运维实验室进行比对，每 3 个月比对工作由各地监测站进行测试，并做好校验比

对记录。 

四、 清洗或更换 

1. 取水软管，每半年更换一次；取水水泵应根据水质情况进行每半年或一年更换 1～2 个。 

2. PH 电极每年需要更换 1～2 根，等比例采样仪蠕动泵管（视水质情况而定）需每年更换一套。 

3. TOC 和 COD 相关性，每季度采样 6 个到当地监测站做 CODcr,得出相关性后维护组应及时到现场更换并

记录。 

4. 试剂的使用至少满足一周测量需求，更换试剂后标签需规范填写（包括品名、配置人员、配制日期、有效期）。 

5. TOC 仪的氮气使用应 99.99%以上纯度，COD 等其他仪器耗材根据仪器部件性能要求及时更换。 

五、 操作人员应严格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不得随意调整测量参数，不准非操作人员进行仪

器操作。 

六、 不得无故停表，仪器如发生无故停电，应在查明原因后再恢复送电，并做好停电记录。 

七、 故障发生时，若修复时间大于72小时，须报送手工监测数据，根据故障应急处理方案采取措施。 

                           

 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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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控设施故障预防和应急处理制度 

目的： 

为应对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故障，做好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措施，减少在线监测

数据的缺失，保证在线监测数据的运转率。 

应急响应 

1、 建立汇报制度，发现重大事故或系统严重故障时，应在2小时内向当地环保行

政部门汇报。重大故障处理完毕后，3天内写好书面报告，包含故障现象、原

因、处理过程、经验教训等。 

2、 监控站点发生故障在 24 小时内无法解决的，应急小组组长必须启动人工监测

手段，并上报环境监测部应急指挥部，且人工监测数据24小时不得少于4个。 

3、 监控点故障 48 小时内仍不能解决的，应立即汇报应急事故处理指挥部，启动

应急预案。 

故障处理： 

1、 由总指挥或应急小组组长联络协调当地环保部门，并及时汇报故障处理情况。 

2、 在总指挥的领导下，联络组人员马上联系公司采购、仓管人员，领出替代发生

故障的备机。 

3、 联络组人员安排好技术支持人员与必要的交通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故障

现场。 

4、 技术支持人员与应急小组应马上更换故障仪器，并对备机做好调试及性能测

试，在故障72小时内将备机投入使用。 

5、 抢修完成后，技术支持人员与应急小组需完成测试报告的编写并报于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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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总指挥或应急小组组长将处理结果上报地方环保局。 

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监测房管理制度 

1、 监测房由专人负责管理，外来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2、 爱护监测房内各类设备，遵守操作规程，保持室内清洁，

设备布线排列整齐。 

3、 任何人不得在监测房内从事与监测工作无关的活动。 

4、 严禁在监测房内吸烟、饮食；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

入监测房。 

5、 监测房内，除运维及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操作

任何设备。 

6、 运维人员须每周对仪器、仪表设备进行巡检，保证设备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7、 运维人员及监测房管理人员须严守机密，未经批准不得将

工作记录或其它保密资料带出监测房。 

8、 运维人员须每月对仪器、仪表、监测系统软、硬件及相关

计算机网络进行保养，不得擅自更改监测房线路。 

 

 

 

 

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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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人员岗位职责 

1、 运行维护人员应热爱本职工作，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全面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 

2、 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制定的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

行维护技术规范开展运维工作。 

3、 运行维护人员应熟悉系统的仪器设备的性能，严格按照仪器操作

规程，正确、规范地使用仪器设备，认真执行系统运行维护的各项规定。 

4、 每周对监测点进行一次例行巡检维护，切实做好维护和预防性检

修工作，并认真填好维护情况记录。保证仪器良好的运行环境，及时更换仪

器耗品；确保系统长期、连续、稳定运行；保证数据完整地上传至各级环保

部门的监控平台。 

5、 严格按照定期维护工作要求，填写运行记录。 

6、 认真做好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定期更换各类易损部件。 

7、 要求各运维点采用统一格式的维护记录表，并独立成册。 

8、 运维人员应服从管理和调配，接到排除故障任务或发现故障时应

及时处理，不能解决的应及时向上级和当地环保部门报告，便于专业维修人

员及时进行维修和处理。 

9、 所有运行维护的自动监测仪器必须按规定的时间要求进行校正和

校验，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率能达到各级环保部门所规定的要求。 

10、 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并按公司要求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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