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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总数的逐年递增,水环境污染日趋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

的考验。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被广泛应用到水环境监测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该系统可实时性、连续性的掌控水质变化
情况,为制定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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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就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结构特征以及水质自动
监测子站系统进行了分析,然后论述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

备、湿控设备及通风设备。为避免监测站遭受雷击,可在适
当位置安装避雷装置。

设计要点,进而针对强化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管理工作的具体

2.3 自动监测项目选择

策略进行了说明,希望本文的论述可以为我国在线水质的监

建设水站首要前提是综合考量监测目的,选定监测项

测与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目。水质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温度、pH、溶解氧、电导率、浊

1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构成情况

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等。为此,相关人员

1.1 质自动监测系统结构特征

需严格遵照国家监测标准及限定法律条例,考察各个监测项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主要由远程环境监测控制中心和水

目。

质自动监测基准子站两部分构成。各个监测基准子站由所属
区域环境监测托管站负责日常维护,远程环境监测控制中心

2.4 优化监测仪器设备配置
在实际监测过程中,应综合考量仪器设备的品牌、规格、

通过 VPN 和电话拨号两种通讯方式,实现对各监测基准子站

性能、质量及使用方法,优选质量等级高、监测效率高且监

的全方位远程监控。各区域环境监测托管站以及各授权部门

测误差小的仪器设备。若水环境污染较重,在水质监测过程

通过电话拨号的方式,实现对各托管子站的远程监控、资源

中,需利用各类仪器设备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客观评价各类

共享及数据交互。水质自动监测基准子站是一个独立的、完

仪器设备的抗干扰性能,选择符合水质监测需求的仪器设

整的监测子系统,具有样品采集、过滤、分析以及数据采集、

备。
3 强化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管理工作的具体策略

整合、分析与处理功能。
1.2 水质自动监测基准子站系统

3.1 完善监测技术人员综合素养

水质自动监测基准子站系统主要由采配水单元、分析单

首先,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管理人员需明确水质监测工作

元、控制单元及各类基础辅助设施等构成。各分支单元的协

的重要性,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基本工作,督促各部门加大对

调配合,进而形成一个独立自主化与标准化的完整体系,具

水质监测工作的重视度。其次,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技术管理

有应急诊断、自主防护与自主调节等基本功能。远程环境监

人员要不断扩大专业理论知识储备,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水

测控制中心站可通过子站控制单元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

平。最后,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如实汇报水质变化情况,积极

与数据传导。

上报并处理水质监测系统故障,保证监测系统的正常使用。

现阶段水质自动监测站又增设了总磷与总氮在线监测

另外水质监测站的维护技术人员要对水质自动监测的操作

项目。相关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靠自主控制软件设定

流程实行全面掌握,这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自身具备多方

监测频率。目前常规水质监测采取 4h/次的监测频率,即每

面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技能,但是一个人很难掌握全部的知识

天可获取近 6 组监测数据。

和技能,这就需要一个水质监测人才队伍,同时要协调队伍

2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要点

内部成员的各自工作任务,然后各行其职,实现工作之间的

2.1 自动监测站选址

配合。

通常情况下,水质自动监测站多选建在交通条件便利、

3.2 加大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常规维护力度

水电供应充足,且水位变化较小的地段。需要强调的是,水质

保证水质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转是获取完整且准确的监

自动监测站不适宜建设在洪涝、泥石流及山体滑坡高发地

测数据的先决条件。为此,相关人员需定期检查监测系统,

段。

并对仪器设备实现维护保养,满足水质监测工作需求。水质
2.2 自动监测站站房规划

监测仪器设备维护检查主要包括值班人员常规检查、技术人

按照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标准,优化实验室、试剂配

员深度检查及仪器供应商性能检查三方面。水质监测站应构

制间仪器设备配置。另外,在监测站房内配置完善的温控设

建完善的巡查制度,要求巡查人员如实记录检测结果,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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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故障检测报告,递送至技术人员处。由技术人员通过现场

3.8 比对实验

勘察与分析,明确故障诱因,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在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检测过程中,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再者,水质自动监测站需设立看护岗位,并指定看护人员轮

水样比对实验。若检测仪器设备需要过滤水样,比对实验也

流上岗,为水质监测站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保障。

应当过滤水样,并且保证取样位置的一致性。采集瞬时水样

3.3 完善采配水系统

时,多与自动检测仪同步,在采集样本的基础上,记录检测仪

在日常监测过程中,绝大多数水质自动监测系统都采用

读数。单次比对实验多采集两个平行样本,然后通过比对实

了双泵双管协调配合的方式。以此便于设备的常规维护,实

验结果平均值与自动检测仪测定结果,计算相对误差。具体

现远程控制。另外,水质监测系统应设置防堵塞和温控装置,

公式如下所示：

保证密封供水,提高监测系统的采水效率。
3.4 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工作
水质自动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温度、pH、溶解氧、电导率、

R E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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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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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代表检测仪的测定值；代表对比实验平均值。

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等。在实际监测作

3.9 检查与审核实验数据

业过程中,需严格遵照《监测仪器操作规程》操作仪器设备。

检查与审核检测仪器数据,是保证数据完整性与准确性

常规质量控制主要内容包括对比试验、标液核查及数据审核

的关键步骤。在线分析仪以 4 小时为一个分析周期,定时分

等。

析 6 组数据。由于自动检测数据信息量较大,极易出现数据
3.5 定期校准仪器设备

异常变化情况。若异常值在前后均为正常值的情况下偶然出

根据水质变化情况,调整分析仪校准时间。通常情况下,

现,极有可能是仪器内部试剂问题,或者是仪器的进样异常。

分析仪器校准周期最长不超过 30 天。在校准过程中,技术人

对此,相关人员需及时更换试剂,或者调节仪器设备。在某参

员还应当清洗传感器、更换试剂,并且结合实时监测数据,

数变化的同时,相关参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此,相关人员

对自动监测系统的各分支单元进行随机校准。

要客观分析参数变化诱导因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若

3.6 检测自配标准溶液与质控样本

数据异常原因不明确,则要全面检查监测系统的各个环节,

定期检测自配标准溶液或质量控制样本,掌握仪器设备

并通过采集水样进行人工分析,同时调整监测频率。通常情

的基线漂移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以澳大利亚格林

况下,相关人员还要综合判断各项指标的机理性和监测数据

斯潘的 71 号管为检测仪器,根据自配标准溶液检测结果,计

的规律性,以加强数据审核结果的精确性,为后续各项基本

算仪器设备的精确度。若自配标准溶液与质量控制样本同步

工作奠定基础。

检测,评估测定值是否符合标准值。检测仪器设备的相对误
差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背景下,

x -c
R E （ % ）=
c

水环境污染治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水环境污染治

注：若相对误差(RE)超过 20%,应重新校准仪器。

整合与分析监测数据,掌握水质变化情况,以此为制定污染

上式中,RE 代表仪器的相对误差；x 代表标准溶液的平

治理方案提供必要的辅助与支持,满足实际发展需求。

均测值；c 代表标准溶液的标准值。
仪器设备的相对标准偏差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n

R S D （ % ）=

1
（ x i -x ）2
n -1 i → 1
∗100%
x

3.7 检查试剂有效性
在常温条件下,水质自动监测仪器的标准溶液及试剂可
保存数周,但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受到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
标准溶液或试剂极易自主降解。从专业角度来说,室内环境
条件、试剂的属性特征及浓度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标准
溶液与试剂的稳定性。通常,还原性或氧化试剂应避光保存。

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当高效利用水质在线监测系统,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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