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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自2002年首次发布以来,十余年未经修订,直至
2019 年 生 态 环 境 部 对 污 水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部 分 进 行 了 修 订 。 本 文 主 要 对 比 了 《 污 水 监 测 规 范 》
(HJ91.1-2019)与《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的主要技术变化,介绍了污水监测的相
关修订内容及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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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监测方案的制定

《污水监测规范》(HJ91.1-2019)(以下简

和交接、监测分析、监测数据处理、质

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

称HJ91.1),本标准部分替代了《地表水和

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2)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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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采样频次、采样器材、现场

标准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介质记录内容、采样安全、排污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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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

家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新的监测技

白样品、实验室空白样品等定义；(4)

术及要求。

3.2排放口设置要求

修改了校准曲线控制、分析方法的选择

排放口应合理设置,应满足现场采

1 修订的必要性

与使用原则。(5)修改了流量测量、污水

样和流量测定的要求,并确保监测人员

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国家日益

监测项目保存和容器要求。(6)删除了比

的安全。不可以远离厂区,原则上设在厂

重视环境保护,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渐

例采样器、油类、排污总量3项术语；保

界内,或厂界外不超过10m范围内。

增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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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监测数据上报内容。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长远不良影响,

3.3监测点位设置

因此2013年3月,原环保部发布了《关

HJ91.1简化了监测人员的素质要

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根据环境管

于开展201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

求、仪器设备管理与定期检查内容；另

理要求确定的应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

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3)154号),

外由于污水排放单位行业众多,情况各

口监控的水污染物,在含有此类水污染

下达了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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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年度统计表应属于环境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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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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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现场监测调查

物排放(控制)标准中规定的标准方法；

样应至少有2名监测人员在场。可使用地

现场监测期间,监测人员应对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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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定位、照相或录音录像等辅助手

单位进行现场监测调查,做好相应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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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保证现场测试或采样过程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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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否具有明显差异等)满足要求,其

和可追溯。

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和监测点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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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样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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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污染,尽快运输和交接样品保存应根

及运行负荷、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等。

关科技书籍或期刊中公布的、设备制造

据监测项目所采用分析方法的要求,不

3.5采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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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连续且稳定,有出水处理设施井正

3.11现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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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记录应当完整、规范、内容齐

性,可用瞬时水样的浓度代表采样。

纯度和登记必须达到分析的要求。
4.5现场记录

时间、现场测试仪器型号及编号、采样

全,应及时与报告审核记录、监测报告等

3.6采样频次

点位、生产工况、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

一起归档。原始记录若涂改应单杠划去

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相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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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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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计算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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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自行监测的频次

3.13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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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也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一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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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进行加密监测：周期在8h以内的,

相关内容执行,因此简化了该部分内容。

每小时采1次样；周期大于8h的,每2h采1

4 个人观点

次样；但每个生产周期采样次数不少于3

4.1采样位置

次；采样的同时测定流量。

采样位置应在污水混合均匀的位

3.8流量测定

置,如计量堰趺水处、巴歇尔量水槽喉

已安装自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

管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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