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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过程中的监测准备、采样技术要求、安全防护要

求、样品运输、保存与交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资料整编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有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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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6.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GB 3836.1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危险场所分类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总则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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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01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HJ 100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气袋采样-气相色谱法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4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三甲胺的测定 溶液吸收-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78     固定污染源废气 甲硫醇等 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预浓缩/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107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15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DB41/T XXXXX—XXXX 

2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3.2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 VOCs 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 VOCs 物质的总量，以单

项 VOCs 物质中碳质量浓度之和计。 

3.3 非甲烷总烃 (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其他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

以碳的质量浓度计。 

3.4 标准状态   

指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3kPa 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指

标准状态下干基浓度。 

4 监测准备 

4.1 资料收集 

4.1.1 收集 VOCs 排放企业的基本信息，包含名称、地址、法人及联系方式、行业类型、生产规模、主

要产品、能源类型及消耗量、排放 VOCs 种类、监测场所危险等级等，参见附录 A 中表 A.1。 

4.1.2 调查企业 VOCs 产生环节及控制现状，包含生产工艺、VOCs 排放节点、涉 VOCs 物料使用及存

放情况、治理工艺及设备信息等，参见附录 A 中表 A.2。 

4.2 监测项目 

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排污许可证等要求的 VOCs

污染物指标确定监测项目，参见附录 B。现场应开展非甲烷总烃浓度监测。 

4.3 分析方法选择 

挥发性有机物测定项目的分析方法选择次序及原则如下： 

——标准方法：按环境质量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推荐的分析方法、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

标准方法。国家或地方再行发布的分析方法同等选用。 

——其他方法：按照HJ 168 的要求进行方法确认和验证后，检测机构可采用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简

称ISO）或其他国家行业规定或推荐的标准方法。 

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方法选择参见附录 C。 

5 采样技术要求 

5.1 点位布设 

5.1.1 点位布设符合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规定。 

5.1.2 采样口和采样平台设置应符合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规定要求。采样平台应有足够的操作空

间，易于到达，便于操作，安全牢固，且具有明显的危险场所等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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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采样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 

5.2 采样器具 

5.2.1 根据监测项目所选分析方法要求，确定合适的采样器具；参见附录 C。 

5.2.2 采样枪颗粒物过滤器应为陶瓷或不锈钢材质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吸附材料；采样管线应为不锈钢、

石英玻璃、聚四氟乙烯等低吸附材料；使用吸收瓶、真空瓶和注射器采样时，玻璃密封溶剂应对测试结

果不存在影响。 

5.2.3 采样枪、过滤器、连接管等使用后，选择加热模式，抽取洁净空气清洗 5 min。气袋、真空瓶和

注射器等可重复使用的采样器具，使用后分别用洁净空气和高纯氮气各清洗 2～3 次；若目标化合物在

采样器具上存在强吸附干扰，应置于 60 ℃保温箱中平衡 30 min 再进行清洗。经清洗后的连接管、气

袋、真空瓶和注射器等器具应保存在密封袋或箱内避免污染。 

 

5.3 采样频次及时间 

5.3.1 采样频次及时间应符合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规定；相关分析方法标准中有规定的，按照规

定执行。 

5.3.2 排放源连续排放时，应在生产工况、排放状况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恒流采样。以连续 1 小时的

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 

5.3.3 排放源间歇排放时，采样时间应与排放周期同步。排放时间小于 1 h 的，应在排放周期内连续采

样，或在排放时段内等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排放时间大于 1 h 的，在排放时段内按照

连续排放的要求采样。 

5.3.4 储罐类排放采样，应在流体的加注或输送操作时段内采样。 

5.3.5 采样时应核查并记录工况，避免在装置或设备启停等不稳定工况条件下采样。  

5.3.6 对污染事故排放进行监测时，采样频次及时段应根据事故应急监测方案设置。 

5.4 样品采集 

5.4.1 采样前，使用便携设备对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浓度进行监测，初步判断污染物浓度水平，监测方法

参见附录 D。 

5.4.2 采样过程应符合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规定；分析方法标准中有特殊要求的，按照相关要求

执行。 

5.4.3 在采样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推荐的采样方法，参见附录 C。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他

能满足质量控制要求的采样方法。 

5.4.4 采样过程中，应同时监测废气的温度、水分含量，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其对样品采集、分析工作

造成影响。 

6 安全防护要求 

6.1 按照 GB 3836.14 中不同区域安全防护要求，选择合适的安全防护方式。监测现场区域的危险分类

或防爆保护要求未明确的，应使用安全型的监测设备。 

6.2 现场监测或采样时应严格执行现场安全生产规定；若监测区域为有防爆要求、或存在有毒有害气体

的危险场所，监测人员应装备报警装置，并在安全员指导下工作。 

6.3 按照 GB 39800.1 中规定，根据采样环境的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现场监测或采样人员应选择

性地配备防护装备和安全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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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样品保存、运输与交接 

7.1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运送实验室分析；保存方式和保存时间参见附录 C。 

7.2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照射；易碎样品装箱时应用采取防震措施，防止样品损坏。 

7.3  样品交接时，应对样品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包装、标识、外观、样品名称、采样地点、样

品数量、保存条件、是否损坏或污染等。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1 从事监测的组织机构、监测人员、现场监测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与设备等应满足环境监测要求。 

8.2 采样前，采样器具按分析方法要求进行质量抽检，抽检合格后方可使用。采样系统每次采样前应进

行气密性检查。每次采样前、后对仪器进行流量校准，相对误差应不大于 5 %；采样前后流量波动应不

大于 10 %。 

8.3  冷藏保存的样品应在处理前恢复至常温。 

8.4 当全程序空白不符合要求时，应仔细检查原因，必要时重新采集样品；实验室空白值明显偏高时，

需检查原因，消除空白值偏高的因素，并重新分析。 

8.5 用校准曲线定量时，须检查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是否正常，控制指标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求确定。

校准曲线不得长期使用，定期检查曲线中间点浓度，是否满足分析方法要求，不满足应重新绘制校准

曲线。 

8.6 精密度和正确度（准确度）的控制指标应满足相关分析方法要求。 

9 资料整编 

9.1 收集和整理的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VOCs 产生环节及控制现状调查表，监测点位布设

图，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及分析等过程的记录。 

9.2 收集整理的资料与相应的监测报告一并存档，妥善保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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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调查资料 

VOCs排放企业情况调查内容参见表A.1～A.2。 

表 A.1  企业基本概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地    址  

法人及联系方式  

行业类型  投产时间  

主要产品类型  生产规模  

产品（1）年产量  最近一季度产量  

产品（2）年产量  最近一季度产量  

…… …… …… …… 

能源类型及消耗量  

能源（1）年消耗量  最近一季度消耗量  

能源（2）年消耗量  最近一季度消耗量  

…… …… …… …… 

主要原料类型    

原料（1）年消耗量  最近一季度消耗量  

原料（2）年消耗量  最近一季度消耗量  

…… …… …… …… 

主要 VOCs 排放源  

源（1）排放 VOCs 种类  

源（1）监测场所描述与

危险等级 

 

源（1）烟气基础参数 

(氧含量、流速、烟温和

湿度) 

 

源（2）排放 VOCs 种类  

源（2）监测场所描述与

危险等级 

 

源（2）烟气基础参数 

(含量、流速、烟温和湿

度) 

 

…… …… 

生产工况： 企业负责人签字： 

调查时间： 调查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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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企业 VOCs产生环节及控制现状调查表 

厂区平面布置简图 

附主要生产设施的布置，如生产车间、生产线、污水站、冷却水系统和主要 VOCs 排放源分布图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附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涉 VOCs 物料使用及存放情况 

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分生产工段详细描述主要原辅料类型及上一年(或季度)的用量，并附原辅材料用量表。 

涉及有机溶剂使用的企业应说明各工段有机溶剂（包括油漆、涂料）的种类、VOCs 含量和用量。 

有储罐的企业应说明储罐个数、储罐类型（包括卧式、拱顶、内浮顶、外浮顶）、存储的液体类型及其年存

储量，说明储罐的维护保养情况，可附图片说明。 

有化工装置的企业应说明化工装置的开停工情况、排空方式、是否配备回收净化装置等有关情况。 

化工企业有污水治理设施的应提供污水治理的方法、是否加盖、敞开面积以及是否有废气治理等信息。 

 

VOCs 产生源 

描述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中 VOCs 排放的主要环节，说明企业各车间排放口数量、高度以及排放的主要污染

物种类及收集等情况，。 

溶剂使用类企业应说明溶剂存储、使用等过程 VOCs 排放各环节情况。 

同时应说明企业生产线的管理水平、生产装置和生产车间的密闭状态以及生产线排口的废气收集情况，并附

生产车间现场照片。 

VOCs 控制现状 

说明各车间排放口的治理设施情况，包括治理技术、设备型号、生产厂家、使用年限、治理的污染物种类、

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情况。 

对有组织排放口（若有治理设置，则对治理前、后）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或在线监测，评估污染物排放

及其达标情况。检测/监测物种应包括非甲烷总烃、苯、甲苯等主要 VOCs 物种，同时对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

状态进行同步监测（处理效率），检测或在线监测报告作为附件。 

注：活性炭吸附装置应提供活性炭更换频次和处置方式等，燃烧法 VOCs 治理装置应提供燃料、燃烧温度等

燃烧条件，需定期更换吸附剂、催化剂或吸收液的，需要提供详细的购买及更换台账、提供采购发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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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行业 VOCs 排放特征因子及监测点位 

不同行业VOCs排放企业的VOCs排放特征因子及监测点位参见表B.1。 

表 B.1  不同行业 VOCs 排放特征因子及监测点位 

序号 行 业 点 位 监测项目* 

1 炼钢（3120） 涂层机组排气筒 
苯、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

总烃 

2 
黑色金属铸造

（3391） 
表面涂装设备（线）车间排气筒 

苯、苯系物、非甲烷总烃和

TVOC 

3 炼焦（2521） 
苯储槽 苯和非甲烷总烃 

库区各类储槽排气筒 酚类和非甲烷总烃 

4 水泥制造（3011） 固体废物储存、预处理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5 
原油加工及石油

制品制造（2511） 

石油炼制工业：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筒、

离子液化烷基化装置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

筒、有机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石油炼制工业：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

装置排气筒 

苯、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

总烃 

石油化学工业：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

装置排气筒、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气筒、其

他有机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特征挥发性有

机物 

6 

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

（2651） 

生产设施车间排气筒、废水废气焚烧设施排

气筒 

苯、甲苯、非甲烷总烃、特

征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氯乙烯合成车间污染物净化设施排放口 
氯乙烯、二氯乙烷、非甲烷

总烃 

聚氯乙烯制备与干燥车间污染物净化设施排

放口 
氯乙烯、非甲烷总烃 

7 
锂离子电池制造

（3841）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8 轮胎制造（2911） 

胶浆制备、浸渍、喷涂和涂胶装置的车间或

生产设施排气筒 

甲苯及二甲苯合计、非甲烷

总烃 

炼胶、硫化装置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9 
塑料人造革、合

成革制造（2925）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苯、甲苯、二甲苯和 VOCs 

10 
生物质能发电

（4417） 
车间与生产设施排气筒 

三甲胺、甲硫醇、甲硫醚、

二甲二硫醚、二硫化碳、苯

乙烯 

11 
环境卫生管理

（7820） 
车间与生产设施排气筒 

三甲胺、甲硫醇、甲硫醚、

二甲二硫醚、二硫化碳、苯

乙烯 



DB41/T XXXXX—XXXX 

8 

12 

棉印染精加工

（1713） 

毛染整精加工

（1723） 

麻染整精加工

（1733） 

丝印染精加工

（1742） 

化纤织物染整精

加工（1752） 

针织或钩针编织

物印染精加工

（1762） 

车间与生产设施排气筒 

 
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13 服饰制造（1830） 车间与生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14 氮肥制造(2621) 

固定床常压煤气化工艺：原料气制备-造气废

水沉淀池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排气筒 

公用工程：污水处理场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排

气筒 

酚类、非甲烷总烃 

固定床常压/加压煤气化工艺：原料气制备-

造气炉放空管、原料气净化-脱碳气提塔排气

筒 

非甲烷总烃 

碎煤固定床加压气化工艺：原料气净化-酸性

气体脱除设施排气筒 
甲醇、非甲烷总烃 

干煤粉/水煤浆气流床气化工艺：原料气制备

-煤粉输送及加压进料系统粉煤仓排气筒、原

料气净化-低温甲醇洗尾气洗涤塔排气筒 

以油为原料-部分氧化法：原料气净化-低温甲

醇洗尾气洗涤塔排气筒 

甲醇 

尿素：造粒塔或造粒机排气筒 甲醛 

15 农药制造（263） 

工艺废气排气筒、发酵废气排气筒、罐区废

气排放口、废水处理站废气排放口、危废暂

存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特征挥发性有

机物 

制剂加工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16 
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2710） 

发酵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工艺有机废气排放口、废水处理站废气排放

口、罐区废气排放口、危废暂存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特征挥发性有

机物 

工艺酸碱废气排放口 特征挥发性有机物 

17 

涂料制造（2641） 

油墨及类似产品

制造（2642） 

工业颜料制造

（264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苯、苯系物、非甲烷总烃、

甲醛、1,2-二氯乙烷、TVOC、

异氰酸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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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颜料制

造（2644） 

染料制造（2645） 

密封用填料及类

似品制造（2646） 

18 

书、报刊印刷

（2311） 

本册印制（2312） 

包装装潢及其他

印刷（2319）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非

甲烷总烃 

19 

汽车制造业

（36）、家具制造

业（21）、金属制

品业（33）、通用

设备制造业

（34）、专用设备

制造业（35）、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37）、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38）、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39）、仪器仪表

制造业（40）、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业（43）、

汽车修理与维护

（8111）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非

甲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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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分析方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方法参见表C.1。  
 

表 C.1  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污染因子 标准名称及编号 采样方式 
样品运输、保

存时间及条件 

1 

丙烯、二氯二氟甲烷、氯

甲烷、二氯四氟乙烷、氯

乙烯、1,3-丁二烯、溴甲

烷、氯乙烷、丙酮、三氯

氟甲烷、异丙醇、1,1-二

氯乙烯、二硫化碳、二氯

甲烷、三氯三氟乙烷、逆

-1,2-二氯乙烯、1,1-二氯

乙烷、甲基特二丁醚、乙

酸乙烯酯、甲基乙基酮、

顺-1,2-二氯乙烯、正己烷、

氯仿、乙酸乙酯、四氢呋

喃、1,2-二氯乙烷、1,1,1-

三氯乙烷、苯、四氯化碳、

环己烷、1,2-二氯丙烷、

溴二氯甲烷、三氯乙烯、

1,4-二恶烷、庚烷、顺-1,3-

二氯丙烯、甲基异丁基

酮、逆-1,3-二氯丙烯、

1,1,2-三氯乙烷、甲苯、甲

基丁基酮、二溴氯甲烷、

1,2-二溴乙烷、四氯乙烯、

氯苯、乙苯、间,对-二甲

苯、溴仿、苯乙烯、1,1,2,2-

四氯乙烷、邻-二甲苯、乙

基甲苯、1,3,5-三甲苯、

1,2,4-三甲苯、1,3-二氯苯、

1,4-二氯苯、1,2-二氯苯、

1,2,4-三氯苯、六氯-1,3-

丁二烯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

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 

聚氟乙烯（PVF）、

聚全氟乙丙烯

(FEP)、共聚偏氟乙

烯(S-PVDF)等三种

氟聚合物薄膜材质

气袋 

样品置于避光

保温的容器中

保存，8 小时以

内进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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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因子 标准名称及编号 采样方式 
样品运输、保

存时间及条件 

2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

总烃的测定  便携仪器法

（附录 D） 

直接进样或气袋进

样 
现场测定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

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HJ 38) 

全玻璃材质注射器，

容积不小于 100 ml；

气袋，容积不小于

1L 

注射器用惰性

密封头密封，

常温避光保存

不超过 8h；气

袋常温避光保

存不超过 48h 

3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HJ/T 33) 

100ml 全玻璃注射

器 

3-5℃冷藏，7d

内分析完毕 

4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氯乙烯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4） 

100ml 全玻璃注射

器 

避光保存，2d

内分析完毕 

5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7） 

活性炭吸附管，采样

流量一般控制在

0.3-1.0L/min，每支

活性炭吸附管的丙

烯腈最大采样量一

般不超过 1.6mg 

8℃下避光保

存不超过 7d 

6 

氯苯、2-氯甲苯、3-氯甲

苯、4-氯甲苯、1, 3-二

氯苯、1, 4-二氯苯、1, 2-

二氯苯、1, 3, 5-三氯苯、

1, 2, 4-三氯苯、1, 2, 3-

三氯苯 

固定污染源排废气 氯苯类

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079） 

GDX-103 吸附采样

管或活性炭吸附采

样管，以 0.5L/min

流量至少采集样品

10min 

4℃下避光保

存 7d；预处理

前恢复至室温 

7 

氯甲烷、氯乙烯、溴甲烷、

溴乙烷、氯丙烯、二氯甲

烷、氯丁二烯、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1, 2-二氯乙

烷、三氯乙烯、1, 2-二

氯丙烷、环氧氯丙烷、 

四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

代烃的测定 气袋采样-气相

色谱法（HJ 1006） 

聚氟乙烯（PVF）气

袋或其他等效材质

气袋 

避光保存，24h

内分析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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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因子 标准名称及编号 采样方式 
样品运输、保

存时间及条件 

8 三甲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三甲胺的

测定 溶液吸收-顶空/气相

色谱法(HJ 1042) 

串联两只 75ml 气泡

吸收瓶，内含 50ml

稀酸吸收液，以

0.5L/min-1.0L/min

流量至少连续采样

20min 

4℃以下密封

保存，7d 内完

成分析 

9 

丙酮、异丙醇、正己烷、

乙酸乙酯、苯、六甲基二

硅氧烷、3-戊酮、正庚烷、

甲苯、环戊酮、乳酸乙酯、

乙酸丁酯、丙二醇单甲醚

乙酸酯、乙苯、对/间二

甲苯、2-庚酮、苯乙烯、

邻二甲苯、苯甲醚、苯甲

醛、1-癸烯、2-壬酮、1-

十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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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34） 

使用组合式吸附管，

20~50ml/min 采集

300ml 

4 ℃密封避光

保存，7d 内分

析 

10 

甲硫醇、乙硫醇、甲硫醚、

甲乙硫醚、二硫化碳、乙

硫醚、二甲二硫、噻吩 

固定污染源废气 甲硫醇等 8

种含硫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预浓缩/气相色谱

-质谱法（HJ 1078） 

1L 或以上规格的氟

聚合物或其他等效

材质气袋 

常温避光保

存，12 h 内分

析完毕 

11 

甲醛、乙醛、丙烯醛、丙

酮、丙醛、丁烯醛、2-丁

酮、正丁醛、苯甲醛、异

戊醛、正戊醛、正己醛 

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

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

液相色谱法（HJ 1153） 

采用具有抗负压、加

热和保温功能的烟

气采样器。串联三支

75ml 棕色气泡吸收

瓶，含有 50mlDNPH

饱和吸收液，以

0.2L/min-0.5L/min

流量连续采样 1h,

或 1h 内以等时间间

隔采集 3 个~4 个样

品，根据样品浓度适

当延长或缩短采样

时间。 

4℃以下密封

避光保存， 3 d

内完成试样制

备，制备好的

试样 3d内完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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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因子 标准名称及编号 采样方式 
样品运输、保

存时间及条件 

12 

甲酰胺、N,N-二甲基甲酰

胺、N,N-二甲基乙酰胺和

丙烯酰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

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HJ 

801） 

采用具有加热功能

的烟气采样器。棕色

多空玻璃吸收瓶，含

有 50mlD 实验用水，

以 1.0L/min 流量采

集 30min 

4℃以下密封

避光保存，5d

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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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仪器法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两种现场监测方法：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法和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方法适用于固定污染源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的现场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当进样体积为 1.0 ml 时，非甲烷总烃的检出限为 0.07 

mg/m
3（以碳计），测定下限为 0.28 mg/m

3（以碳计）。 

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当进样体积为 1.0 ml 时，非甲烷总烃的检出限为 0.10 

mg/m
3（以碳计），测定下限为 0.40 mg/m

3（以碳计）。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总烃 （THC） 

在本方法规定的测定条件下，在气相色谱仪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

和。 

非甲烷总烃（NMHC） 

在本方法规定的测定条件下，从总烃中扣除甲烷以后其他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除另有说明，结

果以碳计）。 

3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3.1 方法原理 

抽取废气样品进入便携式气相色谱仪主机，分别在总烃柱和甲烷柱上对样品进行分离后进入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器（以下简称 FID），从而测定废气中总烃和甲烷的含量，两者之差即为非甲烷总烃的含量。 

3.2 干扰和消除 

3.2.1 废气中的颗粒物可通过采样管滤尘装置消除或减少。 

3.2.2 以除烃空气测定氧的空白值，在测量时通过自动扣除氧峰干扰。 

3.3 试剂和材料 

3.3.1 除烃空气：总烃含量（含氧峰）≤0.40 mg/m
3
(以甲烷计)；或在甲烷柱上测定，除氧峰外无其他峰。 

3.3.2 标准气体：可采用甲烷有证标准气体，平衡气为除烃空气或氮气，其不确定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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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载气：高纯氮气，纯度≥99.999%。 

3.3.4 燃烧气：氢气，纯度≥99.999%，应以安全形式存储，保证现场使用和运输安全。 

3.3.5 助燃气：空气，用净化管净化。 

3.3.6 气袋：用于气袋法校准仪器和废气采集。气袋材质为符合 HJ 732 要求的聚四氟乙烯、共聚偏氟乙

烯等材质，容积不小于 2L。 

3.4 仪器和设备 

3.4.1 样品加热箱 

在测试过程中，能够将气袋样品置于其中并加热至不低于120℃，且高于烟气温度20℃以上的容器，

温度控制精度为±5℃。 

3.4.2 采样系统 

包括具有滤尘与全程加热及保温装置的采样管线、采样泵及其他导气管线等。采样管内衬及导气管

线为惰性材料（如不锈钢、硬质玻璃或聚四氟乙烯等材质）。 

3.4.3 便携式非甲烷总烃主机 

包括流量控制装置、定量环、切换阀、色谱柱、FID检测器以及流量温度控制装置等组成。便携式

气相色谱仪需配备甲烷和总烃柱，对样品进行分离后从而测定废气中甲烷和总烃的浓度。 

3.4.4 仪器性能指标 

（1）示值误差：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2）系统偏差：校准量程＞6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5%；校准量程≤2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3）零点漂移：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4）量程漂移：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5）温度要求：样品传输管线温度不低于120℃且高于烟气温度20℃以上，实际温度值能够在仪器

中显示并可根据工况调节温度； 

（6）其他性能应符合HJ 1012的要求。 

3.5 样品测试 

3.5.1 测试准备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的设置符合GB/T 16157、HJ/T 373和HJ/T 397的规定。连接仪器测试系统，接通

仪器电源进行预热，并将测试系统加热不低于120 ℃，且高于烟气温度20 ℃以上；按照GB/T 16157的

规定检查测试系统气密性，合格后方可进行测试。 

3.5.2 仪器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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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入除烃空气和标准气体的方法如下： 

（1）气袋法：先检查用气体流量计校准仪器的采样流量。用标准气体将洁净的集气袋充满后排空，

反复三次。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2）钢瓶法：先检查用气体流量计校准仪器的采样流量。将配有流量调节装置及导气管的标准气

体钢瓶与采样管连接，打开钢瓶气阀门，调节流量调节装置，以仪器规定的流量，将标准气体通入仪

器的进气口。注意各连接处不得漏气。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3.5.3 样品测试 

 测试时将采样管插入排气筒内，尽量靠近烟道中心位置，堵严采样孔，使之不漏气。 

 以仪器规定的采样流量连续自动采样，启动抽气泵，抽取排气筒中的样气清洗采样管线2 min ~3 

min，待仪器运行正常后即可读数。连续测量10 min ~ 20 min，平均值作为一次监测结果。 

对于不适宜使用便携式FID检测仪器直接测定的固定污染源废气，可按照HJ 732规定用气袋采集样

品。在采样前先抽取样气清洗气袋2次～3次后再采集样品，样品采集后避光保存，置于样品加热箱加

热至不低于120 ℃，且高于烟气温度20 ℃以上，于就近的安全场所连接便携式FID检测仪进行现场测

试。 

4 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4.1 方法原理 

将废气样品导入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分析仪，分别通过总烃检测单元和甲烷检测

单元（甲烷检测单元通过催化剂能够将除甲烷以外的其他有机化合物全部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测定总

烃和甲烷的含量，两者之差即为非甲烷总烃的含量。 

4.2 干扰及消除 

4.2.1 氧气对样品测定有干扰，仪器应具有在测量样品时自动扣除氧峰消除干扰的功能。 

4.2.2 废气中的颗粒物易堵塞管路，干扰样品测定，应通过仪器的滤尘装置进行消除。 

4.3 试剂和材料 

4.3.1 除烃空气：总烃含量（含氧峰）≤0.40 mg/m
3
(以甲烷计)；或在甲烷柱上测定，除氧峰外无其他峰。 

4.3.2 标准气体：可采用甲烷有证标准气体，平衡气为除烃空气或氮气，其不确定度≤2%。 

4.3.3 燃烧气：氢气，纯度≥99.999%，应以安全形式存储，保证现场使用和运输安全。 

4.4 仪器和设备 

4.4.1 采样系统 

包括具有滤尘与全程加热及保温装置的采样管线、采样泵及其他导气管线等。采样管内衬及导气

管线为惰性材料（如不锈钢、硬质玻璃或聚四氟乙烯等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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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分析系统 

包括流量控制装置、定量环、催化氧化装置、FID检测器以及流量温度控制装置等组成。能够对样

品进行氧化后从而测定废气中甲烷和总烃的浓度。 

4.4.3 仪器性能指标 

（1）示值误差：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2）系统偏差：校准量程＞6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5%；校准量程≤2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3）零点漂移：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4）量程漂移：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校准量程≤100 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3.0 μmol/mol； 

（5）温度要求：样品传输管线温度不低于120℃且高于烟气温度20℃以上，实际温度值能够在仪器

中显示并可根据工况调节温度； 

（6）其他性能应符合HJ 1012的要求。 

4.5 采样和测定 

4.5.1  采样位置、采样点的确定 

按GB/T 16157、HJ/T 373、HJ/T 397及有关规定，确定采样位置、采样点。 

4.5.2 仪器准备 

按操作说明正确连接仪器设备，打开主机电源，进行仪器预热。 

4.5.3 仪器校准 

（1）零点校准 

测试前，通入除烃空气（4.3.1）对设备零点进行校准。 

（2）量程校准 

预估待测气体浓度，设置校准量程。将标准气体（4.3.2）通入分析仪进行测定，示值误差应符合4.4.3

的要求，否则需要校准。校准方法如下： 

将标准气体（4.3.2）与分析仪连接，安装好并打开标准气体后，按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

骤进行校准。 

4.5.4 样品测定 

（1）将仪器采样管前端尽量插入到排气筒的中心位置，封堵采样孔。 

（2）待仪器测量稳定后记录测定数据，按分钟记录测试数据，取连续15 min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作为一次测量值。 

（3）测量结束后，用除烃空气（4.3.1）清洗测定仪，待其示值回到零点附近后，关机断电，结束

测定。 

（4）按照GB/T 16157和HJ/T 397的有关规定测定并记录废气中含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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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计算与表示 

 5.1 结果计算 

非甲烷总烃的浓度结果，以标准状态下废气中的质量浓度表示，总烃和甲烷测定结果以甲烷计，非

甲烷总烃测定结果以碳计。如果仪器示值以体积比浓度（V/V）表示时，应按下式进行换算： 

sw-1

1

4.22
c

X

M


 

 

                         

 

式中：ρ——标准状态下干基废气中总烃、甲烷或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浓度，mg/m
3； 

c——湿基废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体积分数（总烃计算时应扣除氧峰面积），µmol/mol； 

M——甲烷或碳的相对分子质量，g/mol； 

Xsw——废气中含湿量，%。 

5.2 结果表示 

当测定结果小于 1 mg/m
3 时，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当结果大于等于 1 mg/m

3 时，保留两位有效数

字。 

6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6.1 测定前后应按要求测定除烃空气和标准气体，计算测定的示值误差，并定期检查仪器的系统偏差，

若示值误差和/或系统偏差不符合 3.4.4 或 4.4.3 的相关要求，应查找原因，并进行相应的修复维护，直

至满足要求后方可开展监测。 

6.2 样品测定结果应处于仪器校准量程的 20%～100%之间，否则应重新选择校准量程；如测定结果小

于测定下限，则不受本条限制。 

6.3 仪器使用期间，每个月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检查，如仪器长期未使用（超过 1个月），

在下一次使用时应当进行一次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 3.4.4或 4.4.3 的相关要求。 

7 注意事项 

7.1 测定前应检查采气管路，并清洁颗粒物过滤装置，必要时更换滤料。 

7.2 测定前应检查采样管加热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7.3 测定前应检查空气净化管是否需要更换。 

7.4 测试现场应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7.5 为了保持与相关环保标准的衔接，单独检测温室气体甲烷时，结果可换算为体积百分数等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