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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化公司环保仪表检修维护外委技术要求 

一、总则 

1、本技术规格书适用于大庆石化公司烟气系统连续在线监测设备 （CEMS）及污水外排在

线仪表（COD、氨氮）的运维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具体包括炼油厂、热电厂、水气厂、

化肥厂的 43套 CEMS及 10套污水外排仪表的检查、检修、运营、维护。 

2、 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

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中标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技术规范书要求和现行中国或国

际通用标准的优质服务。  

3、 本技术要求所使用的标准，如遇到与大庆石化公司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

标准执行，但不应低于最新中国国家标准。如果本技术要求与现行使用的有关中国标准以

及环保部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中标人及时书面通知各级部门进行协商解决。  

4、中标人负责范围内的烟气系统连续在线监测设备（CEMS）及污水外排仪表投用率达到

100%以上，完好率 100%以上 ，数据传输率和有效率达到 95%以上。系统故障后，负责对环

保部门进行汇报、备案及解释故障原因，避免因该系统故障造成的不当考核。 

5、 中标人应按约定完成技术服务工作，未经大庆石化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委托给第三方

的，大庆石化公司有权拒付报酬并单方解除本合同； 

二、要求 

1、中标人必须具备驻厂运维的能力，在大庆石化公司范围内有固定办公、维修场所，配备

必须的交通、通讯、安全用具及标准仪器（中标人应配备环保部门认可的粉尘、二氧化硫、

NOX、湿度的校准仪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要配备合理的运维人员，运维人员应具有有效

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资格证书。 

3、中标人要制定设备运营、操作、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岗位职责、设备台帐、

日常运行记录、定期维护维修记录和定期校准记录等集团公司、板块要求、市环保局相关

监督检查部门要求的各项记录和资料。 

4、中标人应建立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结合大庆石化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编写切实可行

的运营方案，以确保维修速度和质量。每月接受大庆石化公司对 CEMS系统、分析小屋卫生

及各种记录的检查；每天观察集团公司和板块公司在线监测平台，发现数据异常要及时处

理。 

5、中标人负责必须按环保部门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负责设备运行服务，提供真实有

效的自动监控数据并稳定上传；接受各级环保部门及中油部门监督检查和考核，凡因中标

人维护不当、配件供应不及时造成的系统故障及环保安全事件均由中标人负责。 

6、中标人要配合甲方各种检修、抢修时需要拆除相关在线监测设备时，负责拆除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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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标人在本地必须有备件库，备件充足（需有备件清单）。设施维护、维修过程中，常

规配件、耗材发生故障或损坏，其维修、更换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单价 2000元以上的备品

备件均由中标人暂时提供，待采购后归还中标人 。2000元以上的材料需中标人提前半年

向招标单位（大庆石化公司）提出备件采购申请。中标人每月 10 日前应上报 5000 元以上

备品备件清单，若发生 5000 元及以上设备损坏而无备品更换的情况，中标人应无条件购

买该备品，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环保责任。根据大庆石化公司采购周期，中标人需提

前 3个月提出采购申请。 

8、中标人每月 10 日前将 CEMS系统运维所需要的标准气体及时通知大庆石化公司，大庆

石化公司从有标准气体生产资质的单位采购，应保证使用的标准气体在有效期限内。中标

人将环保水表运维所需要的标准液及时通知大庆石化公司，大庆石化公司及时采购，应保

证使用的标准液体在有效期限内。运维过程中用来连接标准气瓶和分析柜接口之间的减压

阀、气体管路由中标人提供。 

9、中标人需签订详细运维协议，协议中约定详细工作内容（包括日常维护、校验、响应时

间等方面），做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三、考核条款  

1、 中标人无条件遵守国家、行业、中石油及大庆石化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范标准，

中标方违反相关制度、标准，招标方将按照相关制度、标准进行考核。  

2、 若中标人因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维护不当，使系统监测参数异常、参数超限或设备损坏

等，造成事故或扩大了事故，将根据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处罚；每次扣减合同价款 2万元 ，

并取消下年度运维资格。 

3、若中标人因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维护不当，造成环保事故，将追究其责任，中标人全价赔

偿所有损失（包括环保处罚），并扣除中标人合同价款 10 万元每次。 并取消下年度运维

资格。 

4 、用户每月对设备定期维护保养、检修质量、试验记录等方面进行审核，对不合格项进

行考核，每项扣减合同价款 200 元。 

5、 由于中标人的原因，在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维护作业中造成人员伤亡，所有费用及责任

由中标人负责，并根据招标方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每次扣减合同价款 10 万元。 并取

消下次维护资格。 

6、 若在维修过程中管理不当，浪费材料、挪作它用、损坏设备或配件时，按材料或设备、

配件价值的 100－200%对维修单位进行违约索赔。并每次扣减合同价款 1000元。 

7、所有现场由于在线设备及数据传输等问题引起的环保及集团相关部门的考核均由中标人

负责。  

8、发现造假，解除合同的同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中标人负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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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完成运维规定的内容后，按财务规定分期付款。根据实际情况可按季度付款执行，并

截留出 10%作为大庆石化公司考核的费用。 

10、未尽事宜按照《大庆石化公司外委检修维护（服务）项目管理办法》和安全环保制度

进行管理。 

四、标准 

承担该项目的中标人，应遵守中油集团公司、板块公司、环保局、大庆石化公司等环

保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应遵循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法规进行相关设备的运维。 

 GB/T16157 固定污染物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7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48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56固定污染源排汽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HJ/T 42固定污染源排汽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352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HJ T212 国家总局《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和接口标准》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DL414 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管理办法》，安全[2013]190号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业绩考核实施细则》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HJ/T353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环发[2013]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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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补充，运维技术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日常巡检： 

1.1每套设备每周现场巡检不少于一次；须实现远程监控，每日上、下午通过远程监控系

统对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的运行进行检查，观察其工作是否正常，

通讯是否畅通。上述检查均须记录在案，发现数据异常情况，需在接到招标单位通知后半

小时内前往现场进行处理； 

1.2根据国家有关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定期巡检和维护，

定期进行校准，每次巡检要留有现场记录，每次巡检结果应有记录并归档； 

1.3日常巡检包含该系统运行状况、监测仪器工作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等必检项

目和记录； 

1.4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和问题，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应及时处理并做相应

记录。对普通的设施故障，必须立即响应，半小时内达到现场并及时解决，2小时内恢复

并正常运行；对不易维修的仪器故障，若 6小时内无法排除，应安装相应的备用仪器。设

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要采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报送数据，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 4次，

间隔不得超过 6小时。所产生的监测费用由运营单位承担。 

1.5通信中断，数据传不到监控中心，及时将故障信息通知大庆石化公司相关人员。 

 2、日常保养：  

2.1 至少每 7天到现场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护，包括： 

（1）定期检查、及时更换分析仪器标定用的标准气体； 

（2）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系统所必须的易损设备，如供给软管、排水管、探头滤芯等，

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3）对仪器进行一次零点和量程的手动校准。 

2.2 每月对整个系统（包括采样系统、分析仪器系统、数据存储/控制系统）进行一次保养

和维护，包括： 

（1）采样探头及采样管路、反吹系统、仪器分析系统进行清洗和维护； 

（2）对数据存储／控制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 

2.3 每年进行一次全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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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对不能解除故障的设备，应有替换设备。 

3 仪器校准： 

    运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仪器必须定期进行校验。 

3.1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所用标准物质必须采用国家二级以上有证标准物质，所有分析药

剂必须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配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管。 

3.2气态污染物 CEMS系统，每 15天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校验，包括仪器零点、工作点、量

程，并检查响应时间。 

3.3每三个月使用国家有证标准物质对仪器进行一次全系统标定校验和对比监测，包括采

样探头、采样管路、过滤系统、洗涤器、调节器等，对准确度、重复性、相关系数进行标

定校准，根据测定结果对仪器测试准确度进行常规校准，并检查响应时间。设备校准记录

应及时归档。 

3.4由于企业停产而停机的设备，至少每月到现场巡检一次，装置启动前对设备进行全面

检查和标定，以确保设备具备随时启动功能； 

4 其它 

4.1中标人对招标方自动监控设备做常规维护、维修，发生不可抗力（地震、火灾、人为、

雷击等）不在本协议约束范围内（中标人人为或不可力抗的因素使该设备损坏,若该设备可

以修复,中标人以最低价格对设备维护、维修）。 

4.2中标人现场进行故障处理、标定或可能导致监测数据变化的工作，应通知招标单位得

到允许后依据大庆石化公司规定办理相关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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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若中标人因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维护不当，造成环保事故，将追究其责任，中标人全价赔偿所有损失（包括环保处罚），并扣除中标人合同价款10 万元每次。 并取消下年度运维资格。
	4 、用户每月对设备定期维护保养、检修质量、试验记录等方面进行审核，对不合格项进行考核，每项扣减合同价款200 元。
	5、 由于中标人的原因，在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维护作业中造成人员伤亡，所有费用及责任由中标人负责，并根据招标方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每次扣减合同价款10 万元。 并取消下次维护资格。
	6、 若在维修过程中管理不当，浪费材料、挪作它用、损坏设备或配件时，按材料或设备、配件价值的100－200%对维修单位进行违约索赔。并每次扣减合同价款1000元。
	7、所有现场由于在线设备及数据传输等问题引起的环保及集团相关部门的考核均由中标人负责。
	8、发现造假，解除合同的同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中标人负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9、在完成运维规定的内容后，按财务规定分期付款。根据实际情况可按季度付款执行，并截留出10%作为大庆石化公司考核的费用。
	10、 未尽事宜按照《大庆石化公司外委检修维护（服务）项目管理办法》和安全环保制度进行管理。
	四、标准
	承担该项目的中标人，应遵守中油集团公司、板块公司、环保局、大庆石化公司等环保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应遵循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法规进行相关设备的运维。
	GB/T16157 固定污染物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7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48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56固定污染源排汽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HJ/T 42固定污染源排汽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352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HJ T212 国家总局《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和接口标准》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DL414 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管理办法》，安全[2013]190号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业绩考核实施细则》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HJ/T353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环发[2013]98号
	五、附件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补充，运维技术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日常巡检：
	1.1每套设备每周现场巡检不少于一次；须实现远程监控，每日上、下午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的运行进行检查，观察其工作是否正常，通讯是否畅通。上述检查均须记录在案，发现数据异常情况，需在接到招标单位通知后半小时内前往现场进行处理；
	1.2根据国家有关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定期巡检和维护，定期进行校准，每次巡检要留有现场记录，每次巡检结果应有记录并归档；
	1.3日常巡检包含该系统运行状况、监测仪器工作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等必检项目和记录；
	1.4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和问题，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应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对普通的设施故障，必须立即响应，半小时内达到现场并及时解决，2小时内恢复并正常运行；对不易维修的仪器故障，若6小时内无法排除，应安装相应的备用仪器。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要采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报送数据，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4次，间隔不得超过6小时。所产生的监测费用由运营单位承担。
	1.5通信中断，数据传不到监控中心，及时将故障信息通知大庆石化公司相关人员。
	2、日常保养：
	2.4对不能解除故障的设备，应有替换设备。
	3 仪器校准：
	运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仪器必须定期进行校验。
	3.1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所用标准物质必须采用国家二级以上有证标准物质，所有分析药剂必须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配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管。
	3.2气态污染物CEMS系统，每15天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校验，包括仪器零点、工作点、量程，并检查响应时间。
	3.3每三个月使用国家有证标准物质对仪器进行一次全系统标定校验和对比监测，包括采样探头、采样管路、过滤系统、洗涤器、调节器等，对准确度、重复性、相关系数进行标定校准，根据测定结果对仪器测试准确度进行常规校准，并检查响应时间。设备校准记录应及时归档。
	3.4由于企业停产而停机的设备，至少每月到现场巡检一次，装置启动前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标定，以确保设备具备随时启动功能；
	4 其它
	4.1中标人对招标方自动监控设备做常规维护、维修，发生不可抗力（地震、火灾、人为、雷击等）不在本协议约束范围内（中标人人为或不可力抗的因素使该设备损坏,若该设备可以修复,中标人以最低价格对设备维护、维修）。
	4.2中标人现场进行故障处理、标定或可能导致监测数据变化的工作，应通知招标单位得到允许后依据大庆石化公司规定办理相关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