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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架构、终端监测设备要求、数据传输

要求和智慧管理平台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安装、验收、检测和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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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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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 37822-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3048-2007.5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5部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5479 工业自动化仪表绝缘电阻、绝缘强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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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212-2017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604-2017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HJ 1077-2019 固定污染源废气油烟和油雾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DB3301/T 0335-2021 餐饮服务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业 cat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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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场所，利用餐饮设施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包括调制加工），为社会生活提供饮食服务的行

业。

3.2

在线分析仪器 online analyzer

用于源流体现场，对物质的成分或物性参数进行自动连续（或间隔）测量的分析仪器。

3.3

餐饮油烟 catering oil fume

食物烹饪、加工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及其加热分解或裂解的产物。

[来源：DB3301/T 0335-2021，3.3]

3.4

油烟颗粒物 cookingparticulatematter

食物烹饪过程中，油脂、各类有机物质经过物理或化学变化形成并排放的液态和固态颗粒物以及烹

饪燃料燃烧产生的颗粒物。

3.5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相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综合，以碳的质

量浓度计。

[来源：GB 37822-2019，3.3]

3.6

终端监测设备 Terminal monitoring equipment

现场在线测量油烟、油烟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数值和风机、净化器电流值、管道风气体流速、

温湿度、等相关参数的在线分析仪器。

[注：由取样单元，检测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和网络传输单元等部分组成。]

3.7

准确度 accuracy

被测量的测得值与其真值之间的一致程度。

3.8

重复性误差 repeatability error

对同一被测量进行n次测量，表征测量结果分散性的量。

3.9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仪器未进行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零点气体，仪器的读数与

零点气体初始测量值之间的偏差。

3.10

餐饮油烟智慧管理平台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catering oil fume management

监测设备、数据传输、后台管理三层结合的智能化系统。

3.11

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catering oil fume emission

对油烟监测、监控设备所发送的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展示和管理，并提供餐饮油烟管理服务的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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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架构

餐饮油烟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应包括终端监测设备、数据传输、智慧管理平台等，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终端监测设备应包括数据采集等；

b) 数据传输应包括数据质量、数据接入、传输方式、传输协议等；

c) 智慧管理平台应提供各种应用模块，包括数据展示、实时监测、信息管理、运行维护、数据

报表、数据报警、系统设置等。

5 终端监测设备

5.1 终端组成

终端监测设备应包括风机工作状态及工作电流监测仪、净化器工作状态及工作电流监测仪和油烟颗

粒物监测仪等，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风机监测仪应包括电流传感器、数据采集处理模块、通讯网络传输模块；

b) 净化器监测仪应包括电流传感器、数据采集处理模块、通讯网络传输模块；

c) 油烟颗粒物监测仪应包括采样模块、检测模块、数据采集处理模块、通讯网络传输模块组成。

其中检测模块应包括测油烟和颗粒物（激光散射传感器），测非甲烷总烃（气敏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

d) 终端监测设备其它还可添加餐饮油烟排放的管道中的气体流量传感器、气体温湿度传感器。

5.2 技术要求

5.2.1 工作条件要求

正常工作环境条件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正常工作环境条件要求

项目 条件

环境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95%

大气压 80kPa～106kPa

供电电压 AC180V～400V，（50±2）Hz

5.2.2 外观要求

终端监测设备的外观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具有产品铭牌，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电源规格等信息；

b） 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连接可靠，操作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c) 主机面板显示清晰，字符标识易于识别，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d) 外壳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雨。防护等级≥IP54。防腐蚀要求≥C5。安装于室外的

仪器应配备有相应的环境防护设施。

5.3 安全要求

5.3.1 仪器在正常条件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应满足 GB 4793.1-2007 的要求，仪器的可触及零部件应符合

GB 4793.1-2007 中规定，不得出现危险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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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终端监测设备在使用环境温度为0℃～60℃，相对湿度≤95%条件下，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

缘电阻不应小于20MΩ。

5.3.3 终端监测设备在环境温度为0℃～60℃，相对湿度≤95%条件下，在1500V（有效值）、50Hz正弦

波实验电压下持续1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3.4 终端监测设备应具有漏电短路保护装置，并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

5.3.5 激光防护应符合GB7247.1-2012中3B类的规定。

5.4 性能要求

终端设备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终端设备性能要求

名称 计量要求

油烟、颗粒物测

量准确度

测量值≥0.1mg/m
3
～≤1.0mg/m

3
时，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10%

测量值>1.0mg/m
3
～≤10mg/m

3
时，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15%

测量值>10mg/m
3
时，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20%

油烟、颗粒物测

量最大允许误差
±20%

重复性误差 <10%

零点漂移 24小时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不超过±2.0%满量程

示值误差 ±0.1（0mg/m3~2mg/m3
）±10%（>2mg/m3

）

量程 油烟：0mg/m
3
～10mg/m

3
，颗粒物：0mg/m

3
～50mg/m

3

响应时间 ≤10s

计量单位 监测仪浓度单位采用 mg/m
3
，监测仪电流单位采用 A，监测仪流量单位采用 m

3
/h

5.5 功能要求

5.5.1 测量因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能实时测量油烟浓度、颗粒物浓度；

b） 应能实时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

c） 应能实时测量风机、净化器电流值及风机净化器开、关状态；

d） 应能测量其他数据如：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烟气流速、烟气流量、静电式净化器的荷电器

和收集器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及工作功率等。

5.5.2 参数显示可选配备终端显示屏，或连接其它显示器，并应包括下列功能：

a） 检测数值实时显示功能；

b） 风机、净化设施开、关状态显示功能；

c） 网络通断状态显示功能；

d） 其它由生产厂家自行设定的数据（如烟气温、湿度、烟气流速、流量等）。

5.5.3 终端监测设备停电复位后，仪器应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已测得的检测数据不应丢失。

5.5.4 监测仪接口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于输出检测数据或输入其它检测参数（风机净化器工作电流、气体流速流量、气体温湿度

等）的RS485或RS232数字接口；

b） 用于输入风机、净化设施等其它信号开关量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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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带有显示输出接口；

5.5.5 软件或显示屏设置应包括下列功能：

a） 时钟设置功能，应能对校准时钟的频率进行手动调整；

b） 曲线分析、菜系分类设置、校准补偿设置，状态报警设置、监测现场系统参数录入（如风机

净化器工作电流、管道截面积、地址等）多参数设置功能；

c） 密码管理功能。

5.5.6 终端监测设备应具备手动和自动校零功能。

5.5.7 终端监测设备对收集的数据应存储一年以上，历史数据应能进行查询。

5.6 安装要求

5.6.1 终端监测设备的安装施工应符合GB 50168的规定。

5.6.2 施工单位、人员应熟悉终端监测设备的原理、结构、性能，选择合理的安装位置，应根据设计

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流程图、设备安装技术文件正确施工安装。

5.6.3 终端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尽量选择在有遮阳挡雨的场合，安装在室外没有遮阳挡雨场合的监测仪器应配备有相应的

遮阳、防雨等环境防护设施；

b） 应尽量避免在有较大的机械振动的管道、墙面上，且选择的安装面管道或墙面必须牢固；

c） 应尽量选择在上方没有高压电缆、信号发射塔，周围没有大功率电器的场合；

d） 高度应低于安装现场建筑物高度；

e） 采样管安装位置应参照GB/T 16157的要求确定；现场管道条件无法满足GB/T 16157要求的，

应避开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采用参比方法同步测量后确定其修正系数并录入，修正

参数表进行实时修正。应选择在油烟管道上平直的管道中，且采样头的位置应位于管道的中

心位置。采样管穿管安装的位置上应进行气密性处理，确保排烟管道不漏风。为保证采样测

试的准确性采样管与监测设备的连接管应≤1.5。

5.6.4 监测设备应安装在油烟管道中净化设施后的场所或净化设施后的平直管道中。监测仪安装地距

离风机应保持安全距离。

5.6.5 监测仪安装时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4Ω。

5.6.6 仪器运行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可长期平稳工作，无影响人身安全的因素；

b） 各部件不易产生机械和电路故障，整个装置应无安全隐患；

c） 仪器各部件的发热结合部分，应不因受热而发生变形及性能的改变；

d） 仪器及可拆卸部件应便于维护和检查作业。

5.7 维护要求

5.7.1 监测仪的检测腔、激光头、感光板应定期检查维护清洗，采样连接软管、空气过滤器、时钟芯

片电池应定期更换。

5.7.2 系统安装3天后应检查仪器光学窗口是否被污染，30天后再次检查，如无问题根据监测到的油烟

颗粒物数值的高低，每三个月内应检查一次。

5.8 验收要求

5.8.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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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监测设备在完成安装、调试联网后，应进行安装及技术验收，技术验收包括监测技术指标验收

和联网验收。

5.8.2 安装验收

终端监测设备安装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油烟监测设备应具有环保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油烟的相关准确度指标符合环保监测要求；

b） 应提供符合本标准技术指标的自检报告、设备性能评估报告等；

c） 安装应符合本规范 5.6 的要求并应具有设备现场安装信息表、设备自检验收表；

d） 应具有有效的产品合格证书和说明书；

e） 现场安装后，连续稳定运行 72h 以上，在线率应达到 95%以上；

f） 在线监测数据平台联网并完成联网测试，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 212 的

要求。

5.8.3 监测设备技术指标验收

5.8.3.1 监测设备技术指标验收应安排在餐饮服务单位厨房作业高峰时段进行。

5.8.3.2 日常运行中更换监测设备部件或变动设备取样点位时，应重新单台验收。

5.8.3.3 监测设备技术验收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监测设备技术验收要求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系统响应时间验收
现场验收时，应先做系统设置响应时间的测试，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调整后方可继续开展其

余项目验收。

油烟浓度准确度
采用第三方机构现场抽取采样与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同步测量同一烟管中排放油烟的平均浓

度，至少获取 5个 10min 时间段的测量数据平均值，参比油烟在线监测系统的准确度。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

移

在验收开始时，测定和记录初始的零点、量程读数，待油烟监测准确度验收结束。距离初始

零点、量程测定 6h后再次测定和记录一次零点、量程读数，并进行验收判定

颗粒物浓度准确度
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参比方法与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同步测量同一烟管中排放颗粒物的平均

浓度值，同步获取 5个 10min 时间段的测量数据，计算颗粒物浓度监测的准确度

非甲烷总烃监测技

术指标准确度

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参比方法与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同步测量同一烟管中排放非甲烷总烃的

平均浓度值，同步获取 5个 10min 时间段的测量数据，计算非甲烷总烃浓度监测的准确度

净化器工作状态
采用人为设置的方法将净化器开机、关机及设置成保护状态下，查阅平台是否能正确真实判

定当下净化器工作状态，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调整后方可继续开展其余项目验收

5.8.4 联网验收

5.8.4.1 终端监测设备联网系统验收内容包括：系统响应时间、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和传输稳定性三

部分组成。

5.8.4.2 应对系统响应时间进行验收，系统设置响应时间的测试应参照本章5.8.3.3进行。

5.8.4.3 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按照HJ 212的规定检查通信协议的正确性，传输设备模块和数据采集模

块与检测之间的通信应稳定，不应该出现经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信问题。

5.8.4.4 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应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区域内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连续的 100 组监测数

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 95%。在连续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能稳定运行正常，通信协

议数据正确、数据传输正确，无联网问题。



XX/T XXXXX—XXXX

7

5.8.4.5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通信稳定性

1.油烟在线监测仪掉线后，应在5min之内重新上线；

2.单台设备数据传输每日掉线次数在5次内；

3.报文传输稳定性在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自动纠错逻辑，重启发

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1.应按照HJ 212 协议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

性；

2.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HJ 212中协议的规定，正确率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随机抽取试运行期间连续的100组监测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95%。

联网稳定性 连续一个月内，通信协议正确，数据传输正确。

5.9 检测方法

5.9.1 检测方法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检测方法

项目 检测方法

基本技术要求 目测检查

外观 按GB/T 4208中方法进行仪器测量

防护等级 按GB/T 15479中方法进行仪器测量

绝缘电阻 按GB/T 15479中方法进行仪器测量

绝缘强度 按GB/T 15479中方法进行仪器测量

电气保护 按GB 4793.1中方法进行目测及手动检查

准确度 按HJ 836中方法进行现场比对或第三方比对

最大允许误差 按HJ 76中方法进行现场比对或第三方比对

重复性误差 按照录B中方法进行

零点漂移 按照附录C中方法进行

示值误差 按照HJ 76中方法进行目测检查

现场验收
按照HJ 1077中方法进行测量，求与参比设备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20）%。便携仪器要求见附录G

量程 目测检查

响应时间 目测检查

计量单位 目测检查

测量因子 目测及手动检查

参数显示 目测及手动检查

断电复位 目测及手动检查

接口 目测检查

设置 目测及手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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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测方法

调校与校零 目测及手动检查

数据管理 HJ 212中方法进行目测及手动检查

网络传输 按照HJ 212中方法进行目测及手动检查

安装 按照GB 50168和GB/T 16157中方法进行目测检查

5.10 运行质量要求

运行质量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运行质量要求

项目 运行质量要求

通讯网络保障 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物联网数据通信应正常，物联网卡维护及通信费缴纳等

每月/季度/年

运维报告
应进行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监测数据报表统计，并对监测数据存档管理

服务咨询
应设立专门的服务咨询中心，提供服务热线电话，接受系统故障报修、使用帮助要求、业务

和技术咨询、服务投诉等

故障修复

紧急抢修：系统发生任何故障应进行抢修

设备更换：若某个设备在 1个月内连续发生 3 次以上故障，应更换使用新的同型号或者性能

不低于型号的替代产品，以保障设备的连续正常使用能力

6 数据传输

6.1 数据质量要求

6.1.1 要求传输的监测因子应包括下列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颗粒物、油烟、非甲烷总烃、风机电

流、净化器电流。

6.1.2 传输数据应直传，不可经过第三方设备中转，传输内容必须为分钟数据，每分钟发送一次。

6.2 数据接入要求

6.2.1 数据传输应满足本章 5.8.4 数据传输要求，同时应符合 HJ 212-2017 协议的规定；

6.2.2 数据接入应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数据上传、审核，具体审核流程应符合图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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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审核流程

6.3 传输方式要求

6.3.1 传输方式一

一台（套）现场机集自动监控（监测）、存储和通讯传输功能为一体，可直接通过传输网络与上位

机相互作用，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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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输方式一

6.3.2 传输方式二

一套或多套监控仪器仪表，监控仪器仪表具有数字输出接口，连接到独立的数据采集传输仪，上位

机通过传输网络与数采仪进行通讯（包括发起、数据交换、应答等），如图3所示：

图 3 传输方式二

6.4 网络传输协议

6.4.1 油烟监测模块、电流监测模块、非甲烷总烃监测模块以及核心控制模块与服务器通信时应采用

网络传输协议传输数据，通讯包结构如图4所示，并符合HJ 212-2017的数据传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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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讯包结构

6.4.2 通讯包数据结构

通讯包结构组成见表 7。

表 7 通讯包结构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包头 字符 2 固定为##

数据段

长度
十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 ASCII 字符数。例如数据段的字符数为 128，则写为“0128”

数据段 字符
0≤n≤

9999
变长的数据

CRC校验 十六进制 4 数据段的校验结果，例如 C901，如果 CRC 错，即执行超时

包尾 字符 2 回车换行（\r\n）

6.4.2.1 数据段结构组成

数据段结构组成见表8，表中“长度”包含字段名称、‘=’、字段内容三部分内容。编码结构应符

合表8的规定。

表 8 数据段结构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请求编码QN 字符 20
精确到毫秒的时间戳：QN=YYYYMMDDhhmmsszz，用来唯一标识一次命令

交互

系统编码ST 字符 5 ST=系统编码，取值见下文

命令编码CN 字符 7 CN=系统编码，取值见下文

访问密码 字符 9 PW=访问密码

设备唯一标识MN 字符 27

MN=设备唯一标识，这个标识固化在设备中，用于唯一标识一个设备。

MN由EPC-96编码转化的字符串组成，即MN由24个0-9，A-F的字符组成，

其中EPC-96

编码见表5

拆分包及应答标志 整数 8 Flag=标志位，这个标志位包含标准版本号、是否拆分包、数据是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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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Flag （0-255） 答等。

总包数PNUM 字符 9 PNUM指示本次通讯中总共包含的包数

包号PNO 字符 8 PNO只是当前数据包的包号

指令参数CP 字符 0≤n≤950 CP=&&数据区&&，数据区定义见下文

表 9 EPC-96 编码结构

EPC-96编码结构

名称 标头 厂商识别代码 对象分类代码 序列号

长度（比特） 8 28 24 36

6.4.2.2 数据区

数据区结构定义：字段与其值用‘=’连接；在数据区中，同一项目的不同分类之间用‘，’来

分隔，不同项目之间用‘；’来分隔。字段名应区分大小写，单词的首个字符应为大写，其他部分为小

写。数据类型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含义

C4 表示最多4位的字符型字符串，不足4位按实际位数

N5 表示最多5位的数字型字符串，不足5位按实际位数

N14.2
用可变长字符串形式表达的数字型，表示14位整数和2位小数，带小数点，

带符号

YYYY 日期年，如2016表示2016年

MM 日期月，如09表示9月

DD 日期日，如23表示23日

hh 小时

mm 分钟

ss 秒

zzz 毫秒

6.4.3 字段对照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字段对照表

名称 要求

请求编码（QN） 请求编码采用系统当前时间戳，应答包请求码应与请求包一致

系统编码 详见附录 D，系统编码表。

命令编码 详见附录 E，命令编码表。

访问密码 访问密码为 123456，联网后可由后台变更

设备唯一标识 MN 设备的唯一标识，固话在设备中，应符合 HJ 212-2017 要求。

拆包与应答标志 Flag Flag=5：需要应答；Flag=4：暂不需要拆包

指令参数 CP 详见附录 F，指令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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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智慧管理平台

7.1 一般要求

7.1.1 平台应具有先进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平台应具备角色管理权限；

b） 可对接数据采集终端和城市大脑等各种智慧平台，能提供基础数据；

c） 从数据接入到油烟管理进行全链路管理，实现全流程平台化；

d） 可按特殊需求定制和升级。

7.1.2 平台应具有开放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信息化管理软件和现场智能设备应提供良好的通讯兼容；

b） 支持第三方检测器设备接入；

c） 平台应具备与城市大脑、其他管理部门平台联网功能，按需求实现数据的共享、交换、发送。

7.1.3 平台应具有安全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用户权限应严格管控，系统管理员拥有最高权限，其余人员权限可配；

b） 数据应从设备直接上传至云服务端，不可经第三方中转；

c） 应具备 DDoS 防护、木马查杀、防暴力破解等安全防护手段；

d） 应建立数据备份机制，每天进行服务器及数据的快照备份，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每月

对数据进行全向备份，系统数据恢复时间不应超过 5小时；

e） 应建立云服务器灾备预案。

7.1.4 平台应具有专业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平台功能应从数据接入至油烟管理做到全链路覆盖；

b） 应通过数据可视化等方法，直观展示统计数据；

c） 应利用数据分析等手段，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为管理提供便捷；

d） 应具有可靠、稳定的数据库，完整准确的存储所有数据，数据存储时间不应少于 1 年。

7.1.5 平台应具有友好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界面简洁，操作简单；

b） 操作便携，支持移动端与 PC 端数据互通，协同管理操作，效率提升。

7.2 平台功能要求

7.2.1 应具有多层级管理功能，管理单位拥有上下级关系，上级单位可管理其下属单位。

7.2.2 应具有综合展示管理功能，通过数据可视化等方法，将油烟监测整体情况进行展示，包含但不

限于：地图点位分布、安装数、在线数、超标数、达标数等数据，且可展示其下属单位整体情况。

7.2.3 应具有实时数据展示功能，针对收集到的监控、监测数据进行实时数据功能，可随时查看监测

点目前排放情况。

7.2.4 应具备历史数据展示功能，针对分钟数据通过模型进行换算，形成分钟数据，日数据，平台支

持查看器历史数据，包含工况数据，浓度数据等。

7.2.5 应具有个性化报表功能，可生成专项报表。

7.2.6 应具有信息管理功能，可对餐饮单位数据，管理部门数据，设备数据等内容进行管控（包含新

增、删除、修改等功能）。

7.2.7 应具有数据报警功能，可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对异常数据、净化设备工况、监测设备工况、

超标排放情况、风机联动时间等异常状况进行提醒及报警，并推送报警消息至管理单位，餐饮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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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应具有运行维护功能，针对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数据，日常维保工作等，运维人员可填写运维单

进行记录，做到任何操作有据可查。

7.2.9 应具有系统设置功能，对可能存在变化的元素，平台支持自主可设，设置后可根据设置元素进

行模型的计算等操作。

7.2.10 应具有用户交流功能，支持餐饮单位在平台进行基本信息上报、歇业申报、清洗上报、第三方

检测上报、执法信息等内容，同时管理部门可发布消息及文件，加强用户与管理者、平台的联系。

7.3 平台验收要求

7.3.1 应按 7.2 平台功能要求进行对照验收，对要求的每项功能应进行测试，测试功能是否正常，完

整。

7.3.2 应按 7.1.3 安全性要求进行验收，应检查验收数据，数据库备份机制，云服务器备灾预案，用

户权限配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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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出厂检验记录表

出厂检验记录表格式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 A.1 出厂检验记录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量范围 原始记录编号

检验依据

环境条件 温度： ℃； 对湿度： %； 气压： hPa

检验项目 检验记录 单项结论

1.外观

2.电源电压适应性

3.绝缘电阻，MΩ 电源一端： 电源另一端： 最小值：

4.介电强度

5.检测准确度

测量

点序

号

量 监测仪检测值 标准采样装置采样参数

误差

%1 2 3 4 5 6

每

组

平

均

值

每

点

平

均

值

流量

L/mi

n

时

间

min

采

样

前

M1

mg

采样

后

M2

mg

浓度

每

点

平

均

值

1

2

3

4

5

6

6.示值重复性
测量范

围 50%左

测量

次数
1 2 3 4 5 6

示值重

复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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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监测仪

显示值

7.零点漂移

仪器通入零点气体的初始测量值 Z0= mg/m
3

测量

次数

仪器运行 24小时后通入零点

气体的测量值 mg/m
3

仪器 24 小时零点

漂移 mg/m
3

仪器 24小时最大零点

漂移 mg/m
3

1 Z1 ΔZ1

Zd

2 Z2 ΔZ2

检验结果

备注

检验用主要仪器设备

序号 型号名称 出厂编号 量程 准确度等级 检定有效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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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重复性误差测试方法

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显示值 ，使用同一浓度量程校准气体

重复上述测试操作至少6次，按下列公式计算仪器的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应符合5.8的要求。

式中：

——重复性误差，%；

——第 次的测量值，mg/m
3
（ppm）；

——测量的平均值，mg/m
3
（ppm）；

——记录数据的序号，（ =1～n）；

——测量次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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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零点漂移测试方法

仪器开机运行稳定后，通入零点气体，记录仪器零点稳定读数为 。通气结束后，仪器连续运

行24小时（期间不允许任何校准和维护）后通入同一浓度零点气体重复上述操作，并记录稳定后读数

，按下列公式计算仪器的24h零点漂移 ，然后对仪器进行零点校准。重复上述测试2次，全部

24h零点漂移值 应符合5.8的要求。

式中：

——仪器 24h 零点漂移，mg/m
3
（ppm）；

——仪器通入零点气体的初始测量值，mg/m
3
（ppm）；

——仪器运行 24h 后通入零点气体的测量值，mg/m
3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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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系统表编码表

系统编码表应符合表 D.1 的格式

表 D.1 系统编码表

大类 名称 编码/字段 描述 备注

系统编码 ST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27

大气环境污染源 31
餐饮油烟属于此

类

声环境污染源 36

工地扬尘污染源 39

烟气排放过程监控 51

系统交互 91
应答信息属于系

统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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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命令编码表

命令编码表应符合表 E.1 的规定。

表 E.1 命令编码表

大类 名称 编码/字段 描述 备注

命令编码

CN

设置超时时间及

重发次数
1000

参考 HJ212-2017 表 C.1 （34页）

暂不要求

提取/上传现场机

时间
1011

参考 HJ212-2017 表 C.2 （34页）

暂不要求

设置现场机时间 1012 参考 HJ212-2017 表 C.3 （35页）

现场机时间校准

请求
1013 参考 HJ212-2017 表 C.4 （35页）

提取/上传实时数

据间隔
1061 参考 HJ212-2017 表 C.5 （36页）

设置实时数据间

隔
1062 参考 HJ212-2017 表 C.6 （36页）

提取/上传分钟数

据间隔
1063

参考 HJ212-2017 表 C.7 （37页）

暂不要求

设置分钟数据间

隔
1064

参考 HJ212-2017 表 C.8 （37页）

暂不要求

设置现场及密码 1072 参考 HJ212-2017 表 C.9 （38页）

读取污染物实时

数据
2011 参考 HJ212-2017 表 C.10（38 页）

上传污染物实时

数据
2011 参考 HJ212-2017 表 C.14（39 页）

停止察看污染物

实时数据
2012 参考 HJ212-2017 表 C.11（39 页）

读取设备运行状

态数据
2021 参考 HJ212-2017 表 C.12（39 页）

上传设备运行状

态数据
2021 参考 HJ212-2017 表 C.15（40 页）

停止察看设备运

行状态
2022 参考 HJ212-2017 表 C.13（39 页）

上传污染物分钟

数据
2051

参考 HJ212-2017 表 C.16（40 页）

暂不要求

读取污染物分钟 2051 参考 HJ212-2017 表 C.2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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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暂不要求

现场机零点校准 3011 参考 HJ212-2017 表 C.30（48 页）

设置采样时间周

期
3016

参考 HJ212-2017 表 C.35（50 页）

暂不要求

读取/上传采样时

间周期
3017

参考 HJ212-2017 表 C.36（50 页）

暂不要求

提取设备唯一标

识
3019 参考 HJ212-2017 表 C.38（52 页）

上传设备唯一标

识
3019 参考 HJ212-2017 表 C.39（52 页）

上传现场机信息 3020
参考 HJ212-2017 表 C.42（54 页）

暂不要求

读取现场机信息 3020
参考 HJ212-2017 表 C.43（55 页）

暂不要求

设置现场机参数 3021 暂不要求

现场监测仪定点

标定
3026

设置现场机标定

系数
3027

请求应答 9011

执行结果 9012

通知应答 9013

数据应答 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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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

指令参数表

指令参数表应符合表 F.1 的规定。

表 F.1 指令参数表

大类 名称 编码/字段 描述 备注

指令参数 CP

SystemTime YYYYMMDDhhmmss 系统时间 用于设置现场机时间

QnRtn 0-9
请求回应

代码
参考 HJ212-2017 表 7 （13 页）

ExeRtn 0-9
执行结果

回应代码
参考 HJ212-2017 表 6 （12 页）

DataTime YYYYMMDDhhmmss

PolId

a34041 油烟

a34013 颗粒物（烟尘）

a24088 非甲烷总烃（NMHC）

xxxxxx-Rtd 污染物实时数据

a34041-Rtd
油烟实时

数据

a01011-Rtd
烟气流速

实时数据

a01012-Rtd
烟气温度

实时数据

a01014-Rtd
烟气湿度

实时数据

a34013-Rtd
颗粒物实

时数据
格式 N3.2，三位整数两位小数

a24088-Rtd

非甲烷总

烃实时数

据

格式 N3.2，三位整数两位小数

xxxxxx-ZsAvg 污染物平均值

a34041-ZsAvg
油烟平均

值

xxxxxx-Flag 监测仪数据标记

a34041-Flag

油烟监测

仪数据标

记

“N”：工作正常；“F”：停止运

行；“M”：设备维护；“S”：手

动输入值；“D”：设备故障；“C”：

校准状态；“T”：超过检测上限；

SBxxx-RS 治理设备的运行状态

SB7-RS
风机开关

状态
1：开；0：关；2：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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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8-RS
净化器开

关状态
1：开；0：关；2：未连接

xxxxxx-Cav

a34041-Cav
油烟定点

标定值
自定义

xxxxxx-Rat

a34041-Rat
油烟标定

系数
自定义

a34041-StyleCook 餐馆菜系

0：混合菜系，1：川湘菜，2：鲁

菜，3：粤菜，4：淮扬菜，5：家

常菜，6：单位食堂，7：烧烤，8：

西餐，9：自定义

a34041-RatioPO

颗粒物与

油烟的比

值

格式 N2.2，两位整数两位小数

SB7-CP
风机电流

值
单位：A

SB8-CP
净化器电

流值
单位：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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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

便携式油烟监测设备仪器要求

A.1 便携式自动红外油烟浓度检测仪

技术要求如下：

——符合 HJ1077-2019 要求，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量油烟浓度；

——搭配油烟采样器，进行全自动油烟快速检测，现场 5 分钟完成一个测量周期；

——油烟浓度测量示值误差：±5%；提供产品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报告或盖有 CNAS 章的产品检测报

告；

——配备嵌入式打印机，支持数据记录、导出及共享；

——配备蓄电池，可连续工作大于 4 小时；

——防护箱等级≥IP67。

A.2 便携式油烟检测仪

技术要求如下：

——采用激光散射法测量油烟、颗粒物浓度，整机一体化机构设计，仪器结构坚固，体积小、重量

轻，便于携带；

——配备不低于 5 寸彩色触摸屏，实时测量油烟浓度、颗粒物浓度的实时值、平均值、最高值及实

时浓度曲线的显示，同时监测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烟气动压、烟气静压、烟气流速、烟气流

量及污染物的折算浓度和排放速率等参数，且皮托管支持风向自适应功能；

——油烟浓度测量示值误差等于或优于±10%，分辨率 0.01 mg/m
3。提供盖有 CNAS 章的产品测试报

告；

——颗粒物浓度测量示值误差等于或优于±10%，分辨率 0.01 mg/m
3。提供盖有 CNAS 章的产品测试

报告；

——采样时间和采样次数可设定，支持快速测量和标准测量等多种检测模式选择，支持快速按键和

触控操作进行快速测量，支持根据烟道类型、烟道规格、烟道截面积、灶头个数、菜系、采样

时长与次数等设置进行标准测量；

——支持油烟、颗粒物浓度历史数据查询，可查询数据详情信息，包括平均浓度、折算浓度、烟气

温度、烟气湿度、烟气动压、烟气静压、烟气流速、烟气流量、大气压、烟道截面积、灶头个

数、菜系、伴热状态等，同时可选择批量导出和打印；

——内置蓝牙模块，连接无线打印机现场打印检测数据；

——内置蓄电池，无需外接电即可在现场直接测量，续航时间不低于 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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