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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开展 2017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环办科技函〔2017〕413号），下达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修

订 HJ 589-2010）》标准修订计划，项目统一编号为 2017-23，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

省环境监测中心和吉林省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标准修订工作。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 2017 年 6 月承担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修订 HJ

589-2010）》标准修订工作。接到工作任务后，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

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立即组织协作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和吉林省吉林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的有关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召开了标准修订工

作启动会。

1.2.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编制组检索、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对我国环境监测的实际情况进行

调研，初步确定了拟采用的工作方案和标准修订技术路线。

1.2.3 开题论证，制定标准的技术路线

2018年 3月，由原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该标准的开题论证会。

与会专家就编制组提交的标准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质询和讨论，认为标准编

制单位提供的材料齐全，内容较完整，格式规范；修订标准的技术路线合理，能满足修订工

作需要。论证委员会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具体的论证意见

和建议如下：1）按照应急处置过程，进一步细化完善标准内容；2）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

范围；3）按照《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对标准文本进行编辑性

修改。

1.2.4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18年 3月~8月，编制组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修订 HJ 589-2010）》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初稿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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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召开技术研讨会和开展调研，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

2018年 8月，编制组在吉林市组织召开了该标准的技术研讨会。就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监测相关技术问题进行集中研讨，并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2018年 9 月，

编制组在江苏省开展集中调研，广泛听取江苏省各地市级环境监测部门应急监测人员对该标

准修订后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

1.2.6 召开站内预审会，对标准文本进行技术审核

2018年 10月，编制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修订 HJ

589-2010）》征求意见稿预审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关于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

明的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如下：进一步明确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及跟踪监测两个阶段的

工作原则，优化资料性附录 D、附录 E相关内容；进一步规范术语和定义；按照《环境保护

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对征求意见稿进行编辑修改。

1.2.7 参考相关技术文件，对标准文本进行完善

2019年 1月~11月，编制组依据预审会专家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原文本内容进行修改。

期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编制完成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南》《生态环境应

急监测报告编制指南》获部长专题会原则通过，《应急监测方法选用指南》《应急监测预案

编制指南》2项技术文件完成编制并分别报送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环境应急与事故

调查中心。此外，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11 月编制了《生态环境部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响应方案》并征求意见。编制组参考了上述技术文件相关内容，进一步补充完善标

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1.2.8 召开技术审查会，对征求意见稿进行技术审查

2019年 11月，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

技术规范（修订 HJ 589-2010）》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主编单位关于

标准征求意见稿内容的介绍，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如下：建议将“污染物初步判别”修改为

“污染态势判别”；进一步完善“应急监测终止”相关内容。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

风险不断加剧，突发环境事件的诱因更加多样、复杂。现阶段，环境恶化状况尚未得到根本

遏制；企业环境违法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突出；突发环境事件呈现高发态势，

跨界污染、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危害和影响明显加大，环境安全形势

严峻。

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需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环境应急监测是做好突发环

境事件处置、处理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及污染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才能对污染事件进行及时、正确的处理、处置，才能为制定恢复措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其处置要求越快越好，为此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清楚污染物、

http://www.mee.gov.cn/gkml/zzjg/qt/200910/t20091023_180869.htm
http://www.mee.gov.cn/gkml/zzjg/qt/200910/t20091023_180869.htm
http://www.mee.gov.cn/gkml/zzjg/qt/200910/t20091023_1808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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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浓度和污染范围，为应急处置决策提供快速准确的技术依据，从而有效控制事件的环

境影响。

为指导和规范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提高各级环境监测部门的应急监测技术水

平，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起草编制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

规范》（HJ 589-2010）（以下简称“现行标准”）已于 2011年 1月 1日起实施，是目前我国

唯一指导和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技术标准规范。该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

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相应的现场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分析方法、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

报、监测的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求，自 2011年开始实施以来，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

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应急监测实际工作中发现该标准仍

存在一些不足，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家对环境应急监测的要求和日益纷繁复杂的应急监测工

作的需要。为此，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 2016 年提出了该标准的修订需求，并被列入 2017

年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计划。该标准修订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落实国家预案要求，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需要

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于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2014年修

订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以下简称“国家预案”）也

已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现行标准制定时依据的法律和预案已进行了修订，故该标准也需进行

相应调整和修订。

国家预案中关于应急监测条款有所变化：如“4.2.4 应急监测”条款规定“加强大气、

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

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

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这其实明确了环境应急监

测的任务。而现行标准中尚无应急监测方案编制的相关要求规定，且现有标准中相关内容较

为零散。又如国家预案“4.4 响应终止”条款规定“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

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响应的人民政府终止应急响应”。而现行

标准中并无应急监测终止的相关规定，且环境应急监测中的“有始无终”早已成为业内公认

难题，归跟结底是缺乏结束应急监测的相关规定。此外，现行标准中某些术语和定义需重新

研究确定，如 “应急监测”定义为“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对污染物、污染物浓度和污

染范围进行的监测”，“跟踪监测”定义为“指为掌握污染程度、范围及变化趋势，在突发

环境事件发生后所进行的连续监测，直至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环境恢复正常。”二

者的定义含糊不清且有所交叉，不仅与很多应急监测实际情况不符，而且容易误导公众，难

以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因此，对现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进行修订，是落实《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要求，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

需要，必要而紧迫。

修订时拟增加应急监测方案的相关规定，并对“应急监测”和“跟踪监测”的定义进行

修改，并增加“应急监测启动”、“污染态势初步判别”、 “应急监测终止”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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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对各种实际情况，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需要

突发环境事件具有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类型成因的复杂性、时空分布的差异性、侵害

对象的公共性及危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使得应急监测工作的开展需在最短的时间内承担

大量的工作任务，如应急监测队伍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准备仪器设备，制定监测方案、

实施监测任务，及时准确地报告监测数据、客观反映事故现场污染情况，为环境决策和应急

处置提供技术支持，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但突发环境事件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导致很多

应急监测工作难以照章办事。而现行标准中整体指导思想不够统一，某些规定繁简程度不一，

某些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如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的规定较为泛泛；又如该规范中关于质量控

制的要求较为笼统；再如该规范“4.2.6 现场采样记录”中对现场采样记录的要求过于详细，

而其中部分内容属于调查记录、接报记录和监测方案的内容，并非采样时所需记录内容，但

采样记录过于复杂则会很多浪费应急采样的时间，某些情况下现场采样记录三级审核过于繁

琐且难于实现。

因此，根据各种可能的实际情况，对现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进行修订，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污染态势初

步判别、应急监测方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急监测终止等

技术要求做出规定，实现环境应急监测各环节的科学性、规范性及可操作性，确保环境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修订时拟对监测分析方法的选择提出指导性规范；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控制要求，在应

急监测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技术环节、所用技术和仪器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质控要求；考

虑应急监测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繁简得当，尽量保证修订后的规范既科学合理，又切实可行。

2.3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由于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会对污染地区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危害，并对当地的生

态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与破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1988年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阿

佩尔计划”既 APELL（地区级紧急事故的意识和准备），倡导对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增强

预防意识并加强全社会的合作，我国是积极响应“阿佩尔计划”的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世

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正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和人力建立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

及处置方法。

1988年原国家环保局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研讨会”，

组织编制了《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购置方案》（1995年）、《全国突发性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九五”计划（送审稿）》。针对近年来全国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频发，对

经济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1年 12月发出《关于

进一步加强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发[2001]197号），要求建立应急

监测队伍、加强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与报告的管理、开展辖区内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危

险源调查、建设全国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系统。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

作引起了各级政府、各地环保局及监测站的高度重视，相继开展了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应急响应系统、应急监测技术等多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如《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

规范》（HJ/T 91-2002）中也包含了关于水环境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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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开始施行的《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对于指导

和规范全国突发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建立健全全国环境应急监测技术体系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同时对提高各级环境监测站的应急监测技术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

由于该技术规范的内容主要限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相应的现

场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分析方法、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监测的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求，未

能涵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全过程，特别是在应急监测预案和应急监测方案、应急监测方

法和仪器的选用、应急监测终止及跟踪监测等方面缺乏相关规定，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稍显

不足。此外，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工作形势的发展，现行标准中的一些规定已不能满足现有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需要，亟需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情况

20世纪 8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突发环境事件防范与应急工作，在事故应急原则方

法、应急处置实施和组织管理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初具指导性成果。

3.1.1 美国

美国对应急管理的研究与实践起步于二战后，最初制定了一系列对化学品类、石油类泄

漏等较普遍的典型污染事件的防范措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土安

全部，将应急管理纳入到其日常管理中。2004 年发布《国家突发事件管理与处置系统

(NIMS)》，建立了美国各级政府对突发事件应急的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美国联邦、州、地

方各个层次提供一整套全国统一的方法；《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作为 NIMS 的重要组成

部分，规定了应急的角色、组织结构、职责、程序、术语和实际操作的表格格式等；《国家

应急准备指南》将美国国家反应计划、突发事件管理体系等计划、战略和系统整理归入美国

应急准备体系中，针对所有的灾害提出了可检验的应急准备系统框架和基于能力的应急准备

方法[1]。其中，为应对油品泄露及有害物质污染，美国制定有《国家油品和有害物质污染应

急计划（NCP）》，明确了应对该类事故的响应组织结构和任务。应急响应系统见图 1。系统

自上而下逐级设有国家响应中心（NRC）、国家响应小组（NRT）、地区响应小组（RRT）及

由总统授权的现场应急协调员等机构[2,3,4,5]。美国环保署（EPA）设有环境应急小组（ERT）
[6]，全国分区设置 4个 ERT办公室 24小时待命，为环境应急提供专家指导；设有专职应急

人员，90%的时间用于熟悉应急程序和演练，提高处置与预测能力。EPA还在每个州都设有

几个具备规模的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包括应急指挥车辆，空气、水质、固体废物、辐射

等多方面快速检测仪器、应急防化装备等，并配备专人负责日常管理、维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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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or Hazardous
Substance Release

Notification
of Release

NRT

R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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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nd Local

Responders

Nation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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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OSC

SERC and

LEPC

Emergency
Response

图 1 美国油品及有害物质泄露应急响应系统示意图

此外，为更好的指导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开展应急响应，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联邦应

急管理局（FEMA）制定了大量的应急救援标准，美国职业健康管理局、消防局、林业局、

国防部、环保署等相关部门均制定有本部门的应急救援系列标准及标准工作程序。陈虹[8]

对其收集的 186项美国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相关标准进行了归类统计发现，美国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的标准非常完备，覆盖了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急回复几个阶段。涉及风险评估、应

急管理、应急设备建设、应急通讯、应急医疗、应急救援技术和方法、应急救援符号及标志

标识、应急救援人员专业资格认证等各个层面。此外，EPA 等政府部门出台了大量手册、

指南及宣传册，如 NRT制定并定期修订《有害物质应急计划指南》（Orange Book），交通

部发布《应急响应手册》[9]。2003 年，EPA 针对所有涉及饮用水污染应急的企业及机构发

布了《响应计划工具箱（RPTB）》[10]，RPTB 由六个相互关联的模块及一个综述组成，模

块间相互关系见图 2。2006年，为指导饮用水企业管理者及职工开展水污染应急工作，并依

据响应计划工具箱完善本企业的应急计划，又印发了《水环境安全手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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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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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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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mpling Guide

Module 4
Analytical Guide

Module 2
Threat Management

Guide

Module 5
Public Health
Response Guide

Module 6
Remediation and
Recovery Guide

图 2 美国 RPTB模块间相互关系示意图

3.1.2 欧盟

长期以来，欧盟各成员国在应急协调的体系框架、组织机构、运作模式、救援力量、资

源配置与优化方式以及应急培训演练等组织运作方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管理机

制[12]。欧盟应急协调机制包括“五大要素”： 一是应急协调反应系统，由应急协调反应中

心（ERCC）具体负责，是协调机制运转的核心机构。二是公共危机与信息沟通系统（CECIS），

确保机制内各方在第一时间获取准确信息。三是模块化应急队伍体系，其突出特点是标准化、

模块化，不同成员国的队伍可以在救灾现场实现无缝对接，各成员国可以取长补短，最大限

度发挥各国在救灾中的优势，极大地提高救援效率。四是应急培训系统，主要是向各成员国

应急管理人员和救援专业人员提供标准化的培训课程，是保证队伍具备模块化作战能力的基

础和关键环节。五是应急模拟演练，欧盟定期向参与协调机制的成员国和人员提供有关应对

突发事件的决策指挥、现场处置、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桌面推演和实战演练，通过演练不断发

现问题，改进工作流程，提升应急能力。

目前，欧盟制定有预防和控制工业风险的塞维索指令（Seveso Directive），自 1982年颁

布至 2003年已修改三次。该指令对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事故发生后的救助以及对企业外

部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居民的防护等各方面、各阶段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欧盟共建立有

17个专业的模块化队伍体系，另有 1个技术支持小组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并于 2014年

发布了《欧盟民事保护机制》（NO.1313/2013/EU）的配套细则文件 C-7489。该文件对 17 个

专业模块的任务、救灾能力、主要组成、自我保障、部署调度等方面的要求做出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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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确保各个专业模块队伍救援救助能力的关键支持。各成员国采用统一的救援术语，严格

按照欧盟模块化队伍的建设标准来组建救援队伍，并通过欧盟的审核认可和注册后，便可在

欧盟应急协调机制的框架下第一时间通过“组装”的方式快速投入战斗，取得最大的效果。

3.1.3 英国

英国很早就颁布了关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事应急法》、《重大事

故危害控制条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要求环保和消防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

间建立全过程的应急联动机制[13,14]。英国标准化协会（BSI）2008年发布的标准《灾害与应

急管理系统》[15]对应急管理体系框架、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应急设施、军队、风险评

估、灾害及其管理的相关政策、灾害和应急计划、通讯与信息、灾害应急处置与灾害应急恢

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规范。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灭火救援过程的环境污染，1994年英国消防与环保部门签署了谅解

合作备忘录。20多年来，双方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现场技术支持和后

方技术咨询两个层面。英国环保部门为每个消防队的主战消防车配备了一套环保装备包；每

个消防队都有一名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事故研究的危险品和环保技术官员，称为

“HMEPO”，他们专门研究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技术，为现场指挥员提供技术支持，并负

责与环保部门进行联系。英国环保部门还出版了《消防与应急救援环保手册》，从应急预案

编制、事故现场中环境保护与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为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

消防员、管理人员以及培训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3.1.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应急管理的最高机构为 EMA（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承担制定维

护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应急管理能力的关键政策及方案；州和领地政府主要负责本

辖区内的应急管理，而 EMA负责协调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提供包括物资及资金在内的支

持。2010年，EMA出台了《澳大利亚应急手册系列》[16]。手册建立了涵盖应急管理基本原

则、应急管理方法、应急管理实施、应急救援技术操作以及应急救援培训五个方面共 46个

系列的工作指南、手册及标准工作程序。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应急管理制度、应急指挥、风险

管理应用程序指南、应急通讯、灾害损失评估、应急演练管理、地图阅读与导航等手册。

3.1.5 韩国

韩国环境应急管理体系较为完善，该管理体系分为三个层级，国家和地方都建立应急管

理组织机构，法律也明确赋予了各部门相应的权力和义务[17]。韩国危机管理体系是一种根据

灾害发生原因，各部门分别督理的分散性危机管理体系。环境事故应急由韩国环境部负责总

管协调，安全部和地方政府应急本部共同组成事故处理和调查机构参与突发环境事故处置工

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程序与我国类似，都实施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恢复的全过程管

理。

韩国环保部门在汉江、洛东江、锦江和荣山江四大江流域设立有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其

职责包括流域水环境应急处置。针对工业园区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和灾害事故频发问题，设

置有化学品事故应急中心。该中心由有毒物质控制中心（PCCs）以及化学品紧急事故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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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CERCs）组成。有毒物质控制中心主要通过提供专业上的建议来提供远程帮助。而化

学品紧急事故响应中心除了为环境污染物泄露及扩散等紧急事故提供处理建议，还会委派专

家于事故地点协助处置。

韩国政府针对石油、化学品、含重金属废物废水和废油等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水环境污

染专门制定了《大规模水质污染手册》，对如何迅速且有效的处置事故进行了具体指导。该

手册适用于政府机关、机构针对水污染危机的管理和预防，以及公共水域大规模水污染事件

发生时的应急指导。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我国于 2006年首次出台《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为配合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2014年 12月 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修订后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国办函[2014]119号）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

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

大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初

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突

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

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目前我国的应急机构仍然是以部门划分，处理应急事件时以部门职能为主。近年来消防、

安全生产、核应急、民政、气象、卫生、交通以及环保等部门均结合各自的应急响应职责制

定了多项标准及规范，详见表 1。

表 1 我国安全消防环保领域应急救援部分相关规章及标准

领域 标准文号/印发时间 标准/文件名称 实施日期 备注

安全

生产

AQ/T 9007-201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 2011.09.01

AQ/T 9008-2012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及考核规范 2013.03.01

AQ/T 9009-201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2015.09.01

AQ/T 3052-2015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 2015.09.01

GB/T 29639-2013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AQ/T 3043-2013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管理人员培训及考核要求 2013.10.01

AQ/T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建设规范 征求意见

AQ/T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建设规范 征求意见

应指技装[2012]24号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信息资源分类与编码标准 国家安全

生产应急

救援平台

建设标准

规范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物资分类编码标准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装备分类编码标准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30822fj.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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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标准文号/印发时间 标准/文件名称 实施日期 备注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分类编码标准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通信技术规范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软件开发技术规范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安全认证体系技术规范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建设管理规范

安全生产应急平台运行维护管理规范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79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2015.05.27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88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2016.06.03

DB32/T 2915-2016 化工园区（集中区）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2016.04.10 江苏省

DB12/T 626-2016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训练及考核要求 2016.06.01 天津市

DB37/T 2895-2016 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范 2017.01.23

消防

GB/T 29176-2012 消防应急救援通则 2013.10.01

GB/T 29175-2012 消防应急救援技术训练指南 2013.10.01

GB/T 29177-2012 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要求 2013.10.01

GB/T 29178-2012 消防应急救援装备配备指南 2013.10.01

GB/T 29179-2012 消防应急救援作业规程 2013.10.01

GA 941-2011 化工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设施技术要求 2011.07.01

GA/T 968-2011 消防员现场紧急救护指南 2012.03.01

GA/T 970-201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行动要则 2012.03.01

GA/T 1041-2012 跨区域灭火救援指挥技术要则 2013.01.01

环境

保护

环发[2010]113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2010.09.28

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2011.05.01

环办[2013]85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程序规定
2013.08.02

环办[2014]34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2014.04.03

环办[2014]118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

方法
2014.12.31

环发[2015]4号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

办法（试行）
2015.01.08

环境保护部令第 32号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 2015.03.01

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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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标准文号/印发时间 标准/文件名称 实施日期 备注

公告 2016年第 74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指南

（试行）
2016.12.06

HJ 589-201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2011.01.01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

告第 120号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2012.09.01

广东省粤环办

[2011]143号
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

（试行）
2011.12.05

3.2.1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2006年以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先后颁布或正在制定的行业标准及规范 20

余项，涉及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加强危

险化学品或化工园区的应急救援工作，天津市、江苏省、山东省先后颁布了地方标准。

3.2.2 消防部门

为指导消防部门规范开展自然灾害、生产安全及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2012年颁布实

施了 5项消防应急救援国家标准，明确了消防应急救援的对象，规范了消防应急救援建设及

培训等。此外，消防部门还制定了多项涉及化工装置火灾事故处置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

置的行业标准。

3.2.3 生态环境部门

2008年原环境保护部设立了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初步建立了重、特大突发环境

事件由原环境保护部直接调查，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及以下环保部

门调查，情况不明的由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先期督查的体制。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地方人民政

府及相关部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工作。而环境应急监测队伍建设方面，尚无专职环境

应急监测队伍，大多由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站承担。为加强环境突发事件的应

急管理及响应，近年来，原环境保护部陆续制定出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多项管理办法，但用于规

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技术标准仅有一项，即 2011年开始实施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前文已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应急监测实际工作中发现

该标准存在一些不足，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家对环境应急监测的要求和日益纷繁复杂的应急

监测工作的需要，拟通过本任务的研究予以修订。

综上所述，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急救援标准体系非常完善，标准建设覆盖应急管理的应急

准备、应急响应到应急恢复各个阶段，涉及应急机构建设、应急资源调度、应急通讯与信息

共享、应急救援技术、应急救援培训及标志标识等各个领域。其标准的制订紧密围绕国家应

急管理体系，标准层次分明、粗细结合，非常注重如规范现场应急信息、规范现场数据格式

等增强应急救援软实力的标准规范建设；此外还非常重视标准的修订，每次突发事件处理后，

都要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不断的修订响应的标准规范。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标准的制订已开始逐渐从注重硬件设施标准化转移到提升应急能力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gdep.gov.cn%2Fwsbs%2Fzlxz%2Fywwj%2F201211%2Ft20121106_131577.htm&q=%E5%B9%BF%E4%B8%9C%E7%9C%81%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E5%BA%94%E6%80%A5%E9%A2%84%E6%A1%88%E6%8A%80%E6%9C%AF%E8%AF%84%E4%BC%B0%E6%8C%87%E5%8D%97%EF%BC%88%E8%AF%95%E8%A1%8C%EF%BC%89&ts=1492396843&t=2bbc1296d9cb1236b5c6a0efe8acf9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gdep.gov.cn%2Fwsbs%2Fzlxz%2Fywwj%2F201211%2Ft20121106_131577.htm&q=%E5%B9%BF%E4%B8%9C%E7%9C%81%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E5%BA%94%E6%80%A5%E9%A2%84%E6%A1%88%E6%8A%80%E6%9C%AF%E8%AF%84%E4%BC%B0%E6%8C%87%E5%8D%97%EF%BC%88%E8%AF%95%E8%A1%8C%EF%BC%89&ts=1492396843&t=2bbc1296d9cb1236b5c6a0efe8acf9d&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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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及救援安全上来，但我国现有的技术指南和规范，对解决污染事件所带来的复杂环境

问题远远不够，仍没有与环境应急的“事前预防与监控、事发响应与处置、事后评估与恢复”

三个阶段构成对应的技术支撑体系，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更新应急管理理念，依据我国环

境管理机制，规范完善技术体系的支撑，从而健全、完善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

4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修订的原则

（1）标准的适用范围能够满足相关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环保工作的要求。

（2）标准要与《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其它环境保护标准相衔接。

（3）标准要能满足指导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需要。

（4）标准内容完整，表述准确，易于理解，便于实施。适合我国国情，具有科学性、

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易于推广使用。

4.2 标准修订的方法

（1）文献资料查询。

（2）广泛深入调研。

（3）分析研究研讨。

（4）依法依规编制。

4.3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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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开题论证报告

资料收集与标准修订的前期准备

结合国内应急监测工作实际 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

标准开发、研究

编制标准送审稿

编制标准报批稿

编制报告

编制征求意见稿

图 3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5 标准修订的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因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以及意外

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包括地表水、地下水、

大气和土壤环境等的应急监测。

本标准不适用于核辐射污染事件、海洋污染事件、涉及军事设施污染事件、生物及微生

物污染事件、重污染天气、重大活动期间保障等应对工作的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包括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和跟踪监测两个阶段。应急监测终止后进行的后续监测

不适用本标准，可参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

5.2 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应急监测方

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急监测终止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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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订内容说明

6.1 适用范围

现行标准中的内容“本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相

应的现场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分析方法、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监测的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

求。”本标准的修订遵循一般应急监测程序，突出应急监测过程中污染态势初步判别与跟踪

监测两个重要阶段，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应

急监测方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终止相关内容，并对采样及现场监测、结果表示及数据处

理、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内容进行修订。故修订后的标准（以下简称“修

订稿”）内容修改为“本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污染态势初步

判别、应急监测方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急监测终止等技

术要求。”

标准编制期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整合到生态环境部。编制组充分调研并了解到《近

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已完成相关修订工作待发布，其中该规范“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

应急与专题监测”中对近岸海域应急监测相关内容（应急监测预案、应急监测方案基本要求、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监测、溢油应急监测、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监测、样品采集、分析和质

量控制）已进行了详细规定，海洋应急监测相关内容可不在本规范中体现。所以，现行标准

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因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

以及意外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包括地表

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环境等的应急监测。本标准不适用于核污染事件、海洋污染事件、

涉及军事设施污染事件、生物、微生物污染事件等的应急监测”在修订稿中继续沿用，增加

了不适用范围“重污染天气、重大活动期间保障等应对工作的应急监测”、“应急监测包括污

染态势初步判别和跟踪监测两个阶段。应急监测终止后进行的后续监测不适用本标准，可参

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现行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共 11个，均是国家或环境保护标准。修订稿中的规范性引

用文件中将内容中未体现的相关质量标准删除，保留 7个现行标准，新增 2个标准：《水质

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6.3 术语和定义

6.3.1 调整“突发环境事件”的定义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定义进行了

调整，因此本标准修订后直接采用该定义。即“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

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

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

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事故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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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污染事件、海上溢油事件、船舶污染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相关应急预案规定执行。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有关规定执行。”

6.3.2 修订“应急监测”和“跟踪监测”的定义

现行标准中，“应急监测”定义为“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对污染物、污染物浓度和

污染范围进行的监测”，“跟踪监测”定义为“指为掌握污染程度、范围及变化趋势，在突

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所进行的连续监测，直至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环境恢复正常。”

二者的定义含糊不清且有所交叉，不仅与很多应急监测实际情况不符，而且容易误导公众，

难以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因此，需要对这两个定义进行准确界定。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在其“4.2.4 应急监测”条款规

定“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

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

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在其附件

2“国家环境应急指挥部组成及工作组职责”中对应急监测组的职责规定为“根据突发环境

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

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

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修订稿遵循一般应急监测程序及应急管理要求，明确了应急监测时段，同时暗含了应急监

测的启动与终止条件。应急响应启动，即开始应急监测；应急响应终止，应急监测就此结束。

应急监测过程分为“污染态势初步判别”与“跟踪监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污染态势初步判

别”以尽快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为目的，监测方式可快速灵活，着重于监

测结果的“真”，是第二阶段“跟踪监测”的基础；第二阶段“跟踪监测”是在第一阶段“污

染态势初步判别”确定了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的基础上，以确定污染物浓度及

其变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为目的，侧重于监测结果的“准”和“全”。

应急响应期间的监测包括了这两个阶段的监测，统称为“应急监测”，对于主要污染物及监

测项目较明确的突发环境事件，其应急监测的第一阶段可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或省略。因此修

订稿中将“应急监测”定义修改为“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至应急响应终止前，对污染物、

污染物浓度、污染范围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的监测。应急监测主要包括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和跟踪

监测两个阶段”。跟踪监测作为应急监测中的第二个阶段，将其定义修改为“是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监测的第二阶段，指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后至应急响应终止前，开展的确定污染物

浓度及其变化趋势的环境监测活动”。

6.3.3 增加“应急监测启动”、“ 应急监测终止”和“ 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定义

现行标准并未明确应急监测的启动与终止条件，给实际应急监测工作开展带来一定困

扰。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修订稿增加定义了“应

急监测启动：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应急响应指令，启动应急监测

预案，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应急监测终止：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

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响应的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同时

终止应急监测”。因修订稿从时间和内容上把应急监测过程分为污染态势初步判别与跟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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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两个重要阶段，所以增加了“污染态势初步判别：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第一阶段，指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的过程”。

6.3.4 删除“瞬时样品”、“固定污染源”、“流动污染源”定义

根据实际情况，某些监测项目要采集一定时间段的样品，不再单独强调“瞬时样品”，

故修订稿中删除“瞬时样品”定义。

此外，现行标准文本中实际采用的是“固定源”和“流动源”的简称，由于在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这两个简称已广为人知，故修订稿直接将“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两术语

删去。

6.4 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

实际应急监测工作中启动环节不明确，且现行标准并未就此方面内容进行规定，从应急

监测全流程角度考虑，修订稿增加“应急监测启动”内容，即“接到应急响应指令时，应立

即启动应急监测预案，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应急监测预案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能否顺利开展至关重要。目前环境应急监测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都因日常准备不足、缺乏日常保障而造成的，环境应急监测的成败主要取

决于日常保障是否充分。环境应急监测预案是做好应急监测日常保障的主要依据。

6.4.1 应急监测预案的编制

应急监测预案的编制应以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结合本单位实际，明确应

急监测队伍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工作程序、信息沟通及组织协调机制。尽可能根据辖区

内重点风险源、特征污染物及应急监测分析方法，明确各类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协调联络

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分工情况、最新联系方式、仪器装备及保障

物资的配备分组情况。

6.4.2 应急监测预案的检验、评估及修订

根据应急监测预案做好日常准备工作，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一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监测预案将作为开展应急监测工作的指导性程序文件。通过应急监测实践和演练对应急监测

预案进行检验、评估及修订。

6.4.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编制提纲

现行标准中的附录 A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编制提纲，修订稿将原标准附录 A

删除，在文字部分参考《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急监测预案编制指南》，将预案编制的内容进

行了补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则、组织体系、应急程序、保

障措施、附则、附件等部分，具体内容由各环境监测机构根据自身组织管理方式细化。”

6.4.4 根据应急监测预案加强日常保障

6.4.4.1 队伍保障

有条件的环境监测部门应设立专职的应急监测内设机构，应急监测人员应熟悉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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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和应急工作程序，熟知应急监测的技术方法、安全防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掌

握各种相关仪器、设备、装备及物资等的使用。

制订人才培养计划并落实人员培训制度，适时组织应急监测技术培训和演练。

根据应急监测预案，做好专业技术人员、协调联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专家及其他相

关人员的储备。

6.4.4.2 制度及机制保障

根据辖区内重点风险源、特征污染物及其应急监测分析方法，有针对性的制订应急监测

预案，并通过应急监测实践和演练进行检验、评估及修订。

6.4.4.3 技术保障

平时应搜集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调研辖区内及可能涉及到重点风险源信息、特征

污染物及其应急监测分析方法等技术资料。

对主要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装备等编制操作规程，现场监测人员可按规操作。

应加强日常环境应急监测技术研究，不断增强技术储备。对储备的非标准应急监测分析

方法，平时要用精密度、准确度等指标检验方法的适用性。

若可能，可设计几类常见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报告模板，需要时可在最短时间内填

充内容进行完善。

6.4.4.4 仪器、设备、装备及物资保障

对于应急监测时可能用到的分析仪器、采样设备、耗材、现场实验室、安全防护装备、

车辆和照明等后勤保障装备、通讯设备、辅助设备等物资，平时应进行储备并做好运行维护，

以确保需要时能正常使用。

做好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和重点保养，定期开机检查状态，定期充电或更换电

池及干燥剂等，各类速测仪器、试剂及耗材等需及时更新。

做好应急监测的交通、通讯、安全防护、野外作业及生活、特殊环境条件下所需的辅助

设备及物资等的日常储备、维护及保障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应急监测工作。包括能适应复杂路况的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能随时联络的各种通讯工

具；确保人员安全的防火、防爆、防毒、防辐射等各种防护装备；可满足长期野外作业需要

的必要生活设施；特殊环境条件下所需的供电、照明、防雨、防震等辅助设备。

6.4.5 应急监测工作原则

现行标准中不包含应急监测工作原则，但在“4.1.1布点原则”中规定“尽可能以最少

的断面（点）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须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在

“4.2.4 采样频次的确定”中规定“力求以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既满

足反映环境污染程度、范围的要求，又切实可行”，在“7.2.1 监测报告基本原则”中规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以及时、快速报送为原则”，此外，在“4.4.2”等条款规定了

安全事项。修订稿对上述具体工作原则进行整合，并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

办函[2014]119号）“1.4 工作原则”相关内容，增加了应急监测工作原则，即“突发环境



18

事件发生后，应急监测队伍应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应

急监测工作，尽可能以最少的有足够时空代表性的监测结果，尽快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

提供可靠依据。在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应以尽快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

为工作原则；在跟踪监测阶段，应以快速获取污染物浓度及其变化趋势信息为工作原则。”

6.5 污染态势初步判别

现行标准中无此部分内容。《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关

于应急监测条款“4.2.4 应急监测”条款规定“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

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

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明确指出了环境应急监测的任务，其中“根据突发环境事

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任务，须通过污染态势初步判别来

实现。此外，污染态势初步判别是制定应急监测方案的前提，因此修订稿增加了此部分内容。

6.5.1 现场调查

修订稿中现场调查的原则为：迅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初步了解

污染物种类、污染物状况及可能的污染范围。

修订稿中现场调查的主要内容为：“现场调查可包括如下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必要的水文气象参数，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名称及流失量，污染物影响范围，周围是否有敏感

点，可能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及其功能区划等；污染物特性的简要说明；相关其他信息（如盛

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容器、标签等信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现场调查信息表》参见附

录 A。”

6.5.2 污染物和监测项目的确定

6.5.2.1 污染物和监测项目的确定原则

现行标准中，监测项目的确定原则表述为“突发环境事件由于其发生的突然性、形式的

多样性、成份复杂性决定了应急监测项目往往一时难以确定，此时应通过多种途径尽快确定

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这其实是监测项目确定的原因，并非原则。

现行标准和修订稿中应急监测的定义均提及对污染物的监测，但实际工作中很多特征污

染物并非能直接监测的项目，因此修订稿将现行标准中“监测项目”相关条款修改为“污染

物和监测项目”。修订稿将污染物和监测项目的确定原则修改为“优先选择主要污染因子与

特征污染物作为监测项目，根据污染事件的性质和环境污染状况确认在环境中积累较多、对

环境危害较大、影响范围广、毒性较强的污染物，或者为污染事件对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的特定项目，并根据污染物性质（自然性、扩散性或活性、毒性、可持续性、生物可降解性

或积累性、潜在毒性）及污染趋势，按可行性原则（尽量有监测方法、评价标准或要求）进

行确定”。

6.5.2.2 已知污染物监测项目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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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标准中，“已知污染物的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项目的确定”表述为“根据已知污染物

确定主要监测项目。同时应考虑该污染物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反应，衍生成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事实上有些污染物还可能有伴生物质，如 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主要污染物

是镉，但最终确定的污染源是一家生产钛白粉的企业。故修订稿中将现行标准中的这段文字

修改为“根据已知污染物及其可能存在的伴生物质，以及可能在环境中反应生成的衍生污染

物或次生污染物等确定主要监测项目”。对现行标准中“对固定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

“对流动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两段表述，修订稿中予以沿用。

6.5.2.3 未知污染物监测项目的确定

现行标准中，“未知污染物的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项目的确定”条款包含 6个小条款，对

应 6种情况，但这 6种情况的层级不够清晰，有的是并列关系，有的是递进关系，且不足以

与实际应急监测情况完全相对应。事实上，“未知污染物的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项目的确定”

是所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而且实际应对时经常是按照“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勘查、筛查、监测、分析，进而确定。此外，这部分内容属于

可选工作，可为未知污染物及监测项目的确定提供参考。因此，修订稿中，按照“可根据现

场调查结果，结合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一些特征及感官判断”、“可通过事件现场周围可能产

生污染的排放源的生产、运输、安全及环保记录”、“可利用相关区域或流域的环境自动监测

站和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等现有的仪器设备的监测结果”、“可通过现场采样分析，包括采集

有代表性的污染源样品，利用试纸、快速检测管、便携式监测仪器、流动式监测平台等现场

快速监测手段初判”和“可现场采集样品（包括有代表性的污染源样品）并送实验室分析，

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5个实际监测中不断递进的层次，对现行标准的 6个小条款予

以整合并进行必要的整合、修改和增加。

6.5.2.4 初步判别方法选用

现行标准中未明确初步判别方法选用，修订稿中规定“为迅速查明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

的种类（或名称）、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污染发展趋势，在已有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和实验室现有的分析方法进行鉴别、确认。可采用检测试纸、快速检测

管和便携式监测仪器方法；现有的空气自动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和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等在用的监测方法；现行实验室分析方法。当上述分析方法不能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各地具

体情况和仪器设备条件，选用其他适宜的方法。 ”

6.5.3 污染范围初步判别

现行标准中未明确污染范围判别手段，依据本修订稿对“污染态势初步判别”的定义以

及历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经验，增加该部分内容“根据现场调查收集的基础数据、文献

资料以及分析结果，如有必要可借助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技术方法，初步判

别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影响的时空范围、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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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应急监测方案

6.6.1 应急监测方案内容

现行标准中并无“应急监测方案”内容和编制的相关要求规定。《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关于应急监测条款“4.2.4 应急监测”条款规定“加强大

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

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

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其中，“明确相应的应

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表明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须制定

应急监测方案，且应急监测方案至少应包含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

修订稿将现有标准关于点位布设、监测频次、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等较为零散的内容进

行了适当的修改，增加了一些必备要素，提出了对应急监测方案的内容及编制要求。

由于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跟踪

监测阶段的主要任务才是按照应急监测方案确定污染物浓度及其变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故修订稿中规定“本标准中的应急监测方案指跟踪监测阶段的应急监测

方案。根据初步判别结果，编制应急监测方案。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突发环境事件

概况、监测布点、监测断面（点位）示意图、监测频次、监测项目、监测方法、评价标准或

要求（若污染物目前尚无评价标准的，可根据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认可的

其他标准或要求进行评价）、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报送要求、人员分工及联系方式、

安全防护等方面内容。应急监测方案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动态及时更新调整。”。

6.6.2 点位布设

布点原则和布点方法法均沿用了现行标准中的规定内容，按照不同环境介质进行分类。

将“对固定源和流动源的监测布点，应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产生污染物的不同工况（部位）

或不同容器分别布设采样点”相关内容调整至布点原则部分。修订稿将现有标准中布点原则

中“采样断面（点）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其附近区域为主”修改为“采样断

面（点）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可能受影响的环境区域为主”。鉴于采样断面

（点）可动态调整原则，增加了“点位布设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动态及时更新调

整。”

6.6.3 监测频次

现行标准中用的是“采样频次”，因有些监测项目可在现场开展监测，不一定非要采样，

故修订稿中采用“监测频次”。“监测频次”的内容要求基本沿用了现行标准中“采样频次”

中的相关要求，即“监测频次主要根据现场污染状况确定。事件刚发生时，监测频次可适当

增加，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监测频次。依据不同的环境区域功能和事故发生地

的污染实际情况，力求以最低的监测频次，取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既满足反映环境污染程

度、范围的要求，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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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监测项目

修订稿在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已经就污染物和监测项目进行了确定，在监测方案编制

环节应以前期初判结果为基础设置监测项目，故此部分为“监测项目设置参照 “5.2污染物

和监测项目的确定”。

6.6.5 分析方法

现行标准中，监测分析方法体现在“4.3.3 现场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和“6.2 分析方

法”两个部分中，后者实际上包含了前者，二者之间有重复。修订稿中对“分析方法”部分

做了较大的调整，不仅将二者整合到一起，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完整，仍采用递进的层次，“由

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顺序，更加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修订稿对这部分的修订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规定了分析方法的选用原则“方法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仪器配备情况、采样条件、供

电条件、实验室条件、人员素质、污染物本身的性质、污染物浓度、污染范围及其变化趋势

等因素”。

根据样品特性及监测项目要求，结合应急处置情况，规定“样品不易保存或处于污染团

（带）追踪阶段时，优先选用现场快速分析方法；现场不能监测或事件已得到控制需要判断

环境质量达标情况时，应迅速送回实验室采用实验室方法分析。无标准方法的，根据具体情

况和仪器设备条件，选用其他适宜的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当需要开展跨界联合监测或多地多部门联动监测时，各监测方应

统一采取应急监测指挥机构或上级监测部门确定的应急监测方法，并使用统一的标准品进行

量值传递”。

不再过分强调“标准方法”，进一步认可现场快速测定方法的应用和作用并提出“采用

现场快速测定方法测定的结果须在监测报告中注明。对于现场快速测定方法，除了自校准或

标准样品测定外，亦可采用与不同原理的其他方法进行对比确认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从

质量控制方面对现场快速测定方法的使用予以规范，使其能有用武之地，并正确发挥作用。

对自动监测及在线监测的结果亦予以认可，规定“可利用现场周围的环境质量自动监测

系统和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等作为补充监测手段”。

6.7 跟踪监测

6.7.1 样品采集

6.7.1.1 采样准备及记录

（1）修订稿中对现行标准中“4.2.1.1采样计划制定”条款予以保留。

（2）考虑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编制组在规范修

改时对采样准备作了原则规定，但很难给出针对不同环境要素、不同污染源、不同污染物

的具体方案，主要还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应用。同时根据应急监测现场

的复杂性和新技术新装备的发展现状，与现行标准中“4.2.1.2采样器材准备”条款相比增

加了将无人机（船）应用于应急监测采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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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订稿现场采样记录部分对现行标准中“4.2.6现场采样记录”进行了较大的调

整，必备信息由现行标准中的 8项减少到 4项。因现行标准“现场采样记录”中要求的必

备信息中，有很多属于现场调查的内容，若每次采样都填写，不仅没必要，而且浪费时间，

影响应急工作进展。修订稿只保留和整合了每次采样必需的信息，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切

实可行。

表 2 现场采样原始记录修改情况对照表

根据调研结果，本标准不对采样记录表格进行统一规定和限制，应急监测队伍可按现

有记录表格进行填写。

6.7.1.2 采样方法及采样量的确定

序号 原标准内容 修订稿内容 修改原因

1
事故发生的事件地点，

污染事故单位名称、联

系方式

删除
内容属于现场调查内容，应在应急响应初

期进行，并非每次采样时都要做

2

事故现场示意图，如有

必要对采样断面（点）

及周围情况进行现场

录像和拍照，特别注明

采样断面（点）所在位

置的标志性特征如建

筑物、桥梁等名称

修改为：a) 采样点位地理

信息，如有必要对采样断

面（点）及周围情况进行

现场录像和拍照，特别注

明采样断面（点）所在位

置的标识性特征物如建筑

物、桥梁等名称

事故现场示意图属于现场调查内容且采

样断面（点位）示意图已在应急监测方案

中予以明确，现场采样作业均是按照监测

方案执行，并非每次采样时都要在原始记

录中绘制现场示意图；另外，相对于具体

采样（断面）点位而言，点位的地理信息

数据比不同采样人员绘制的现场示意图

更精确。因此进行上述修改。

3

监测实施方案，包括监

测项目（如可能）、采

样断面（点位）、监测

频次、采样时间等

修改为：c) 监测项目、采

样时间、样品数量、空白

及平行样等信息

“监测实施方案”内容较多、涉及多要素和

多个环节，记录在现场采样原始记录中不

可行，因此建议删除；“采样频次”是监测

方案中内容，修订稿修改为“采样时间”更
为贴切；“采样断面（点位）”在 a)中“点位

地理信息”已经包括。另外，跟踪监测阶段

已经有了明确的监测项目，因此将现行标

准中“监测项目（如可能）”修改为：“监测

项目”，同时增加“增加样品数量”、“空白

及平行样”等信息。

4 事故发生现场描述及

事故发生原因
删除

内容属于现场调查内容，应在应急响应初

期进行，并非每次采样时都要做

5

必要的水温气象参数

（如：水温、水流流向、

流量、气压、风向、风

速等）

b) 必要的水文气象参数及

样品感官特征

与现行标准相比，原有记录内容保留。同

时，考虑到应急监测样品差异大、数量多、

来源复杂等现实情况，增加了“样品感官特

征”记录内容

6

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名

称、流失量及影响范围

（程度）；如有可能，

简要说明污染物的有

害特性

删除
内容属于现场调查内容，应在应急响应初

期进行，并非每次采样时都要做

7

尽可能收集与突发环

境事件相关的其他信

息，如盛放有毒有害污

染物的容器、标签等信

息，尤其是外文标签等

信息，以便核对

删除
内容属于现场调查内容，应在应急响应初

期进行，并非每次采样时都要做

8 采样人员及校核人员

签名
保留，作为修改稿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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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沿用现行标准。

6.7.1.3 样品管理

样品管理基本沿用了现行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只不过将现行标准中“样品管理的质量

保证”内容纳入修订稿中新的一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之中，内容无变化。考虑到不

同项目的样品保存期限有不同要求，将现行标准中“对应急监测样品，应留样，直至事故

处理完毕”修改为“样品须在保存期内留存”。此外，用语上稍作调整：考虑到跟踪监测阶

段监测项目已经确定，修订稿中将现行标准中样品标志中“监测项目（如可能）”改为了“监

测项目”；与现行标准相比，修订稿中将“样品标志”改为了“样品标识”。

6.7.1.4 安全防护

现行标准中“4.4 采样和现场监测的安全防护”中规定了采样和现场监测人员安全防护

设备的准备，采样和现场监测安全事项。开题论证时，有专家提出安全防护不属于本技术规

范应规定的内容。此外，考虑到安全防护技术及装备的迅速发展，各种更加智能、新型并实

用的装备可能会不断涌现，为避免挂一漏万，且本标准侧重点在于环境应急监测技术，关于

安全防护方面执行安全领域的相关规定即可。因此在修订稿中将其作为应急监测工作的原则

之一，只做原则性和开放性的要求，不再逐项罗列。

6.7.2 现场监测

现行标准中“现场监测”内容包括“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确定原则”、“现场监测仪器设

备的准备”、“现场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现场监测记录”及“现场监测的质量保证”5个

部分，其中前两部分内容均属仪器设备内容，修订稿中将其整合为“现场监测仪器装备”，

并提出“常用应急现场监测仪器装备配置可参考《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南》相关内

容”。

现行标准中“4.3.3 现场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因现行标准中关于监测分析方法在“6.2

分析方法”中也有规定，二者之间有重复，修订稿中将二者整合为“分析方法”，其规定内

容放在“应急监测方案”之中，其他内容与现行标准中“现场监测的质量保证”一并汇入到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章节中。

6.7.2.1 现场监测仪器装备

因突发环境事件具有不可预知的特点，编制组在充分考虑了各地应急监测仪器配置水

平差异的同时，对现场监测仪器的选择和使用作了原则规定，但很难给出针对不同环境要

素、不同污染源、不同污染物给出具体的仪器型号规定。同时，考虑到监测技术和装备的

发展，与现行标准相比，增加了“整合便携式/车载式监测仪器设备的水质和大气应急监测

车”的使用，并针对应急监测现场情况提出了“使用后的检测试纸、快速检测管、试剂及

废弃物等应进行妥善处置”的规定。

6.7.2.2 现场监测记录

现行标准中“现场监测记录”要求记录的内容过多且程序过于繁琐，修订稿中根据实践

经验进行适当减化，如将现行标准中的“环境条件”修改为“必要的环境条件”，将现行标

准中的“分析人员、校核人员、审核人员签名”调整为“监测人员及校核人员签名”，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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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中的“同时记录风向、风速、水流流向、流速等气象水文信息”修改为“同时记录必

要的水文气象信息”。考虑到现场监测质量控制，与现行标准相比增加了“仪器校准或核查”

信息，同时考虑到应急监测现场采样时间紧、任务重，且与现场调查阶段和方案编制阶段进

行必要区分，与现行标准相比在应记录内容中删减了“监测断面（点位）示意图”。

根据调研结果，修订稿不对现场监测记录表格进行统一规定和限制，应急监测队伍可

按现有记录表格进行填写。

6.7.3 实验室分析

现行标准中无此内容，但实验室分析工作是应急监测工作中重要的技术环节，因此在

修订时单独对实验室分析进行了规定“样品到达实验室后应及时按照应急监测方案开展实

验室分析；在实验室分析过程中由分析人员及时做好分样和移样的样品标识转移，并根据

测试状态及时作好相应的标记”。同时，考虑到应急监测样品可能会出现不可预见的状况，

提出了“在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做好相应原始记录，遇特异情况和有必要说明的问题，应进

行备注”的规定。

6.7.4 监测结果及数据处理

现行标准中“结果表示”及“数据处理”内容分散在“6.3.2 结果表示”及“7.1 数据

处理”两部分，修订稿中整合形成了“监测结果及数据处理”内容，并对其原来表述不确

切之处进行修订。如现行标准中“6.3.2.2 半定量监测结果可给出所测污染物的测定结果或

测定结果范围”及“6.3.2.3 定量监测结果应给出所测污染物的测定结果”，其中用“污染

物”不够确切，因为污染物不一定可作为监测项目进行监测。又如现行标准中规定“7.1.1 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数据处理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执行”，事实上很多应急监测的数

据处理还要参照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

根据应急监测实际情况，监测期间可能会涉及到多种监测方法同时使用的情况，因此

对定性监测、半定量和定量监测结果的报出结果进行了规定，与现行标准相比，修订稿增

加了“定量监测结果应给出测定结果并注明其检出限”的规定。

6.8 应急监测报告

6.8.1 报告原则

现行标准中“7.2.1 基本原则”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以及时、快速报送

为原则”，仅仅强调了速度，未对其他方面进行规定。监测报告应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

许某一期监测报告中监测结果尚不够准确和全面，但每一份报告中报出的结论信息应该是

真实的（比如初步判别阶段时或许不能确定是何种污染物，但已进行的监测可推断出可能

是哪一类污染物或能排除不是某类污染物，这也是有价值的信息，完全可以在监测报告中

体现）。因此，修订稿中将报告原则修改为“应急监测报告的结论信息应真实并及时，尽量

准确，快速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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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报告形式、方式及内容

6.8.2.1 报告形式及方式

现行标准中“7.2.2.1 报告形式及内容”中对于报告形式规定为：“为及时上报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监测的监测结果，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监测快报、简报等形式报送监测

结果等简要信息”。其中“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是报送方式，“监测快报、简报”才是报

送形式。考虑到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应急监测实际工作情况，规范中不再明确推荐具体的

信息报送形式，删除了现行标准中“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明确规定报送形式的

内容。修订稿中将“报告形式及方式”修订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的形式可分为监

测快报或简报等。为及时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监测结果，可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

的方式报送应急监测报告”。

现行标准 7.2.3规定“在以多种形式上报的应急监测结果报告中，应以最终上报的正式

应急监测报告为准”，“7.2.6时间要求”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结果应以电话、传真、

监测快报等形式立即上报，跟踪监测结果以监测简报形式在监测次日报送，事故处理完毕后，

应出具应急监测报告”。以上规定均易产生歧义，且不便于操作。修订稿中对上述两条款予

以删除。

6.8.2.2 报告内容

现行标准 7.2.2.2中列出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应包括的内容，涵盖内容看似很

多，但反映的信息并不全面，基本都是例行监测报告的内容，繁琐且重点不突出，不便使用。

修订稿中将其原则性修改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内容应反映出污染物、污染物浓

度、范围及其变化趋势等信息”。此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的作用不仅提供监测数

据和结果，而且可为编制下一步应急监测方案提供依据，为此修订稿中增加了“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监测报告中可对下一步应急监测工作提出计划或建议，作为编制下一步应急监测方案

的依据。符合应急监测终止条件的，可在报告中提出终止建议”。

现行标准中“7.2.5 环境污染程度评价”也属监测报告内容，亦应修改整合在此部分中。

此外，7.2.5规定“对某种污染物目前尚无评价标准的，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任务下达单位或事故涉及方认可或推荐的方法或标准进行评价”表述不够确切，尤其是根据

“事故涉及方认可或推荐的方法或标准进行评价”，并无法律或制度依据，实际上更不可行。

修订稿中将 7.2.5内容修改为“根据应急监测方案中认可的评价标准或要求，对突发环境事

件区域的环境污染程度进行评价。”

现行标准 7.2.4中规定“对已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监测项目，监测报告应符合计

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相关要求，未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监测项目，可按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单位的要求进行报送”，这应是对实验室分析报告的要求，但在

污染物初判阶段时常不适用。前已述及，很多便携式仪器并未经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

但在应急监测时能够及时给出监测结果，只要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信息真实，纵然结果不够准

确（可以是定性或半定量的），但也能得出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完全可以写入应急监测报告

并及时上报，从而对事件的应急处置发挥作用。因此修订稿中将其修改为“若不作为鉴定、

仲裁及行政处罚等依据，可适当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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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和应急监测实际经验，结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编制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

报告编制指南》相关内容，修订稿中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报告结构及内容可参考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报告编制指南》进行编制”，同时提出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快报编

制参考提纲，并作为修订稿的附录 B。

6.8.3 报送范围

现行标准规定：“按当地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故）应急预案要求进行报送。一般突发

环境事件监测报告上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任务下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方案中应该规定了应急监测报告的报送范围，且通常比当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监测预案中规定的更加具体可行。此外，现行标准规定：“重大和特大突发环境事件除

上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任务下达单位外，还应报上一级环境监测部门”，然而事

实上这里说的“上一级环境监测部门”接到事发地监测部门上报的监测报告后，也会上报其

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这样一份报告可能会通过两条或更多的途径最终都上报到国务院，

不仅浪费应急时的人力、物力资源，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一旦哪个环节出现差错可能会导致

最终报到国务院的监测报告出现差别，影响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

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是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主体。因此，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时，事发地监测部门是应急监测主体，上级监测部门可对事发地监测

部门承担技术指导和协调、协助的职责，但应急监测报告只能由事发地监测部门出具这一个

出口，应急监测报告应按照“事发地监测部门——事发地行政主管部门——事发地人民政府

——上级人民政府”的报送路线进行逐级报送。

因此，修订稿将“报送范围”修改为：“按当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或应急监测

方案要求进行报送。通常应上报其行政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单位。”

6.9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现行标准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内容分散在“4.2.8 采样的质量保证”、“4.3.5 现场

监测的质量保证”、“5.6 样品管理的质量保证”、“6.4 实验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7.3 应

急监测报告的质量保证”之中。事实上，任何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都应贯穿全过程。

因此，除了对上述几个环节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进行必要的优化整合外，修订稿中增

加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增加了采样与现场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中的部分

内容，还增加了联合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等内容。

修订稿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为：“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应覆

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全过程，重点关注方案中点位、项目、频次的设定，采样及现场监

测，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制等关键环节。针对不同的突发环境事件类

型和应急监测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质量管理要求及质量控制措施。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

段质量控制重点在于真实与及时，跟踪监测阶段质量控制重点在于准确与全面。力求在最短

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方法获取最有用的监测数据和信息，既能满足应急工作的需要，又切

实可行。”

原标准“4.2.8 采样的质量保证”规定“采样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6.4 实

验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中规定“分析人员应熟悉和掌握相关仪器设备和分析方法，持证



27

上岗”，但多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中实际采样与实验室分析并不一定与持证项目相符，

上述标准内容缺乏可操作性，所以修订稿中在“9.2 采样与现场监测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内容中修改为“采样与现场监测人员须具备相关经验”，增加了“应急监测时，允许使用便

携式仪器和非标准监测分析方法，但应对其得出的结果或结论予以明确表达。可采用自校准

或标准样品测定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用试纸、快速检测管和便携式监测仪器进行定性时，

若结果为未检出则可基本排除该污染物；若结果检出则只能暂时判定为“疑是”，需再用不

同原理的其他方法进行确认，若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较为一致，则结果可信，否则需继续核

实或采样后送实验室分析确定”的内容。在“9.4 实验室分析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中修

改为“实验室分析人员须熟练掌握实验室相关分析仪器的操作使用和质控措施”。

修订稿中“9.5 应急监测报告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修改为“监测报告信息要完整，

一般应审核后报送”。

修订稿中“联合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内容为：“多家单位开展联合应急监

测时，须注意监测数据的可比性检验。”

6.10 应急监测终止

应急监测工作常常存在有始无终的问题，因此修订稿增加了“应急监测终止”相应内容。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规定：“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

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响应的人民政府终止应急响

应。”应急响应终止后，应急监测自然终止，若需后续监测，不属于“应急监测”性质，这

已在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中予以规定。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由人民政府启动，亦由

人民政府终止。同样，通知环境应急监测队伍启动和终止应急监测的应该是其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

修订稿中在应急监测终止一章中规定：“当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或批准应急

监测终止建议时，方可终止应急监测。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向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提出

应急监测终止建议：

a) 最近一次监测方案中全部监测点位的连续 3次监测结果达到评价标准或要求。

b) 最近一次监测方案中全部监测点位的连续 3次监测结果均恢复到本底值或背景点

位水平。

c) 应急专家组认为可以终止的情形。”

7 与开题报告的差异说明

（1）按照应急处置过程，进一步细化完善标准内容，修订和增加了相关定义。

遵循一般应急监测程序及应急管理要求，明确了应急监测时段，同时暗含了应急监测的启

动与终止条件。应急响应启动，即开始应急监测；应急响应终止，应急监测就此结束。应急

监测过程分为“污染态势初步判别”与“跟踪监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污染态势初步判别”

以尽快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为目的，监测方式可快速灵活，着重于监测结

果的“真”，是第二阶段“跟踪监测”的基础；第二阶段“跟踪监测”是在第一阶段“污染态

势初步判别”确定了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的基础上，以确定污染物浓度及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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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为目的，侧重于监测结果的“准”和“全”。应

急响应期间的监测包括了这两个阶段的监测，统称为“应急监测”，对于主要污染物及监测

项目较明确的突发环境事件，其应急监测的第一阶段可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或省略。并据此修

订了“跟踪监测”的定义，增加了“污染态势初步判别”的定义。

（2）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和应急监测的两个时段。

现行标准中的内容“本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相

应的现场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分析方法、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监测的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

求。”本标准的修订遵循一般应急监测程序，突出应急监测过程中污染态势初步判别与跟踪

监测两个重要阶段，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应

急监测方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终止相关内容，并对采样及现场监测、结果表示及数据处

理、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内容进行修订。故修订后的标准（以下简称“修

订稿”）内容修改为“本标准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污染态势初步

判别、应急监测方案、跟踪监测、应急监测报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急监测终止等技

术要求。”

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因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危险化学

品或危险废物以及意外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

测，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环境等的应急监测。本标准不适用于核污染事件、海

洋污染事件、涉及军事设施污染事件、生物及微生物污染事件等的应急监测”在修订稿中继

续沿用，同时增加了不适用于“重污染天气、重大活动期间保障等应对工作的应急监测。应

急监测包括污染态势初步判别和跟踪监测两个阶段。应急监测终止后进行的后续监测不适用

本标准，可参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

（3）调整了“突发环境事件”的定义。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定义进行了

调整，因此本标准修订后直接采用该定义。

（4）增加了应急监测启动及工作原则。

从应急监测全流程角度考虑，增加“应急监测启动”内容，即“接到应急响应指令时，

应立即启动应急监测预案，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对现行标准相关条款进行整合，并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1.4 工作原则”，增加了应急监测工作原则，即“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急监测队

伍应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尽可能以最

少的有足够时空代表性的监测结果，尽快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在污染态

势初步判别阶段，应以尽快确定污染物种类、监测项目及污染范围为工作原则；在跟踪监测

阶段，应以快速获取污染物浓度及其变化趋势信息为工作原则。”

（5）根据开题论证专家意见，删掉应急监测预案编制与实施、应急监测评估和日常保

障的相关规定以及附录 A（资料性附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编制提纲》。

（6）明确了“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及其任务。

根据应急监测流程，应急监测启动后即进入污染态势初步判别阶段，这是应急监测的第

一阶段，包括“现场调查”、“污染物和监测项目的确定”、“污染范围初步判别”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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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整合了未知污染物的突发事件监测项目确定原则。

（7）明确了应急监测方案。

明确规定“本标准中的应急监测方案指跟踪监测阶段的应急监测方案。根据初步判别结

果，编制应急监测方案。”

（8）明确了“跟踪监测”阶段及其任务。

明确了跟踪监测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第二阶段，包括样品采集、现场监测、实验

室分析、监测结果及数据处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应急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

工作，确定污染物浓度及其变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直到应急响

应终止时，结束跟踪监测。

（9）明确了应急监测终止建议的条件。

当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或批准应急监测终止建议时，方可终止应急监测。凡

符合三种情形之一的，可向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提出应急监测终止建议。

（10）按照《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对标准文本进行编辑性

修改。

8 标准实施建议

为切实加强本标准的实施，规范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从管理角度，每次开

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时应严格执行本标准，未定级或疑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

也可参照执行，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从技术角度，生态环境部应加强本标准的宣贯，

使各地区、部门及单位能充分理解本标准并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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