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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交通运输环境监测是交通环保监管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实现交通环保长效管理的重

要基础。开展交通环境监测工作，可以有效掌握交通环境现状和污染物排放情况，保障

污染治理设施的有效运转，有效加强交通环保监管效果，保护交通沿线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十二五”发展规划》等

也明确提出要建设“布局科学、层次合理的行业节能环保监测网络”。 

江苏省海陆兼备，公路网、内河航运和沿海港口较为发达，处于发展综合交通运输

网络阶段，路网水网建设期和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压力较大，环境监测显得尤为重

要。为促进江苏省交通环保工作发展，加快推进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更好地

服务于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已申报“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

网络建设试点工程”，并将其纳入交通运输“十二五”环境保护建设试点项目。根据交

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十二五”环境保护建设规划方案试点项目前期

工作的通知》（规环便字﹝2012﹞42 号）的精神，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中心编制了《江

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试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全面启动了交通运输行业

环境监测项目建设。2012 年 8 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项

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会议。2012 年 10 月 17 日，根据修改完善后的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交通运输部正式下发了《交通运输部关于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试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交规划发〔2012〕527 号）（下简称“批复”），同意

本项目的实施。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试点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包括水质、大气和噪声

在线监测系统在内的在线环境监测点建设，以及包括省级交通运输环境监测信息平台标

准系统、交通运输环境监测基础数据系统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交通运输监测数据分析

系统在内的交通运输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在线监测网络通过前端监测系统在线采集监测数据，在数据传

输系统的控制下，通过互联网将数据传输至监控中心进行分析与处理。监控中心通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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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专网与交通部环境数据中心衔接，以实现监测数据的上报与共享，同时，监控中心还

将通过专用网络与省交通厅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相连结，以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查询

和信息展示等功能。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在线监测网络总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1-1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在线监测网络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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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内容 

2.1 建设原则 

建设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法规及标准。 

（2）符合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十二五’发展规划”和江苏

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3）充分考虑本工程的应用领域及应用要求，切合实际，积极慎重地采用行之有

效的建设方案。做到技术先进，高效节能，运营稳定可靠，并尽量减少工程投资，降低

运营成本。 

（4）选择国内外先进、可靠、效率高、管理方便、维修维护简单的监测设备。 

（5）充分考虑现有的实验环境、技术力量、仪器设备等，确保工程建设的技术经

济可行性。 

（6）监测点位总体分布合理，尽量以最少的监测站点及监测设备覆盖最广的监测

范围。 

2.2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内容 

（1）设置 4 处噪声在线监测点，分别位于京沪高速江苏段淮安六洞徐老庄敏感点、

G312 线丹阳服务区敏感点、宁沪高速江苏境黄栗墅柳桥敏感点和宁杭高速江苏段天目

湖汤家村敏感点。 

（2）设置 6 处大气在线监测点，分别位于沿江港区的南京港（龙潭天辰码头）和

镇江港务集团金港分公司，以及京沪高速江苏段淮安六洞徐老庄敏感点、G312 线丹阳

服务区敏感点、宁沪高速江苏境黄栗墅柳桥敏感点和宁杭高速江苏段天目湖汤家村敏感

点。 

（3）设置 2 处水质在线监测点，分别位于沿江港区的太仓港（下属集装箱公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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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沿海港区的连云港 (庙岭生活污水处理厂)船舶停靠服务区污水总排放口。 

具体监测点布置如下： 

表 2-1 港口在线监测点布置表 

港口名称 监测因子 
沿江港区-南京港（龙潭天辰码头） 

环境空气：TSP 

沿江港区-太仓港（下属集装箱公司（三期） 水质：COD、pH、流量、氨

氮、油类 
沿江港区-镇江港务集团金港分公司 

环境空气：TSP 

沿海港区-连云港 (庙岭生活污水处理厂) 水质：COD、pH、流量、氨

氮、油类 

表 2-2 公路在线监测点布置表 

公路名称 监测因子 

G2 京沪高速江苏段—

淮安六洞 

1、交通噪声 

2、车流量 

3、大气：CO、NO2、SO2、PM10、碳氢化合物 

G312 线丹阳服务区 
1、交通噪声 

2、车流量 

3、大气：CO、NO2、SO2、PM10、碳氢化合物 

G42 沪宁高速江苏境—

黄栗墅 

1、交通噪声 

2、车流量 

3、大气：CO、NO2、SO2、PM10、碳氢化合物 

G25 宁杭高速江苏段—

天目湖 

1、交通噪声 

2、车流量 

3、大气：CO、NO2、SO2、PM10、碳氢化合物 

（4）与上述在线监测点相配套的站房，用于放置在线监测仪器。 

（5）与上述在线监测点相配套的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用于采集与传输前端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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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生的监测数据。 

2.3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信息平台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包括： 

（1）建设交通环境信息平台标准体系，为环境监测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和系统开发

提供标准依据，建立交通运输环境标准规范体系，用于统一指导和规范交通运输环境信

息平台的建设。 

（2）建设交通环境信息平台基础数据系统，建设交通环境信息平台基础数据系统，

解决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共享四大需求。建立准确、完整、统一、及时的交通运输

环境数据库体系，为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支撑，由监控数据接收、数据库建设、数据整合、

数据管理、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几部分组成。 

（3）建设交通环境数据分析系统，在交通环境监测数据集成、整合的基础上，进

行数据挖掘分析，以求得出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分析，为交通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持。交

通环境数据分析系统包括交通环境质量数据分析、交通污染物排放数据分析两大部分。 

3.在线环境监测系统 

3.1 建设依据 

（1）《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2007 年； 

（2）《关于印发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交环发〔2008〕

112 号），交通运输部，2008 年 4 月； 

（3）《关于印发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统计报表制表的通知》（交环字〔2008〕

498 号），交通运输部，2008 年 12 月； 

（4）《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交通运输部，2011 年 4 月； 

（5）《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十二五”发展规划》，交通运输部，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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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做好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十二五”环境保护建设规划方案试点项目前期

工作的通知》（规环便字﹝2012﹞42 号），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2012 年 4 月； 

（7）《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试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2 年 8 月； 

（8）《交通运输部关于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试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交规划发[2012]527 号），交通运输部，2012 年 9 月； 

（9）《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10）《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 192－2006）； 

（11）《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149-1-2007）； 

（12）《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B06-2007）； 

（13）《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 355-2007） 

（14）《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 

（15）《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654－2013）； 

（16）《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 653－2013） 

（17）《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环办函[2015]545 号） 

（18）其他现行规范和标准等。 

3.2 系统总体要求 

在线环境监测系统总体要求如下： 

（1）所有仪器检测精度、准确度、检出限、量程等指标要满足相关规范。 

（2）前端采集数据的传输符合环保行业标准 HJ/T212-2005《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

系统数据传输标准》，前端监测软件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提供数据校验功能。 

（3）所有监测仪器、设备必须是省中心站构成的管理平台管理下的有机整体，前

端监测系统设备必须整合到统一的管理平台下。在授权许可时，可通过任一计算机对任

一系统设备实施现场及远程管理，以保证前端监测系统的无缝管理与控制；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308/t20130802_256852.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308/t20130802_256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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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的各监测设备既可以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在在线监测系统控制计算机管理

下无人值守的运行，也可作为独立的监测设备在自己内置计算机的控制下独立运行，监

测原始数据及运行参数须在监测设备和子站计算机储存并不可更改，并可通过配备软件

和外置数据采集器方便地导出； 

（5）所有仪器均有具有基本参数贮存、监测数据贮存、历史报警存储、断电保护

与自动恢复功能、具有自动报警、异常值自动报警功能，报警及运行状态信息能同步数

字输出功能，系统故障信息的功能，相关信息的数据记录应带有相应的特定标志。 

（6）系统须具备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查询能力。前端监测管理平台对各监

测仪器、设备的监测数据、系统运行参数进行收集，按要求对采集的监测结果进行统计

处理，形成各种统计分析报告、报表及统计图形，并通过有线或无线通讯设备向江苏省

交通环境监测中心传输。 

（7）系统须具备运行参数的双（多）向远程监控和系统性能的远程检验能力。系

统可通过管理平台对系统仪器、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远程实时监控。监测人员在管理平

台可向系统仪器、设备发出远程指令，检查自动监测仪参数是否合格，并将结果实时反

馈；能对校准是否达到质控要求以及数据是否合格作出判别，形成完整的校准记录；能

对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对系统故障进行自动诊断； 

（8）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分散，监测设备巡检维护工作量大，存在故障、停运隐患，

会造成在线监测数据不完整性和影响环境质量评价的准确性。为此对本项目中的主要监

测设备仪表选型提出运行过程管理要求，要求设备本身具备自诊断、远程求援、远程反

控等智能化技术。 

（9）本项目中的主要监测设备应可由感知分析结果向感知分析过程延伸，可满足

数据有效性判别和设备运行维护预诊断需求，设备智能化指标主要包含：智能化监测指

标、智能化运行与控制指标。 

（10）各前端监测点与监控管理中心之间的传输网络支持 ADSL/光纤/GPRS/CDMA

等通讯方式。 

（11）采样现场可加装视频监视系统、能确保站房内能看到现场采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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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有自动站均为交钥匙工程，供应商或生产商负责工程安装调试，负责人员

培训。中标单位负责提供站房及通讯线路的建设，使用单位负责外接供电和通讯线路的

协调工作。 

3.3 交通噪声在线监测系统 

本次试点工程共设置交通噪声在线监测站点 4 处，分别位于京沪高速江苏段淮安六

洞徐老庄敏感点、G312 线丹阳服务区敏感点、宁沪高速江苏境黄栗墅柳桥敏感点和宁

杭高速江苏段天目湖汤家村敏感点。 

3.3.1 监测因子 

监测因子为交通噪声、车流量与气象五参数。 

车流量可视情况选择由公路管理单位提供，或者单独设点监测。 

气象五参数可与同位置的大气监测点进行数据共用。 

3.3.2 监测频次 

参照《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1）小时等效声级 Lh 所需要的有效监测时间为 45 min 以上；每日内昼间等效声级

Ld 所需要的有效监测时间应不少于 12 h，夜间等效声级 Ln 应包含全时段。 

（2）无效数据应做标注并记录原因，如：超标的风速值、降水量值等，无效数据

可不参与评价，但不能删除。 

3.3.3 系统功能 

在达到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子站要提供各种远程参数设置和远程控制的功能，包括

频率、时间计权设置，自动定时电校准的设置，数据上传时间设置，采样时间间隔设置，

频谱模式设置，噪声事件报警设置。系统配置硬件狗，在程序不正常时能自动复位。 

3.4 环境空气在线监测系统 

本次试点工程共设置环境空气在线监测站点 6 处，分别位于沿江港区的南京港（龙

潭天辰码头）和镇江港务集团金港分公司，以及京沪高速江苏段淮安六洞徐老庄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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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2 线丹阳服务区敏感点、宁沪高速江苏境黄栗墅柳桥敏感点和宁杭高速江苏段天目

湖汤家村敏感点。 

3.4.1 监测因子 

（1）南京港与镇江港监测因子为 TSP 和气象五参数。 

（2）其他 4 处公路在线监测点监测因子为 CO、NO2、SO2、PM10、碳氢化合物和

气象五参数。 

3.4.2 监测频次 

依据《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HJ 654－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等，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对各监测项目进

行监测时，其数据采集频率和时间按以下要求进行： 

（1）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碳氢化合物每小时至

少有 45 分钟的采样时间。 

（2）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碳氢化合物每日至少

有 20 小时的平均浓度值或采样时间。 

（3）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碳氢化合物每月至少

有 27 个日平均浓度值（二月至少有 25 个日平均浓度值）。 

（4）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碳氢化合物每年至少

有 324 个日平均浓度值。 

（5）PM10每分钟测量一次，数据可为相应时刻采集的瞬时值或 1分钟的测量均值，

每日至少有 20 个小时的小时平均浓度值。 

3.4.3 系统功能 

在达到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应包含以下主要功能： 

（1）所有监测分析仪输出的数据应为标态下污染物浓度； 

（2）所有仪器均应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采样装置的制作材料，应选用不与被

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308/t20130802_256852.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308/t20130802_256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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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分析仪上的光源均应保证无故障运行一年以上； 

（4）系统子站须能满足自动、连续、稳定的环境空气监测要求；具有各项资料（监

测数据、系统设备运行参数、系统设备校准、维护及系统控制的相关数据）自动传输、

远程自动和手动控制、诊断、现场手动控制及故障显示、报警等基本功能； 

（5）具有故障自动报警、异常值自动报警及缺试剂报警功能，报警后能及时将相

关信息反馈给管理人员，并能自动采集或留存异常或超标的样品。 

3.5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本次试点工程共设置 2 处水质在线监测点，分别位于沿江港区的太仓港（下属集装

箱公司（三期）及沿海港区的连云港 (庙岭生活污水处理厂)船舶停靠服务区污水总排放

口。 

3.5.1 监测因子 

监测因子为 COD、pH、流量、氨氮、油类。 

3.5.2 监测频次 

依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 355-2007），采

用环境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对各监测项目进行监测时，其数据采集频率和时间按以下要求

进行： 

对于连续排放的污染源，COD、氨氮、油类每小时至少获得一个监测值，每天保证

有24个测试数据；pH值和流量至少每10分钟获得一个监测值。 

对于间歇排放的污染源，COD、氨氮、油类监测数据数量不小于污水累计排放小时

数；pH值和流量监测数据数量不小于污水累计排放小时数的6倍。 

3.5.3 系统功能 

配置全自动运行的水样采集装置、监测仪器、数据采集处理传输装置和工控计算机。

功能是连续自动地对交通环境水质指标进行监测；将监测得到的数据作必要的处理；对

数据进行短期存贮；定时或根据中心的指令传输数据。主要监测指标有：COD、pH、

流量、氨氮、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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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应包含以下主要功能： 

（1）分析仪器均需在国内有一定用户，便于维护与维修,有试剂消耗的仪器需提供

试剂配方并能在国内市场上采购到。分析仪器需稳定、测量准确及维护量小。 

（2）具有时间设置功能，根据需要任意设定监测频次（最大频次为 1 小时监测一

次）。 

（3）具有故障自动报警、异常值自动报警及缺试剂报警功能，报警后能及时将相

关信息反馈给管理人员，并能自动采集或留存异常或超标的样品。 

（4）具有自动清洗功能。 

（5）具有定期自动及手动校准功能。 

（6）具有密封防护箱体及防潮功能。 

（7）输出信号采用 4-20mA 和 RS-485/232 并提供标准通用通讯协议。 

（8）部分仪器根据要求进行监测参数拓展：如氨氮自动监测仪可拓展测氯化物、

氟化物；总砷可拓展测硫化物等参数。 

（9）具有自动标准样品核查，实际水样加标回收测试，并将核查测试结果通过数

字信号输出的功能。（水质常规五参数除外）。 

（10）根据现场条件、采用科学合理的取水装置，配置两套采水系统（一备一用）。 

（11）通过合理设置，能自动进行质控样品分析和加标回收率测试并保存相应的分

析结果。 

3.6 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 

（1） 数据采集与传输应完整、准确、可靠，按照分析周期每周期采集一次数据和

系统及仪器相关参数。 

（2） 现场监测仪器对水样进行测量后，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能够实时通过接口接收

从监测仪器中发送过来的测量数据并进行记录，必须保证所采集数据必须真实有效。 

（3） 数据采集系统从监测仪器中采集数据后，根据不同的监测仪器进行存储、标

示，如标识数据采集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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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采集系统所存储数据只能进行读取、写入但不能进行处理，以保证数据

的真实性。 

（5） 数据采集系统存储所采集的数据后，通过接入的网络接口传输至监控中心，

由监控中心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其中数据传输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6） 数据采集系统必须具备故障报警功能。出现无法存储数据，无法传输数据，

无法采集数据，断电等状态时能够向现场控制系统进行报警。 

（7） 采集系统提供符合标准的接口，具有接口扩展功能以备未来系统升级。 

（8） 采用以无线通讯（GPRS 或 CDMA）或有线通讯，一备一用数据远传通讯方

式，无线通讯方式实时在线，通讯周期频率按需实时可调。 

（9） 现场集成系统对数据采集系统提供 UPS 电源设备，断电时数据采集系统能

够正常地运行。 

（10） 为保证数据安全性，每次对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操作时根据权限登录，并进行

记录。 

（11） 测量数据及实时状态的查询功能，能进行综合查询、模糊查询、对比查询、

GIS 查询、结构化查询等各种方式的数据查询。 

（12） 数据平台能与交通部信息中心现有平台兼容，可在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中心

实现操作管理远程控制，实现在线监测站数据传输、现场工作状态、安全和参数超标报

警等远程监控。 

（13） 自动站断电后数据至少保存 30 天，并能储存 90 天以上的原始数据，同时保

存相应时期发生的有关校准、断电及其它事件记录。 

（14） 支持远程启动紧急监测功能。 

（15） 提供系统日志功能，能记录系统和设备运行状态及故障信息等。 

（16） 预留系统维护端口，通过端口能采集系统日志及非正常数据，方便技术服务

机构及时获取系统故障信息。 

（17） 应留有扩展接口以便将来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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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站房站点建设 

3.7.1 站房建设总体要求 

大气在线监测点与水质在线监测点均需要建设相应配套站房。站房总体要求如下： 

(1) 站房的面积在 6-8 平方米左右，保证足以安放全部设备。站房的一切装修应用

防火材料，并安装防盗防火自动报警装置，并有自动、手动灭火设备。 

(2) 供电系统需要三相四线（为防止电源负载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干扰）AC220V，50Hz, 

30A 以上；其中给设备供电的这一相需配 3000W 高精度电源稳压器一台，每相电加上

电源短路保护器（10A 2 只，20A 1 只）。 

(3) 电源进线必须安装电源短路保护器，其容量不宜过大，可根据每相用电量适当

调整，以保证设备有短路现象及时跳闸，应制作专用供电箱，设计有来电延时启动。 

(4) 站房应安装良好的接地线。可采用多根角铁并联接地、埋铜板浇盐水等方法，

接地线应采用 20mm 宽的扁铁引入站房，用不小于 2.5mm2 的单股铜芯线连接到仪器。 

(5) 站房应采取防雷措施（电源及通讯系统均要防雷）。(站房及气象等装置安全稳

定性可抗 12 级风力)。 

(6) 站房可采用砖房或彩钢板轻质房，不开窗，可安装换气扇，换气扇选用室内方

向有挡板的，防止蚊虫进入。 

(7) 站房应采取保暖隔热措施，以保证空调恒温及节约能源。 

3.7.2 大气在线监测点站房建设 

在满足总体要求的前提下，还需满足以下要求： 

（1）站房应建设在高层建设物楼顶。 

（2）站房内安装至少不低于大 1.5 匹带有断电自启动的冷暖分体机变频（海尔）空

调，以保证站房内的恒温恒湿要求。 

（3）站房边界噪声要求不高于 45 分贝。 

（4）站房的房脚处应留有 Φ20mm的孔，以排废气和空压机的水。房顶有二个采样

孔，一个是 PM10 采样孔，一个是样气采样孔，采样管穿过房顶应密封以防止雨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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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水质在线监测点站房建设 

在满足总体要求的前提下，还需满足以下要求： 

（1）采水单元装置及管路要求 

 采样头应在水面下 0.5-1.0m 浮动，并与水体底有足够的距离（枯水期＞1m），

保证不受水体底部泥沙的影响。 

 采用潜水泵或自吸泵提水，若采用自吸泵提水应考虑停电再启动的自动恢复功

能。所选水泵扬程应满足当地实际需要。同时保证采水管路不受环境、温度而影响水温、

水质。 

 取水水量应满足各台仪器总需水量的需求。 

 管路材质应为不与水样中被测物产生物理和化学反应的材料，管路安装前应清

洗干净。 

 采水装置应有清洗反冲洗系统，防止藻类的生成，影响水质。 

 取水口防堵塞措施。 

 站房内所有管路材质为 PVC 或 PPR 管路，管路安装前应清洗干净，有合理的留

路设计，便于拆卸清洗，配备足够的活动接头。 

（2）水样预处理单元 

 具有在线除沙和在线过滤功能，包括超声波匀化装置、水样过滤、自动清洗等

部分，由输水管路、增压泵、过滤器、反吹冲洗装置、水压调节装置、进样控制器、旁

路测量装置等设备组成。该单元直接向自动监测仪器提供可靠有效的样品水，其水质、

水压和水量以满足自动监测仪器的需要为标准。 

 根据需要，配置预处理装置。根据配套仪表对过滤的不同要求选用不同规格的

不锈钢滤芯，各连接口尺寸应与分析仪器和系统管道配合。 

 预处理需具备自动清洗功能，气/水切换阀自动切换；具有气、样分离设计，保

证分析仪器进样的连续性。 

 过滤器滤芯数目的大小，根据需要而定，应与监测项目要求相匹配为原则。 

 配水管路具有高强度、耐高温、耐腐蚀和耐化学性，阻燃、安装方便，使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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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长，内壁的光滑程度要高。 

 具有故障自动报警与诊断功能。 

 预留：为保证系统监测项目的扩充需要，预留出预处理单元与分析设备水路连

接的接口。 

 为方便系统进行维护，在主管路上，每台仪器都要设有旁路系统，通过手动阀

来进行调节。保证单台仪器、过滤器损坏或者需要维护时，不影响其他仪器的正常工作。 

（3）辅助系统 

 配置相应的电压稳压系统，稳压器输出 220V/50Hz，三相，稳压功率≥15KW。 

 根据系统需要，配置相应的压缩空气系统（无油型），以满足清洗反吹使用。 

 根据系统需要，配置相应的纯水制备系统，保证纯水制备的输送质量（子站已

有自来水供水系统），水电导率小于 0.2us/cm，出水量满足系统工作需要。 

 配置相应的 UPS 系统（在停电状态下能确保所载负荷连续工作 2 小时以上），

恢复供电后系统能自动工作。 

 配置相应防雷系统。包括电源直击雷和一切线路的感应雷。 

 站房内需配置空调、发电机、除湿机等辅助设备。 

（4）空气系统 

采用无油型空压机，保证不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含附属设备，电机功率≥0.56KW，

排气量≥98L/min，转速 ≥1450R.P.M，气缸数 1 个，使用压力≥7Kg/cm2，最大压力≥8Kg/cm2，

气路有除水装置。 

（5）纯水系统 

纯水系统需制备出合格的去离子水用于分析仪表的标定，这是分析仪表在线监测时

必要的外围条件，同时也可以用于自动清洗仪表管路和在自控系统的控制下定期清洗系

统管道以及配试剂（工作液）等。 

根据所用仪表数量及要求，提出纯水配置及出水要求如下： 

出水量：8－12L/h 

电阻率：大于 10 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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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过滤器－反渗透膜－两级核级混床柱－电阻率仪－终端超滤－高低压控

制器－专用纯水泵。 

（6）电气控制系统 

由总空气开关、各仪器设备的空气开关、接触器、隔离变压器、直流电源、继电器

和接线端子等部分组成。电气元件需采用进口知名品牌，必须注明原产厂家的详细资料。 

主要功能： 

 采用三相五线制进线供电；动力设备、监测仪器和电脑、辅助设备分相供电，

避免相互干扰，并保持三相用电的平衡；每相供电能力有一定余量，方便扩充。 

 电控柜内安装雷击保护器，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动监测系统中的仪器设备；对采

集控制器的供电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可以有效地阻隔电源中的干扰；除总电源开关外，

各仪器、设备均有各自的空气开关，可以单独对任一仪器进行手动/自动控制。 

 水质自动站的所有与控制、通讯相关的器件都安装在控制柜中。通过编程可实

现对全部设备、仪器的自动控制，实现清洗等多种自动控制功能；自动进行水质参数的

采集，与工控机的实时通信，数据的压缩处理等。存储容量、数字量输入输出通道、模

拟量输入通道等均考虑一定的冗余，便于系统扩展。 

 电控柜中的主要配件（如空气开关、按钮、转换开关、继电器、输入输出接线

端子等等）采用优质产品，符合相关部门抗电磁辐射、电磁感应的规定，系统可靠性高。 

 机柜内部元件布局合理、走线整齐清晰（安装导轨、走线槽等），检修维护方便； 

 各动力部件的输出端子均带保险丝，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功能； 

 全部设备、仪器等的供电电缆、信号电缆均采用高质量屏蔽电缆，穿管或在线

槽中布线，美观整齐。 

3.7.4 噪声在线监测点站点建设 

噪声在线监测点站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满足自动监测仪器安装、监测、管理和质量控制条件。 

 监测点位维护方便并能保持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运行。 

 监测点位能避开附近的固定噪声源，避开树木（风天树叶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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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点位应距任意反射面不小于 3.5 m，如果条件不具备，测点可布设在敏感建

筑物外，距墙壁或窗户不小于 1.0 m（尽量避免较大的反射面）。 

 测点高度应距地面 4.0 m~6.0 m。 

 尽量选择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区域。 

4.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信息平台建设 

4.1 建设标准 

(1)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1999） 

(2)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HJ/T 193-2005） 

(3)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212-2005） 

(4)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HJ/T352-2007） 

(5)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国家环保总局，2007 年 

(6) 《环境信息术语》（HJ/T416-2007） 

(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HJ/T417-2007） 

(8) 《环境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规范》（HJ/T418-2007） 

(9) 《环境数据库设计与运行管理规范》（HJ/T419-2007） 

(10) 《环境信息网络建设规范》（HJ 460-2009） 

(11) 《环境信息网络管理维护规范》（HJ 461-2009） 

(12) 《环境信息化标准指南》（HJ511-2009） 

(1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4) 《环境信息标准化手册》（共三卷），中国标准出版社 

4.2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应具有足够的计算、存储能力，以满足交通

环境监测数据的计算与存储，同时应具有足够的带宽接入，以满足数据的在线实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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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主要功能如下： 

面向省级交通环境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提供各类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的获

取、检索、查询、展示等服务，并能够在此基础上为交通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报表统计、

汇总分析、趋势分析、对比分析、超标分析、预测预警分析等功能，为开展交通环境监

管、政策制定、项目审批等提供数据支持服务。 

面向省级交通环境监测和数据统计工作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环境监测数据采

集、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减轻交通环境监测和数据统计人员在数据资料收集、整理、

审核方面的工作量，有效提高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增强交通环境监测和数据统计工作

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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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建设由应用软件建设和监控平台建设两部

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图 4-1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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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用软件需求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的应用软件部分将在统一交通环境数据标

准的基础上，建设交通环境信息资源数据的存储中心、管理和服务中心、分析和决策中

心，为交通运输环境管理提供信息化支持。 

4.3.1 交通环境数据标准建设需求 

在遵循国家相关信息化标准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参考国家电子政务标

准的总体系框架和环境信息标准化体系，建立交通运输环境标准规范体系，用于统一指

导和规范交通运输环境信息平台的建设。 

交通环境基础数据库规范系统，为数据库建库制定代码管理规范、结构规范、数据

传输与交换规范、数据加工处理技术等内容。 

（1）数据管理平台公共代码管理规范 

数据管理平台中各基础业务数据库包括行政区划、污染物、流域等各类公共编码。

数据管理平台要在统一基础业务数据库的公共代码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2）数据管理平台数据访问接口规范 

数据管理平台将为其他业务应用提供共享数据服务。这就需要为各类交通环境数据

建立对应的数据访问接口，为数据管理平台的信息共享服务提供支撑。 

（3）数据传输与交换规范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平台的数据集成和共享交换，涉及数据量较大、种类

较多，且各系统间数据交互较频繁，需要建立数据传输与交换标准来规范平台与各系统

间的数据交换过程。 

交通环境数据交换除需要遵循交通环境基础数据标准外，还需要遵循信息传输标准。

信息传输标准主要包括：交通环境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平台总体框架技术规范服务注册规

范；交通环境信息交换技术规范；常规监测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在线自动监控(监

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环境质量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环境多媒体、视频信息传

输、交换技术规范和环境空间数据交换技术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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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环境空间基础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定 

交通环境数据管理平台集成了大量的、多种的空间数据，所以规范交通环境空间基

础数据的加工处理是空间交通环境数据利用的基础要求。交通环境空间基础数据加工处

理技术标准规定了常用的交通环境空间基础数据制作的数据分类、属性数据描述方法、

数据组织、存储格式、数据分层、符号规范、基础配色方案等内容。适用于交通环境信

息化建设工作中对交通环境空间基础数据的加工处理。 

4.3.2 交通环境信息平台基础数据系统功能需求 

建设交通环境信息平台基础数据系统，解决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共享四大需求。

建立准确、完整、统一、及时的交通运输环境数据库体系，为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支撑，

由监控数据接收、数据库建设、数据整合、数据管理、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几部分组成。 

4.3.3.1 监控数据接收 

监控数据接收系统需要通过网络实现与各自动监控现场建立连接，实现环境空气、

污水、交通噪声等各类自动监控数据的统一接入、集中管理和同步分发。 

其接收过程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参与。自动监控现场按照约定的通讯标准，向信

息平台发送监测数据包，信息平台根据前端设备的端口号、设备号、用户名及用户密码

过滤掉无用的数据或恶意攻击的数据包，接收相关的有效数据包并交给数据解析模块依

据相关的通讯规约解析数据。 

4.3.3.2 数据整合 

根据交通环境监测数据的来源和格式，按照不同来源的更新机制，将数据整合进入

交通环境数据库，针对本次项目的数据特点，数据整合可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利用 ETL 抽取转换加载：对于大部分异构数据，利用 ETL 数据导入工具及相应的

ETL 管理工具，实现定期自动入库或手工入库。 

定期直接入库：对于监测数据，由于数据的采集部门、方式和格式相对固定，不需

要制定中间格式数据标准，直接由系统自动进行数据的检查和审核，以数据复制等方式

将数据自动转入中心数据库。 

数据录入：对于某些数据，没有业务系统的支撑，需要通过特定的数据录入表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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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采集入库。 

4.3.3.3 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的建设主要是管理交通环境监测相关的数据资源，整合各种交通环境监测的

数据；针对各种业务应用系统，划分不同的数据存储区域，为交通环境管理提供数据存

储管理的环境。 

（a）数据库一般结构 

为管理交通环境相关的数据资源，建立标准数据体系，形成统一的数据库体系，交

通环境信息平台数据库应包含以下基本组成： 

基础数据库：建设一个基础数据库，整合各种交通环境监测相关的业务数据，统一

为标准的数据结构。 

主题数据库：针对交通环境管理业务，划分不同的主题数据，为交通环境管理提供

数据存储管理的环境。 

指标数据库：指标数据库是对各类交通环境管理数据的整合，平台将关键管理数据

按指标的形式进行梳理，形成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数据库对外提供一个全面统一的数

据管理和共享视图。 

元数据库：元数据库主要用来组织管理数据体系中定义的各类元数据，包括信息资

源目录元数据、数据库对象元数据（数据字典）、数据集成元数据等。 

公共代码库：实现数据传输和信息共享的基础，满足交通管理部门内部不同部门间

的数据共享要求。 

空间信息数据库：空间信息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交通环境空间信息的业务数据，主

要包括基础图层数据、专题图层数据、数据属性数据等。 

文档数据库：文档数据库存储交通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应用标准等文档信息。 

共享数据库：共享数据库主要用于与交通管理部门其他业务系统数据共享和交换。 

从交通运输部门直属系统、下级单位及外部系统中收集的环境监测数据进入中心数

据库的交换区后，经过清洗/转换/加载工具（ETL）处理后存入整合区的缓存库。根据

数据的分类及应用类别，在存储区中分别存储于基础数据库、指标库和主题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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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通过数据访问、资源目录、决策支持等数据应用、服务方式，将经过数据管理平

台整理、分析后的各类交通环境数据提供给各业务部门、领导及其他相关部门等具有不

同数据需求的用户。 

（b）与项目结合的数据库 

参照以上数据库基本组成，按照本项目的实际结合本次数据库建设，数据库体系包

括： 

环境空气监测数据库：记录交通项目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手段获取的环境空气监测

数据，包括手工监测、在线监测的原始数据、审核后数据等。 

交通噪声监测数据库：存储交通噪声监测数据、车流量监测数据等交通噪声监测数

据。 

水质监测数据库：存储公路、港口等污水监测数据，包括手工监测、在线监测的原

始数据、审核后数据等。 

4.3.3.4 交通环境数据管理与监控需求 

(a)数据管理 

平台需要提供以下数据管理功能： 

（1）公共代码管理 

公共代码管理对公共代码库中各类公共代码进行增、删、改、查，同时支持公共代

码文件批量加载，通过配置，可以实现对不同公共代码数据文件的处理。公共代码管理

包括公共代码维护、代码匹配、代码清洗和公共代码版本管理。 

（2）数据字典管理 

数据字典存储对交通环境信息数据库体系结构的描述，记录交通环境监测数据的来

源、说明、与其他数据的关系、用途和格式等信息。数据字典管理对数据字典分类进行

管理，包括数据分类的管理和图/表信息管理，并实现平台中数据库各类对象的全景展示

和查询功能。 

（3）交通环境测点档案系统 

说清交通环境监测点位基本状况和历史变化情况。提供监测点的关联项目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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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维护，提供全部交通环境管理数据、交通环境监督信息查询、维护，提供全部交

通环境自动监测数据、手工监测数据查询、维护等内容。 

(b)数据监控统计 

实现对平台中各类数据和服务的统计，包括数据种类、数据量、服务运行情况等，

对数据采集和整合过程中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并以报表和图表的形式展示统计结果。 

（1）数据监控统计 

数据监控统计提供对数据管理平台内各类数据的统计功能，包括数据的访问情况、

用户使用平台资源情况、数据种类、数据量、更新情况等，并以报表和图表的形式展示

统计结果。 

（2）数据服务接口统计 

数据服务统计对业务系统数据接口服务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3）数据接口监控 

接口主要分为公共代码和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两类数据调用的接口服务，数据接口监

控功能主要针对数据接口运行情况及数据流量进行监控，并提供日志查询功能。 

（4）数据集成监控 

通过接口形式与各业务系统之间进行数据集成交互，并通过数据集成监控功能实施

监控各业务系统数据交互流量情况，并提供日志查询功能。 

4.3.3.5 交通环境数据共享需求 

数据共享系统需提供多种数据服务功能，满足其他信息系统获取和使用信息平台数

据资源的要求。 

数据共享系统需能基于 web service 向各类应用系统提供数据交换服务、数据分发服

务、数据发布服务、数据定制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形成多级多方式的交通环境监测信

息共享服务体系。 

为满足各类应用对交通运输环境数据不同的使用需求，交通环境数据查询系统应针

对数据管理平台中的各类数据，提供查询功能，为最终用户提供基础数据服务，满足其

他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管理平台数据资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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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数据查询的方式 

交通环境数据查询系统应可灵活的设置查询条件、查询指标项选择与组合等方式检

索与提取所需要的数据，同时提供多组合查询、随机查询、自定义查询等高级查询的需

求。 

（1）综合查询 

主要是针对数据库基础数据提供数据查询的功能。综合查询根据基础数据的特征，

提供多种查询条件，并且能根据需要对这些条件进行组合，查询所需数据，对不同的条

件类型，提供不同的条件输入方式，包括文本框直接输入、下拉列表单选、多选框以及

下拉列表选择和文本框直接输入联合方式等。 

（2）数据分类树查询 

数据分类树查询时应能根据需求，灵活的选择查询内容和查询条件，系统能够根据

用户的选择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数据分类树查询与综合查询应用的最大不同在于综合

查询时定制开发的，查询条件是定义好的，而数据分类树查询是由用户自定义查询条件

的。 

（3）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主要适用于对数据分类体系不清楚或是对查询目标不清晰的情况。模糊查

询主要面向信息元数据，在查询文本框中输入指标名称的部分内容后，系统将自动查找

与输入相匹配的所有指标元数据名称，返回能够匹配的所有指标。用户从返回的指标元

数据列表中选择所需指标，系统列出所选指标过滤条件，用户选择过滤条件后，系统返

回符合条件数据。 

（4）GIS 查询 

GIS 查询功能是基于地理信息平台提供的 GIS 展现服务，建立基于地图的查询和信

息展示功能。 

（5）简单查询 

能够查询所有数据表，可以方便查看查询任意指标。提供多种条件查询方式和查询

结果分类、分项排序、统计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汇总值等分析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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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查询 

把常用的数据通过功能定制的方式固定下来，用户点击一个按钮即可把常用的数据

提取出来。 

（7）对比查询 

能够在同一个页面中打开两个表格，进行对比查询，可满足数据校验等工作的需要，

如同时打开本月和上月同期同一监测点的各类相同的交通环境监测分析指标列表，进行

对比分析。 

（8）结构化查询 

满足高级分析用户的需求，可自定义输出表格的横向数据项、纵向数据项，可以将

不同时间段，不同监测点或区域，不同分析指标列入一张表格中，用户还可在此表格上

绘制各种类型图表。 

(b)数据展示的方式 

（1）表格展现方式 

表格展示应包括列表、交叉表、主从表、分组表、嵌套表等。 

（2）图表展现方式 

图表展现方式应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直方图、散点图、线图、柱图、饼图、雷达图

等，并且支持二维三维展现功能。 

(c)查询结果操作 

（1）排序、重新过滤 

系统需支持单击列标题进行排序功能，用户可以按照需要任意更改查询结果排序。

此外，系统提供重新过滤功能，对返回的结果重新过滤。 

（2）结果输出 

系统需提供查询结果导出功能，支持文本（*.txt）、Excel（*.xls）、PDF 等格式的导

出；并且用户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打印查询结果。 

4.3.4 交通环境数据分析系统需求 

在交通环境监测数据集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以求得出交通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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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分析，为交通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持。交通环境数据分析系统应包括交通环境

质量数据分析、交通污染物排放数据分析两大部分。 

交通环境质量数据分析包括公路水路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及声环境质量数据分析。 

4.3.4.1 一般数据分析 

（1）主题设计 

根据交通数据管理和应用的需求，将交通环境数据主题划分为交通环境质量数据分

析、交通污染物排放数据分析两大主题域，并且每个主题域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

相关的小主题，主要小主题说明如下： 

（1）监测点污染排放分析主题域 

监测点污染排放分析主题域应包括与交通环境监测点相关的所有属性信息和行为

信息，提供对监测点的统一监控视角。 

（2）综合分析主题域 

综合分析主题包括水质污染物情况分析主题、大气污染物分析主题、噪声处理分析

主题等二级分析主题。 

（3）分析结果导出 

系统需提供报表导出的功能，将用户查询的报表以用户指定的形式进行导出，这些

形式既包括以打印的方式保存为纸质文件，也包括以 Word、Excel、TXT、PDF 等格式

保存为电子文件。 

（5）分析结果保存 

多维分析的结果需能够以报表或图表的形式保存，用户在下次进入系统时可以直接

复用，无需从新制作报表。 

4.3.4.2 各环境要素质量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

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质量管理体系的支

持过程。在实用中，数据分析可帮助人们作出判断，以便采取适当行动。环境监测数据

分析是对原始监测数据和审核后数据进行评价分析和数理统计；从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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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发，为了使监测数据能够准确地反映水环境和空气质量的现状，预测污染的发

展趋势，要求环境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此处针对

水环境和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分析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1）汇总分析 

对于水环境和空气质量在线监测数据的汇总分析主要是对监测调查取得的大量原

始数据和记录表进行第一步的数据整理和归类，对原始数据做一些简单的数理统计得出

一些指标性的数据，对指标性的数据进行评价分析可以了解监测区域的水环境和空气质

量的总体情况。 

对港口、航道等水环境质量的汇总数据分析，包括水质状况评价分析、KPI 分析、

水质总体现状、综合分析等。对公路各路段、水路及港口各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的现状

进行汇总数据分析，包括公路空气污染指数（API）分析、公路水路 AQI 评价分析、公

路水路空气质量状况分析、首要污染物分析、KPI 分析、空气质量综合分析等。 

对公路途经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影响评价分析，根据交通声环境标准，对不同时间、

不同区域、不同站点的噪声级别进行评价分析、噪声趋势分析、区域排名分析、达标情

况分析等。包括功能区噪声现状及详细分析、公路交通噪声现状及详细分析、区域噪声

现状及详细分析、综合分析。 

（2）趋势与对比分析 

（a）监测因子与时间的关系、指标性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1）以时间为 X 轴，分析参数为 Y 轴，分析 24 小时内同一监测点位的环境质量与污

染物变化趋势概况，并标注首要污染物，确定环境质量等级；（折线图） 

2）以时间为 X 轴，分析参数为 Y 轴，分析周、月、季、年内同一监测点位的环境

质量与污染物变化趋势概况，并标注首要污染物；（折线图） 

以上不同的趋势图中，对于同一个监测因子，不同的时间段里都存在时间上的对比

关系。折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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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监测点位与监测因子的关系，监测点位与指标性数据的关系 

以各监测点位为 X 轴，分析参数为 Y 轴，选定同一时间，了解各监测点位环境质量

与污染物浓度值的变化情况，并标注首要污染物；（柱形图） 

在此柱形图中，对于同一监测因子，不同的采样点之间存在一个对比关系。柱形图

示例： 

 

 

 

 

 

 

 

 

 

（3）超标分析 

1）以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分析同一监测点位不同污染物的含量及所占比例，了

解主要污染物，分析计算主要污染物的超标情况； 

2）以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分析月度、季度以及年度内同一监测点位同一污染物

的环境质量达标率。（圆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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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声环境而言，以声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分析统计各监测点位每周、月、

季、年的平均超标幅度及超标幅度分布情况；分析各监测点位每季、年的声环境质量达

标率。（圆饼图） 

其他环境监测点位类推。圆饼图示例： 

 

 

 

 

 

 

 

 

 

（4）预测预警分析 

近年我国环境污染事件进入了高发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环境监

测预警体系可以对未来时间里潜在发生的危险因素，乃至有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都能

提前作出预报，对污染隐患提早防范和治理。 

预测预警的目的是在对环境监测大量原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环境事件作出

预测和预警，进而快速、高效、有序地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展，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们在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监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处理，

得出监测点位相应的监测项目污染物的日、月、季、年度的平均浓度值，综合所有污染

物的监测统计分析值，来描述该区域的环境各方面指标，确定区域的环境质量；根据对

监测数据的趋势分析来预测该区域将会呈现的环境状况；最后根据环境质量标准来确定

环境质量等级，根据污染情况可以做出相应的黄的、橙色、红色环境预警，预警的严重

性依次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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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交通环境污染物排放分析 

通过污染物监测相关数据的分析，掌握的交通环境污染状况，更好的了解引起交通

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为交通环境污染管理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基础。 

（1）交通污染排放分析 

系统要求能针对废水、废气、噪声的环境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主要交通污染物排放

情况及变化趋势，能够从水路、公路等角度分析污染排放量的构成情况，分析主要污染

物排放年均、月均浓度的达标情况及变化趋势。 

（2）大气监测数据分析 

系统需提供废气污染状况分析，包括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站点的废气排放趋

势分析、废气排放量分析、区域排名分析、废气达标排放情况分析、废气排放与交通状

况的相关性分析等。同时，还应可以 GIS 作为交互手段，在地图上直观显示各监测子站

的废气排放量。 

（3）水质监测数据分析 

系统需提供公路水路废水污染状况分析，包括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站点的废

水排放趋势分析、废水排放量分析、区域排名分析、废水达标排放情况分析、废水排放

与交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等。同时，还应可以 GIS 作为交互手段，在地图上直观显示各

监测子站的废水排放量。 

（4）噪声监测数据分析 

系统需提供公路噪声监测数据分析，包括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站点的噪声监

测数据分析，以及噪声情况与监测时车流量关联性分析等。同时，还应可以 GIS 作为交

互手段，在地图上直观显示各监测子站的噪声情况及车流量情况。 

4.3.5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的功能包括有：组织机构管理、用户管理、功能和权限分配管理、日

志管理等功能模块。大致框架如下： 

（1）组织机构管理 

系统应可以在权限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组织机构的添加、删除、权限修改操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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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至少默认包含交通部环保办公室、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等组织机构，并根据各组织机构所承担的不

同职责而分配不同的权限。 

（2）用户管理及功能和权限分配管理 

用户等级应在总体上分为三级，即超级管理员、管理员和一般用户，不同等级对应

不同权限。超级管理员可实现对组织机构、管理员、一般用户的添加、删除和权限修改

等操作，也可以实现对所有数据的查询、录入、删除、导出等操作。管理员可实现对组

织机构内一般用户的添加、删除、权限修改等操作，也可以在该组织机构允许的权限范

围内实现对所有数据的查询、录入、删除、导出等操作。一般用户隶属于各组织机构，

包含两个等级，一级用户可在该组织机构允许的权限范围内实现对所有数据的查询、录

入、删除操作，二级用户则只能在该组织机构允许的权限范围内实现对所有数据的查询、

录入操作。 

各用户权限分配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用户及其权限分配表 

权限            用户 超级管理员 管理员 
一般用户 

一级用户 二级用户 

添加组织机构 √ 
   

删除组织机构 √ 
   

修改组织机构权限 √ 
   

添加管理员 √ 
   

删除管理员 √ 
   

修改管理员权限 √ 
   

添加一般用户 √ √ 
  

删除一般用户 √ √ 
  

修改一般用户权限 √ √ 
  

数据查询 √ √ √ √ 

数据录入 √ √ √ √ 

数据删除 √ √ √ 
 

数据导出 √ √ √ 
 

（3）日志管理 

系统应能实现对各用户登录日志、操作日志等的实时记录，并能在需要时方便的调

取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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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与交通运输部环境数据中心的衔接 

4.3.6.1 组织机构关系 

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采用垂直管理方式，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作为全省交通

运输环境保护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对江苏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进行监督管理，确保

各项环保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省交通环境监测中心作为省级中心站，全面负责江苏省

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的运行管理；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和交通运输部环保办公室作为行

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指导；江苏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相关管理部门协助负责交通在线环

境监测站点的正常运行，具体的组织管理框架见图 4-2。 

图 4-2 江苏省交通运输监测网络组织机构图 

4.3.6.2 数据上报 

在建设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中心平台时，应与交通运输部平台保持一致，从而可

以保证数据更好的上报。 

数据上报内容包括：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需要与交通运输部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上报，

主要上报的数据包括环境监测点数据如污水、空气质量、噪声数据的自动监测和手工监

测数据，数据格式和内容应参照交通运输部的格式和内容进行设计和开发，确保数据上

报顺利完成。 

江苏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需按照《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路环境统计

报表制度》的格式进行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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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3 数据交换平台部署 

与各省交通环境数据中心行业数据的交换主要是由部级交通环境数据中心来完成

的，交通运输部交通环境数据中心是数据中心的交汇节点，所以，我省的数据交换主要

是与交通运输部数据中心进行数据交换，交换其他省的数据则需交通运输部数据中心进

行相关数据资源交换部署。 

（1）架构保证 

我省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中心平台应采用与交通部信息资源平台相一致的系统

架构，并为以后的数据传输建立接口，方便数据上传。 

（2）功能保证 

我省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中心平台应以交通部信息资源平台的功能设计为主线，

参考我省的实际功能需求，两者结合建设我省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中心的系统功能，

这样既能保证我省自身的功能需求，又能使数据在部、省两级间传输时保持相对一致性。 

（3）数据保证 

我省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中心平台的数据库设计、数据资源规划等应与交通部信

息资源平台相一致，方便数据库对接。 

4.3.6.4 平台数据传输 

（1）通讯方式 

通信方式选择、接口标准选择：可以采取多种通信方式，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个监

测点应提供主通信方式和备用通信方式，以确保通信的畅通。每种通信方式的协议都要

采用成熟的接口标准。 

我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建设时也需要考虑与交通运输部环境数据中

心数据上报时的数据传输方式，因为交通运输部已经给出了数据交换的方案，所以我省

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与交通运输部环境监测数据中心数据传输下需要按照

交通运输部环境数据中心的数据交换方案执行。 

（2）与交通厅信息系统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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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建设时，需考虑与省交通厅现有的信息系统进

行对接，主要是提供数据支持服务，针对现有的实际情况，我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

处理平台交通厅交通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传输时应采取的方法为： 

1 建设接口，我省现有信息系统对交通环境监测信息处理平台开发系统接口，通过

接口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传输。 

2 数据推送，交通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应可将数据推送至江苏省现有的交通

信息系统中，实现数据传输。 

4.4 基础软硬件设施需求 

4.4.1 计算机系统选型原则 

产品选型的原则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安全性 

信息安全设备（硬件/软件）须经过信息安全产品的主管部门的测评认证、鉴定和许

可。 

（2）实用性、成熟性、先进性 

遵循性能为主、兼顾价格以降低投资的原则，选择与本项目相适应的成熟的产品，

兼顾产品的实用性与先进性，保证产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不会在短期内被淘汰，代表

着主流技术。 

（3）通用性 

选择具有通用性的产品，在存在标准的情况下，严格遵循国际和国家标准协议以及

标准接口，保证产品的相互兼容，以实现不同网络的互联和数据交换。 

（4）可用性 

选择可用性强的产品，当合法用户对资源在需要时即可使用，不因系统故障或误操

作而使资源丢失，甚至在某些非正常条件下，也能够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5）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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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机械、电气及电磁辐射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能满足 7×24 小时无人值守工

作模式，设备需具有冗余、容错功能。 

（6）可扩充性 

随着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项目的发展，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可持续扩充，满

足将来的需要。并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可随时过渡、升级和扩充，使整个系统具有

较长生命力。 

（7）可开发性 

具有二次开发要求的产品，必具备二次开发能力，便于掌控相关设备及软件的关键

技术，以保证设备及软件的安全可控。 

（8）整体完整性 

本次建设的系统是由若干组件按照一定的形式有机结合而成，如果单独求证各组件

在各自领域的最优解，可能带来整合实施的困难，甚至会造成系统的割裂。因此，产品

选型必须综合考虑，从数据、技术、架构、接口及实施方法等多方面确保解决方案的整

体完整性。 

（9）跨平台特性 

该特性属于适应性的一种，在此特别强调出来，是因为在我们的分布式体系中显得

尤为重要。本项目可能会因为自身应用的复杂性、数据的规模、资金的限制以及维护能

力而选择不同的硬件及操作系统平台，这就要求信息平台的应用软件及基础软件方案必

须具有较广泛的跨平台能力，以适应复杂分布环境中各个分布点的资源。 

（10）性能价格比 

产品选型时应充分考虑性能价格比因素，在充分满足用户各方面需求，完美实现业

务功能的前提下，选用报价较低的产品。 

4.4.2 计算系统需求 

(a)总体需求 

依据”以应用为先导”的方针，计算系统的建设需依据应用系统架构和业务需求规模

的测算，要达到支撑和满足应用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和易于管理维护的目标。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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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需采用单机加冷备方式。服务器设备选型应根据系统处理能

力需求（TPC-C 估算）并按先进性做适当提升。 

(b)核心业务处理服务器需求 

（1）数据库服务器概述 

数据库服务器需能够支持数据库系统对业务数据进行集中处理、查询与管理工作，

以及资源目录服务的支持。 

（2）应用服务器设计 

应用服务器应满足业务系统的核心业务部分对业务无间断性、可靠性、高效性、对

集群的支持性和横向扩展能力要求，应选用性能稳定、高效的机架式服务器。 

1、应用服务器内存配置设计 

应用服务器内存配置应按照机架式服务器的优化原则进行配置。 

2、扩展性设计 

采用支持多 CPU 的结构、大容量内存、大 I/O 吞吐能力的多 I/O 通道的主机系统。

除此之外，在内存、CPU 速度、I/O 能力三方面都应具有优异扩充能力。 

采用具有节点扩充能力的 CLUSTER 企业集群结构；根据业务情况，在单节点性能

扩充到一定限度时，可扩充集群中的节点数量。 

4.4.3 存储系统需求 

服务器上应配置 RAID 磁盘阵列，以满足数据存储和访问的需求。 

4.4.4 系统软件环境需求 

应根据应用系统对系统软件环境的要求，参考各种服务器的数量和配置种类，确定

配备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系统软件技术指标要求及数量。 

4.4.5 网络环境需求 

(a)监测中心网络技术方案 

监测中心网络技术方案应包括网络总体结构设计、链路设计、局域网方案、QOS

设计、IP 地址规划、DNS 规划、设备选型及部署等内容。 

(b)网络拓扑结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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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业务网是一个纵向贯穿监测中心、前端在线监测点位的网络系统。其中核

心网络是监测中心网络，自动监测数据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传输。 

网络应根据项目工程总体应用需求和未来的业务模式，选用合适的网络拓扑结构，

例如下图所示。 

 

图 4-3 网络拓扑结构图 

(c)局域网需求 

（1）设计概述 

局域网应采用星型结构，采用专为需要千兆扩展、高度适用、多层交换的主从分布

而服务器集中的应用环境设计的网络设备构成高速、稳定的网络主干，其具有较高的数

据交换能力、VLAN 划分、第三层交换能力等性能，结合其 IOS 广阔服务功能，核心交

换机具备强大的网络管理性，用户机动性，安全性，高可靠性和对多媒体的支持，能满

足的内部网苛刻要求网络服务和网络视频图象等业务使用。为了保证系统的高度稳定，

在主干交换机中应分别配置冗余的主控模块，这样主干交换机可以实现引擎、路由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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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保证系统的正常高效、运行。并根据需要划分成多个不同的网段：信息平台网段、

管理网段、开发网段等。 

（2）VLAN 规划 

信息平台应支持虚拟局域网（VLAN），使网络结构变得灵活、方便、随心所欲，在

不考虑用户的物理位置的情况下，根据功能、应用等因素将用户逻辑上划分为一个个功

能相对独立的工作组，每个用户主机都连接在一个支持 VLAN 的交换机端口上并属于一

个 VLAN。同一个 VLAN 中的成员都共享数据，而不同 VLAN 之间数据则是相互隔离

的。 

（3）监测中心局域网网络设计需求 

由于部门内部网络较为简单，总体拓扑架构可只采用一层，以减少数据传输中不必

要环节。 

同时，为了便于不同部门间的数据隔离，应使用 VLAN 划分，不同部门分别采用

不同 VLAN ID。通过采用绑定 IP 地址、MAC 地址，以及 VLAN 划分，既充分保证不

同部门之间互联，又保证数据的独立性。 

监测中心局域网可按下图方案或更优方案设计： 

图 4-4 局域网网络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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