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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为对引起臭氧数值升高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管控，达到降低臭氧

污染浓度和进一步提高空气环境质量的目的，同时，为市民创造良好

的环境条件。立足“先进、可靠、开放、安全、可扩展、经济”的指

导思想，经主管部门批准，落实 700万元资金对威海市空气环境臭氧

污染监测咨询技术服务及对策措施研究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1.采购内容、数量及预算安排详见附件； 

2.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环境治理； 

3.需满足的标准：国家相关标准； 

4.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详见附件； 

5.需满足的采购政策要求： 

（1）节能、环保产品优惠政策： 

所报产品属于《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规定的政府优先采购

范围的（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

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在打分

时由评委根据各投标人所报节能、环保产品的报价在其投标总价

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给予报价和技术方面评标总分值×（节能、

环保产品报价/总报价）×5％的加分。所报产品属于《关于调整

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

〔2019〕9 号）规定的政府强制采购范围的（投标文件中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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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不给予优惠政策的价格加分。 

（2）小微企业：按照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及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

产品（服务）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3）监狱企业: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

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

政策。监狱企业在价格评审中给予相应产品（服务）最终报价 8%

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服务）

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需符合《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条件。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再给予价格扣除。 

6.项目交付或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服务期限：一年； 

（2）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7.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 

详见附件。 

8.售后服务及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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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服务期满后向甲方发出项目验收建议，甲方应在 7个工

作日内启动验收。验收严格按照鲁财采〔2018〕70 号《山东省政

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9.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详见附件。 

三、论证意见 

论证专家：于国敏、张大勇、张淑宁。论证意见见附件。 

四、公示时间 

自 2020年 4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止。 

五、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

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

建议，并请于 2020 年 4 月 27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

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 5个工

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

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

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

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

诉。 

六、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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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战振远         电话：0631-5201775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光明路 92号 

2.采购代理机构：山东省鲁成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敏华        电话（传真）：0631－5273175 

地址：威海市昆明路 81号（金猴购物广场）五楼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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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采购项目说明 
一、项目名称：威海市空气环境臭氧污染监测咨询技术服务及对

策措施研究项目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背景 

威海是山东省地级市，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

黄海，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西与山东烟台接

壤。东西最大横距 13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1公里，海岸线长 985.9

公里。面积 5797.7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2606.65平方公里，辖

环翠区、文登区、荣成市、乳山市，以及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3个行政功能区，共 

48个镇、23个街道，2453个村、430个社区。 

对比 2018 年，威海市 2019 年空气环境质量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市城镇化率不断增长、工业企业产值不断增加导致的居民生活源、工

业污染源排放增大；整个城市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且大部分集中在

市区，早晚高峰时间段车辆怠速及频繁启动加剧了污染物对监测站点

的影响；本地施工工地增多，如威海市环山路等空气站临近施工工地

所致的扬尘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大量作业所致的尾气排放增加，造

成 NOx、VOCs、颗粒物等污染物浓度的上升；修路铺设沥青使用所致

的 VOCs 增加；同时威海属于沿海区域，紫外线强烈导致光化学反应

剧烈，也是 O3浓度增大的客观因素。另外山东省内高速和高铁迎来新

的建设阶段，钢铁产能向青岛、日照等沿海城市转移，跨界传输影响

增大，也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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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依据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山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 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

划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山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行业治理指导意见》 

《威海市 2019年秋季部分行业企业错峰生产工作方案》 

《开展全市镇街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工作》 

（三）项目目标 

项目拟以提供改善威海市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的措施

为基础，利用现有的监测和数据分析技术，找出臭氧重点污染区域内

包括但不限于散煤燃烧、餐饮油烟、企业废气排放、机动车尾气、过

往运输车废气排放、飞行器、石油化工、包装印刷、生物质燃烧、油

品及溶剂储运、建筑装修、家具制造等污染源，运用监测设备对排查

的疑似污染点进行监测取证。主要针对影响威海市目前环境空气质量

的因素，对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测，确定监测指标以臭氧为主，辅以 NOx、

TVOC、PM2.5等相关指标。 

项目拟利用各种手段的监测技术，对威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环境空

气质量进行大尺度的臭氧浓度分布监测，通过对臭氧监测数据的分析

与可视化，综合评估大气污染物跨区域传输对威海市市区内环境空气

质量的影响情况。通过对市区周边重点污染区域和疑似污染来源附近

污染物浓度变化规律的分析，结合威海市区内风场的变化情况和区域

监测测得的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得出本地主要污染来源和污染物扩

散情况,提前形成操作性、针对性、有效性强的对策措施，并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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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结果和对策措施建议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威海市生态环境

局，由威海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引起臭氧数值升高的主要因素进行综

合管控，达到降低臭氧污染浓度的目的。 

（四）服务形式 

本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威海市生态环境局提供臭氧污染

监测咨询技术服务 

（五）服务内容 

数据分析服务根据监测设备所获得的威海市臭氧环境空气质量数

据提供分析日报，在威海市召开环境空气质量会议，提供周报、月报

等数据，内容包括以下服务数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大尺度监测技

术服务 

开展生态环境问题大尺度动态监测，获得臭氧污染空间分布情

况，直观描述大空间范围污染物质分布与区域传输特征，并结

合立体观测数据评估外来污染贡献。提供日报 

2 

区域监测技术

服务 

区域监测信息应实时将扫描信息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市生态环

境局 

3 提交常规区域监测分析报告 

4 提交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区域监测分析报告+现场排查报告 

5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大气立体网格化数据监控污染防治报告 

6 

移动监测技术

服务 

大气现场监测服务,并实时将移动监测信息提供给市生态环境

局 

7 大气污染来源巡查服务+污染源现场排查报告 

8 对城区的大气污染情况进行例行、全面监测 

9 对重点污染源的大气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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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分析服务 

污染源空间扩散解析、减排效果评估、污染物贡献率分析、重

污染及超标天气轨迹及预测分析,提供咨询报告、日报、周报及

阶段性总结报告 

11 
结合网格化监控数据、以及区污染防治效果,提交区大气污染治

理达标报告 

1.大尺度监测技术服务 

融合国内外先进卫星的高光谱观测数据，实现威海及周边地区臭

氧的逐日监测，定量反映大区域尺度臭氧分布格局与区域传输影响，

为解析臭氧污染来源和区域综合防控提供支持。具体能力指标如下： 

臭氧监测 

监测内容：对流层臭氧近地面浓度； 

监测频次：无云遮挡条件下每小时观测 1次； 

监测精度：对流层臭氧柱浓度平均优于 70%； 

服务方式：监测专题图（JPG）、结果数据文件（GeoTiff）每日

FTP推送；每月提供监测分析报告（WORD） 

PM2.5 及 PM10监测 

监测内容：近地面 PM2.5及 PM10质量浓度，空间分辨率优于 1km；。 

监测频次：无云遮挡条件下每日观测 1次； 

监测精度：平均精度优于 80%； 

服务方式：每日提供一次监测分析报告，并提供相关数据产品文

件。 

2.区域监测技术服务 

2.1连续监测技术服务 

获得威海市相对精准的气溶胶浓度数据和向散射数据，运用创新

性的结构测试运算法，可进行水平、垂直扫描，实时获得三维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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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信息。连续监测大气气溶胶的分布，分析气溶胶的组成结构和时

空演变，获得输送监测、近地面颗粒物爆发监测、局地污染向扩散等

信息。 

2.2重点源监测技术服务 

针对威海市大气环境问题，微型站在省控点周边重点污染区域、

重点污染源附近布设，实时监测潜在污染源的排放过程，分析其排放

规律，开展 PM10，PM2.5，SO2，NO2，TVOC，CO和 O3等空气质量污染物 7

×24小时在线实时监控，集成气象五参数传感器，建成覆盖重点污染

区域和重点污染源的空气质量感知网络。 

3.移动监测技术服务 

3.1成分连续移动监测 

采用以飞行时间质谱为原理的走航监测车，对全市重点道路和工

业园区进行走航监测，发现 VOCs 污染高值点，追溯排放源头。本项

服务具备如下特点： 

1) 监测能力：理论上可同时监测 300多种 VOCs气体，自建图谱库

已经通过验证物质有 112种； 

2) 高时间分辨率：可以做到每 1秒钟对空气中 300多种 VOCs气体

同时监测达 100次，真正实时监测； 

3) 高空间分辨率：可以做到每 5厘米水平空间距离 VOCs空间分辨

率； 

4) 续航时间长：系统节能环保，单次满电量情况下续航时间达 10h

以上； 

3.2高空瞭望视频服务 

利用高空云台一体机、激光球型摄像机、IP 枪式摄像机等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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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建立环境与污染源的智能感知监控网络，实现对环境与污染源的

全天候 24 小时、全方位的实时监管，并设专人负责，发现问题立即

截屏保存现场情况，再通过攻坚小组进行调度处理，最后采用书面形

式进行备份。高空瞭望视频服务设备参数需满足要求如下： 

a) 被动式红外热成像，满足隐蔽监控需求 

b) 前端高温告警与后台联动，实现火情自动预警功能 

c) 可见光摄像机采用（1/1.8”）高灵敏度传感器，满足超星光级监

控需求 

d) 可见光摄像机采用 775mm镜头，支持自动聚焦 

e) 120dB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f) 自适应透雾，根据雾霾严重程度，自适应调节透雾等级；支持光

学透雾 

g) 支持 H.265、SVC可伸缩视频编码算法，压缩效率更高，应用灵活 

h) 支持 1080P/60fps，运动图像更流畅 

i) 支持 AC24V 、DC24V 电源输出，支持宽压保护，容忍电压波动±

10% 

j) 内置智能温控、智能除雾，满足全天候应用 

k) 带精确定位的光学传感器，定位精度±0.01度 

l) 视窗采用增透、防水憎尘镀膜，有效提升监控效果 

m) 支持预置位巡航、轨迹巡航等巡航模式，实现实时监控 

n) 集成防雷、防浪涌设计 

o) 高品质密封结构，IP66防护等级 

4.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应急管控服务 

当发生重污染及超标天气时，根据市污染分布情况提供重污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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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天气应急管控服务，协助生态环境局开展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应急

响应工作，分析污染来源，判断主要污染来源区域，为重污染及超标

天气下的强化排污管控，减少排污总量，削减污染峰值，降低污染频

次提供技术支撑。应针对重污染及超标天气指定全面、详细、科学合

理可实施的应急响应具体方案，服务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应急响应基础工作 

2)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专题数据挖掘 

3)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污染来源研判分析 

4)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防控措施效果评估 

5) 重污染及超标天气应急工作总结 

5.成分实验室分析 

环境空气主要成分分析以手工取样为主，重点针对臭氧污染物相

关的 VOCs和 NOx，完成本地区的时间演变规律分析，如平均日变化规

律、周边化规律、逐月变化规律、及年变化规律、揭示本地区空气质

量水平与大气臭氧污染状况。 

分析方法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取样原则 

取样分析以手工取样为主，主要采样点分布于重点工业和其他污

染源点源或线、面源与国控监测点位主要传输途径上，以探究污染传

输路径、传输削减情况和污染变化趋势研究。以真空苏码罐采样为主

要气体采集方式，采样时间根据实地预估浓度进行设计（根据监测物

质种类可选取瞬时、3小时或 12小时等）。 

2) 点位选取原则 

开展手工监测的点位，一般选择在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位上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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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基于近年臭氧监测浓度水平数据，应包含城市主城区内臭氧

高浓度点，点位保持相对固定；当臭氧高浓度点发生变化的时候，应

考虑增加监测点位。对于臭氧污染问题突出且具备监测条件的城市或

区域，点位布设包括城市上风向或对照点位、臭氧前体有机物高浓度

点位、臭氧高浓度点位及城市下风向点位。当全部空气监测站点位和

对照点位不能满足采样和分析条件时，应选择能代表城市臭氧浓度平

均水平的部分点位和对照点位作为监测点位。气体采样需满足以下指

标： 

（1）距采样装置范围 15 m 内不应有局地污染排放源，如烟囱、

车辆停放点等。 

（2）采样装置距建筑物如房屋、墙壁等的距离至少应该是其突出

高度部分的 2倍。 

（3）采样进气口应能自由收集到水平方向 270°范围内的气流。 

（4）采样装置与树木植被的距离应大于 15 m。 

（5）采样进气口距地面的高度应距被测点下垫面 10 m 以上。 

3) 监测时间与频次 

臭氧浓度较高的 5～10 月（各地可根据历年臭氧浓度监测数据做

适当调整，或根据管理部门要求执行），每 6d采集一个 24h样品（即

采样当天 0﹕00-24﹕00），并根据预报选择 1～2个典型污染过程开展

每日 8个 3h样品（即采样日的 0﹕00-3﹕00、3﹕00-6﹕00、6﹕00-9

﹕00、9﹕00-12﹕00、12﹕00-15﹕00、15﹕00-18﹕00、18﹕00-21

﹕00、21﹕00-24﹕00 共计 8 个时段的样品）连续监测（或根据管理

部门要求执行）。对于臭氧污染问题突出且具备监测条件的城市或区

域，可根据需要增加监测频次。取样的点位在进行选取前，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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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主要工业、生活或其他源的分布，根据其分布特点进行点、线

和面源的确认，针对重点点源、线源和面源进行上下风向和源头处（或

附近）的气体采集，一般选择于无明显遮挡的线性风向上，便于了解

各污染源的排放和传输情况。 

4)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为反应活性较强或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组分：包括烷烃、

烯烃、炔烃、芳香烃、含氧挥发性有机物、卤代烃等与非甲烷总烃。

根据实际需求应至少监测 70种物质，含 57种原 PAMS物质和 13种醛、

酮类物质，必要时可添加 TO15组分中 VOCs组分与非甲烷总烃的监测。

（116种加总量） 

6.数据分析服务 

针对威海市环境质量考核情况，提供环境质量监测指标数据评估、

综合分析报告和环境质量管控建议。 

6.1综合指数分析 

通过对年度及月度各因子的综合指数的计算，分析出各因子的指

数占比情况及贡献率对比情况，可加强对空气质量情况的评价以及数

据排名应用。 

6.2污染时序分析 

通过在笛卡尔系坐标上绘制查询维度内的小时空气质量等级，可

以快速了解空气污染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情况。 

6.3日常达标研判 

为细化污染管控工作，可对每日的控制指标进行研判，分析当日

空气质量达标情况，以及对所需的管控因子及达标差距情况提供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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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达标压力研判 

结合数据同比分析结果，对年度任务浓度指标、国家二级标准指

标、同比下降范围指标提供数据研判分析，使用户快速了解城市考核

指标完成情况，以及剩余浓度的控制余量。 

6.5气象研判分析 

可调取查询时间段内不同空间层次的天气分析云图及气温、风场、

能见度、日照强弱的 GIS分布图，用于辅助分析空气质量的变化成因

及趋势。 

6.6优良天数达标分析 

统计时间段内空气质量等级分布，首要污染物占比分布、六因子

贡献率分布等关键信息的分析，可快速了解当前城市空气质量情况。 

6.7污染扩散分析 

将风向玫瑰图和污染因子的浓度信息关联起来，并采用空间差值

计算，绘制时间段内的污染玫瑰图，用于分析指定时间段内某因子在

各个方向上的扩散趋势。 

6.8区域关联分析 

将本项目监测设备所获取的数据与国、省、市控点监测设备所获

取的数据进行以关联分析方式，组成监测区域，通过对区域内的数据

对比分析，查找与国、省、市控点数据变化趋势相近的网格点位，明

确污染来源方向。 

6.9浓度变化趋势分析 

绘制重污染过程中相关污染物的浓度变化趋势及相关比值

（PM2.5/PM10、S02/N02、03/N02）的变化图，可以初步分析区域内

的颗粒物污染是粗颗粒物还是细颗粒物造成，从而定位污染来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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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6.10数据相关性分析 

通过多站单因子以及单站多因子的线性拟合及非线性拟合的选

择，计算其相关性，用于分析空气质量指数的影响因素。 

6.11平行坐标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在平行坐标上直观展示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变

化趋势，并针对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分级，达到对环境空气质量分析

的要求。 

6.12区域污染评估 

根据各监测点的数据，利用差值算法对整个区域进行区域污染的

颜色渲染，可采用动态播放的方式演示区域污染变化过程，从而对污

染的过程进行评估。 

6.13污染源影响评估 

根据污染源排口的数据，利用 AERSCREEN、AERMOD、CALPUFF等扩

散模型，评估污染源对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影响。 

6.14后向轨迹分析 

利用后向轨迹模式(HYSPLIT)计算重污染及超标天气时段，典型污

染天气期间到达目标区域的气团后向轨迹，对气团后向轨迹进行聚类

分析，并对轨迹路径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典型污染天气的气团影

响。研究区域外部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方向，内部来源的主要集中区

域网格。 

6.15PSCF分析 

PSCF 值越大表示经过此网格的气团对接受点空气质量影响概率越

大。通过 PSCF分析，得到威海市 WPSCF值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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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CWT分析 

用 CWT 分析法，结合 W(nij)计算每个网格中轨迹的污染权重指数

来反映不同轨迹的污染程度,得出高浓度贡献的潜在源区。 

6.17环境颗粒物和 VOCs污染来源解析 

通过建立源与环境空气质量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定量解析 PM10

和 PM2.5中城市扬尘、土壤风沙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机动车尾

气、硫酸盐、硝酸盐、生物质尘、钢铁尘、二次有机碳（SOC）来源，

从而理清各地区 PM10 和 PM2.5 主要来源，旨在持续有效的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为颗粒物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6.18环境污染来源特征分析 

对不同污染来源进行污染来源特征进行分析，明确重点管控方向。 

(六）空气质量改善要求 

  中标人服务期内，2020年威海市臭氧、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3095-2012）二级标准（如标准更新按照当年

最新标准执行）且同比 2019 年改善；2021 年 1-5 月份威海市臭氧、

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同比 2020年改善。 

（七）资源要求 

本项目专业技术服务人员要求不少于 30人，驻守人员不少于 3人、

车辆不少于 1辆来实施本项目。需派驻现场专家和项目经理，统筹项

目现场实施工作。针对重点、典型污染源企业，现场工作团队进场进

行产能与排污资料收集、现场监测与调研等摸排工作。 

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需求聘请相关大气/环境专家对本地环境状

况进行实地考察，就当地的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污染源管控、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专家答疑、评价、指导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