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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本认证规则规定了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实施规则的适用范围、认

证模式、认证环节、认证要求、认证标志使用及收费等内容。 

本认证规则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提出。 

本认证规则主要起草人：张坤、廖小卿、高晓晶。 

本认证规则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 2020 年 03月 12日批准。 

本认证规则自 2020 年 03月 16日起实施。 

本认证规则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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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认证规则规定了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的模式、环节、要求、认证

证书、标志及收费等内容。 

本认证规则适用于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统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环境空气颗粒物、

大气重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监测项目的运营服务认证。 

2.认证模式  

现场审查 + 认证后监督 

3.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主要环节包括：认证申请、型式审查、现场审查、认证结果评价、公示、批准、

认证后的监督。 

4.认证依据 

本认证规则参考引用了下列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认证规则。 

GB/T 27065-2015    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GB/T 38221-2019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技术要求 

T/CAEPI 2-2016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运营服务能力要求 

HJ 817-2018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

技术规范 

HJ 818-20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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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5.1 认证申请 

5.1.1 申请等级划分 

根据企业运营规模及服务质量，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级别，具体要求参见下

表： 

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分级及要求 

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条件 

1、企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

确。取得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统

运营服务二级证书的时间不少于

一年，或从事环境空气自动监控

系统运营服务时间不少于五年。 

2、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0万

元。 

1、企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从事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

统运营服务时间不少于两

年。 

2、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

500 万元。 

企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

人，产权关系明确。 

业绩 

1、近三年完成的环境空气自动监

控系统运营服务项目总额不少于

1000万元，其中至少有一个省级

及以上项目。 

2、正在运营的自动监控系统站点

不少于 80个。 

1、近三年完成的环境空气

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项

目总额不少于 500万元。 

2、正在运营的自动监控系

统站点不少于 20个。 

正在运营的环境空气自

动监控系统站点不少于

5 个。 

管理能力 

1、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认证，且连续运行时间不少于一

年。 

2、已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

统，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应用。 

3、应具有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

急和响应的能力，具有可操作的

应急响应预案，并在运营服务过

程中有效实施。 

1、已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并能有效实施。 

2、已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

理系统，并在实际工作中

有效应用。 

3、主要负责人从事环境监

测领域管理经历不少于 3

年，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环

境工程类或仪器仪表类本

科及以上学位或环境类中

1、已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并能有效实施。 

2、已建立完善的信息

化管理系统，并在实际

工作中有效应用。 

3、主要负责人从事环

境监测领域管理经历不

少于 3年，技术负责人

应具有环境工程类或仪

器仪表类本科及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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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负责人从事环境监测领域

管理经历不少于 5年，技术负责

人应具有环境工程类或仪器仪表

类硕士及以上学位或环境类中级

及以上职称、且从事环境监测类

技术工作的经历不少于 5年。 

级及以上职称、且从事环

境监测类技术工作的经历

不少于 3年。 

位或环境类中级及以上

职称、且从事环境监测

类技术工作的经历不少

于 3年。 

人员要求 

1、需要至少 20名经过相关培训，

具备相应岗位能力的运营人员。 

2、已建立完备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并能有效实施。 

1、需要至少 10名经过相关

培训，具备相应岗位能力的

运营人员。 

2、已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源

培训与考核制度，并能有

效实施。 

需要至少 5名经过相关

培训，具备相应岗位能

力的运营人员。 

信誉 无不良记录 无不良记录 无不良记录 

 

5.1.2 申请项目划分 

环境空气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划分以下运营因子：SO2、NO2、O3、CO、颗粒物、重

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申请单位根据运营情况可以单项或多项申请。 

5.1.3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文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运营服务蓝图及与之对应的质量保证体系文件（管理制度）目录，一级认证申

请需包含应急管理文件； 

（3）信息化管理建设情况说明及各功能使用情况； 

（4）自有实验室检测能力证明，包括与运营因子相匹配的检测/校准/比对所需的仪

器设备及标准物质清单、照片及计量检定证书； 

（5）管理人员、运营人员台账； 

（6）近三年完成的运营项目台账以及正在运营的项目台账；  

（7）每个运营因子提供（三套设备）的委托运营合同、用户意见/客户满意度调查表、

最近的第三方比对监测报告或内部质控（比对）记录； 

（8）能够证明申请单位运营服务能力的其他材料（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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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型式审查 

在实施现场审查前，认证机构对申请单位提供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查，确认符合本认

证规则的相关要求。 

5.3 现场审查 

5.3.1 审查范围 

现场审查的范围覆盖申请单位运营管理中心、运营服务现场所在区域的办事场所及

实验室、运营服务现场。 

现场审查的范围应涵盖所有申请运营服务类别。 

5.3.2 审查时间 

现场审查时间应根据所申请服务认证的等级、类别等确定，一般服务保证能力审查

时间为 2 至 3 人·日；每个运营现场审查点为 2 至 3 人·日。 

5.3.3 服务保证能力审查 

服务保证能力审查一般在申请单位运营管理中心，由认证机构派审查组对申请单位

的服务质量保证体系等内容进行审查。 

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申请单位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和执行情况，包括管理文件、

质控体系、运营服务作业指导书、内部审查制度、相关记录等； 

2）运营服务档案管理情况，包括：运营服务合同、运营现场记录、质控记录等； 

3）运营服务人员的人员管理情况，包括：人员的培训、人员能力评价、人员档案等； 

4）运营服务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情况； 

5）运营服务设备（工具）的购置、校验和管理情况； 

6）运营服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情况。 

5.3.4 服务质量审查 

服务质量审查一般在运营服务的现场开展，运营现场的选择一般由认证中心根据申

请材料提交的清单中随机选择 1~3 个现场进行现场考核。由认证机构派审查组对申请单

位的运营服务现场、运营服务现场所在区域的实验室、运营服务现场所在区域的办事场

所进行审查。 

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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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服务现场的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相关情况，包括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情况、

运营服务情况、相关文件及记录等； 

2）运营服务现场所在区域实验室的相关情况，包括实验室场地条件、实验设备及试

剂、室验人员能力等； 

3）运营服务现场所在区域办事场所的相关情况，包括运营设备的管理、当地运营人

员管理、当地运营车辆管理、相关文件记录等。 

5.4 认证结果评价、公示与批准 

5.4.1 认证结果评价、公示与批准 

由认证机构负责对型式审查、现场审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通过网上

公示后由认证机构对申请单位颁发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的有关规

定。 

5.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型式

审查、现场审查、认证结论评价、公示、批准与证书的制作时间。 

型式审查：从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符合要求的签订合

同，不符合要求的告知补齐材料或不受理。 

现场审查：收到认证费后下达现场审查通知，开展现场审查。 

认证结果评价：5 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结果评价，以审查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申请

单位递交了符合要求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公示：认证结果评价通过后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批准与证书制作：公示期结束后无质疑或质疑处理结束判定通过认证的批准颁发证

书，批准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5.5 认证后的监督 

5.5.1 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获证后监督活动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 

a）运营服务质量保证能力抽查； 

b）运营现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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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获证组织自我声明。 

在初次获证后第 13 个月开始到 24 个月之间进行 1~2 次监督检查，一般采取运营服

务质量保证能力抽查+自我声明的方式进行，具体依据每年制定的监督检查方案实施监督。

监督检查的重点是认证后企业是否持续符合环境服务认证的能力要求，以及上一次现场

审查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有效性的验证。 

5.5.2 增加监督频次的条件 

若获证单位出现运营能力下降或被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时，可增加监督频次。 

5.5.3 减少监督频次的条件 

获证服务经过两次及以上复审且未曾被投诉时，可减少监督频次。 

5.5.4 监督不符合项的整改 

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项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通常一般不符合为 1 个月，

严重不符合为 3 个月的整改期，认证机构将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对整改

措施无效以及超过整改最后期限的，相应获证证书进入证书暂停程序。 

5.5.5 监督结果的复核和决定 

监督检查结果的复核和决定按照认证机构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6.认证证书 

6.1 认证证书的保持 

6.1.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认证规则覆盖服务项目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般为三年。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证书

有效性的保持依据认证机构定期的监督结果获得。 

6.1.2 认证服务项目的变更 

6.1.2.1 变更的申请 

认证后的服务项目，如果涉及单位名称、登记地址或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时，应向

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6.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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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需再次开展

现场审查。 

6.2 认证证书覆盖项目的扩展 

6.2.1 扩展的申请 

认证证书持有单位需要增加同一自动监控系统服务认证种类内的服务项目时，应向

认证机构提出扩项申请。 

6.2.2 扩展的批准 

证书持有单位应先提供扩展服务项目的有关技术资料，由认证机构决定是否可以扩

展或需再次进行现场审查。 

6.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按照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获证单位不能保持运营服务质量或者被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单位责任时，暂停或

撤销认证证书。 

若获证单位由于认证标准或技术要求的变更，达不到变更后的认证标准或技术要求，

不再申请认证的，注销认证证书。 

若获证单位被省级以上行政部门通报有弄虚作假行为，证书立即撤销，且五年内不

得重新申请。 

7.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认证机构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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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7.2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认证规则覆盖的服务项目允许使用认证机构规定的变形认证标志。 

7.3 加施方式 

可以采用认证机构允许的加施方式。 

8.收费 

自愿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