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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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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技术基本要求、现场监测要求、数据中心设计要

求、配置要求、运维要求、监管与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物联网管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系统构建及运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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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0269.901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901部分：网关：通用技术要求 
GB/T 36478.2  物联网信息交换和共享第2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3662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32  物联网标识体系 总则 
GB/T 37044-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 
GB/T 37934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3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CJ/T 252  城镇排水水质水量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52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检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HJ/T 372  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461  环境信息网络管理维护规范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技术要求 
HJ 928  环保物联网 总体框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T/CAQI XXXXX—XXXX 

2 

3.1  

农村生活污水  rural sewage 
农村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及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产生的污水。 

[来源：GB/T 51347-2019，2.0.1，有修改] 

3.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rural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y 
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所有设备及构筑物，包括污水处理构筑物（设备）、配套管网和辅助设

施设备。 
[来源：GB/T 51347-2019，2.0.4] 

3.3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处理

并做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来源：GB/T 33745-2017，2.1.1] 

3.4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主要由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组成，存储并处理数据和图像资料，并提供计算运算能力。 

[来源：GB 50174-2017，2.1.1，有修改] 

3.5  

物联网管理平台  IoT management platform 
统一收集并管理各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础信息、运行维护管理人员信息及其提交的现场检测

单元采集的数据与图像资料等各种信息的远程集中监测管理平台。 

4 基本要求 

4.1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系统设计和开发应符合 HJ 928 的规定。 
4.2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应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评估诊断决定是否提

升改造纳入物联网管理平台；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4.3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体系框架见附录 A。 

5 站点分类与现场监测 

5.1 一般规定 

5.1.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点（以下简称“站点”），应包括污水处理设施与各类监测部署设备。 

5.1.2 站点分类应考虑污水处理规模及受纳水体类型，可根据管理区域的受纳水体类型、水环境容量

和相应管理需求适当调整。 

5.2 站点分类及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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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设计水量≥200 m3/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应符合 5.3 中Ⅰ类站点的规定。 
5.2.2 20 m3/d≤设计水量＜200 m3/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理系统应符合 5.3 中Ⅱ类站点的规定。 
5.2.3 设计水量＜20 m3/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应符合 5.3 中Ⅲ类站点的规定。 

5.3 监测指标及部署设备 

5.3.1 各类站点的监测指标及部署设备见表 1。 

表1 站点监测指标及部署设备 

监测指标 部署设备 Ⅰ类站点 Ⅱ类站点 Ⅲ类站点 

流量 水流量计/智能水表 √ √ — 

水质 a 水质监测仪 自动采样 自动/人工采样 人工采样 

数据采集与传输 
数据采集传输仪 √ √ — 

物联网网关 √ √ — 

设施/设备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器 √ √ — 

设备保护器 √ √ √ 

网络高清摄像头 √ — — 

红外高清图像传感器 √ √ — 

设备箱安防 门磁、红外高清图像传感器 √ √ √ 

考勤 智能电子工牌 / 终端定位考勤 √ √ √ 

信息展示 信息显示屏 √ √ — 

注：“√”表示应部署，“—”表示可选。 
a   水质监测指标选取应符合当地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规定。水质人工采样应符合 HJ 494 的规定，自动采样应符

合 HJ/T 372 的规定。 

5.3.2 各类站点部署设备的技术要求见表 2。 

表2 站点部署设备的技术要求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流量计 污水监测（采样点位设置、样品保存、数据处理等）应符合 HJ 91.1 的规定。 

应在Ⅰ类站点进水口和出水口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监测项目应包括流量、化学需氧量

（COD）、pH 值、悬浮物（SS）、氨氮（NH3-N）或总氮（TN）、总磷（TP）。宜在有

条件的Ⅱ类站点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不要求Ⅲ类站点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水质水量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 CJ/T 252 的规定。 

在线监测仪的安装、验收、运行与考核等应符合 HJ 353、HJ 354、HJ 355 的规定。 

水位计 

水质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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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数据采集传输仪 
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选型使用应符合 HJ 477 的规定。 

在线监控仪器仪表和数据采集传输仪之间的数据传输格式应符合 HJ 212 的规定。 

物联网网关 应在配电箱内安装；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30269.901 的规定。 

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器 

应在各动力设备（曝气机、提升泵、集气风机等）供电线路上安装。 

应监测污水处理设施是否异常，动力设备的开启/关闭、运行状态、电路状况及其他状

态。 

设备保护器 
应在用电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安装；应有规范的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防盗和防止人

为破坏的设施。 

网络高清摄像头 
应在设施高点部署；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性能设计和安全性应符合 GB 50395 的规定。 

红外高清图像传感器 

门磁传感器 应在配电箱内安装；门磁有效监测距离应小于 10 mm。 

信息显示屏 
应在站点区域内设置；显示内容应包含站点名称及编码、污水处理工艺、进水水质、

出水水质、运行状况、执行标准、管理部门、运维负责人等信息。 

6 数据中心设计要求 

6.1 数据内容及功能 

6.1.1 站点管理 

6.1.1.1 站点信息包含但不限于： 

——站点基本信息：站点编号、站点名称、站点类型、站点描述、地理位置、站点巡查员、站点

联系方式等； 
——站点扩展信息：前期施工照片、介绍图片、站点图片、服务用户及人口数、管网数据库、工

艺流程图、处理规模数据、工程类型、工程数据及文件等处理设施信息等； 
——站点监测指标及部署设备。 

6.1.1.2 站点管理功能应包含： 

——对站点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及查询； 

——站点详情展示，展示内容包含但不限于站点的监测信息、告警信息、运维信息（站点的考勤

记录和站点的工单记录）。 

6.1.2 设备管理 

6.1.2.1 设备信息包含但不限于： 

——设备基本信息：设备序列号、设备名称、设备型号、功率、设备生产厂家及联系电话、安装

日期、安装位置、所在区域、设备功能简述； 

——连锁信息：阀门、仪表、设备之间的连锁信息。 

6.1.2.2 设备管理功能应包含： 

——对设备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及查询； 

——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配置和重启（视设备类型而定）； 

——对重要污水处理设备的配置和控制（视设备类型而定）。 

6.1.3 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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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人员信息包含但不限于姓名、巡维卡号、性别、手机号码、电子邮箱、所属角色、所属区域。 

6.1.3.2 人员管理功能应包含对人员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及查询。 

6.1.4 区域管理 

6.1.4.1 区域信息包含但不限于区域代码、区域名称和区域描述。 

6.1.4.2 区域管理功能应包含对区域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 

6.1.4.3 应根据不同用户类型对各市、县及下辖各区域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 

6.2 监控 

监控功能应包含： 

——地图总览，使用并嵌入地图展现各类站点的地理分布，点击地图上的站点可以进入站点信息

页面； 

——设备监测，远程实时查看设备状态； 

——视频监控，通过站点安装的摄像头对站点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并提供图像抓拍、录像回放功

能。 

6.3 统计报表 

6.3.1 应统计水流量、水质监测数据、耗电量（电表读数）、动力设备运行情况、药剂使用情况、污

泥处置情况、巡检评分情况及其他必要事项，及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形成相应报表并存储备份。 
6.3.2 水流量报表类型包含但不限于： 

——单站点水流量查询表，以站点为单位，分别统计流量和流速的时均值、日均值、月均值、年

均值； 
——各级水流量报表，分别以村、镇、县、市为单位，按照日、月、年统计和显示各村、镇、县、

市的水流量信息； 
——水流量智能分析报表，分别以时、日、月、年为单位显示多个站点的水流量统计和对比信息；  
——水平衡报表，宜体现进水量与排水量是否平衡。 

6.3.3 动力设备报表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风机开启情况、水泵开启情况。应显示风机、水泵等各动力设

备的设备地址、所属站点名、寄存器地址，同时可查看每个动力设备的开始时间、关闭时间、工作时长

等历史详情。 
6.3.4 药剂使用情况，视使用频次和使用量选择合适的统计周期。 
6.3.5 污泥处置报表包含污泥累计产生量（半年或一年）和污泥去向情况。 
6.3.6 巡检评分汇总表以县、镇为单位，显示和统计某个时段内巡检平均得分。 
6.3.7 各类报表包含但不限于单站点查询表，村级、镇级、县级、市级累计报表。 

6.4 数据处理与管理要求 

6.4.1 数据应保证其完整性、可用性，数据的编码、采集与识别及数据传输安全应符合 GB/T 37025
的规定。 
6.4.2 数据结构描述与数据交换报文要求应符合 HJ/T 352 的规定。 
6.4.3 数据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应符合 GB/T 36478.2 的规定。 
6.4.4 数据传输的过程及参数命令、交互命令、数据命令和控制命令的格式应符合 HJ 212 的规定。 
6.4.5 应对数据进行有效性判别、可信度分析及偏离修正，建立数据评价模型。 
6.4.6 应对数据进行及时的分析处理，在形成报表的基础上实现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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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应强化数据质量管理，建立系统数据控制体系和更新机制，实行数据逐级审核，保证数据及时、

准确、规范。 
6.4.8 数据应由管理部门和运营方协调管理，原则上运营方应定期上报环境管理部门污水处理设施运

营情况及水质情况数据。 

7 配置要求 

7.1 配置内容及功能 

7.1.1 用户管理 

7.1.1.1 用户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所属部门、工号、登录帐号、登录密码、用户状态、姓名、性别、家

庭住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登录方式（管理平台或手机端）。 
7.1.1.2 用户类型如下： 

——政府监管部门用户：省、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派出机构及事业单位； 
——企业用户：第三方水质检测单位和管理运行维护单位； 
——公众用户：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相关的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及人民群众。 

7.1.1.3 用户管理功能应包含对用户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和查询，应实现对用户信息的管理和维

护，用户界面内容及功能参见附录 B。 

7.1.2 角色与权限管理 

7.1.2.1 角色信息包含但不限于角色编号、角色名称、角色描述、角色状态、角色权限。 
7.1.2.2 角色管理功能应包含添加、修改、删除角色及分配权限，一个用户可以具有多个角色，一个

角色可包含多个用户。 
7.1.2.3 应根据业务需要对用户（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及运维单位、公众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与权

限（操作权限、访问权限）。 

7.1.3 部门管理 

7.1.3.1 部门信息包含但不限于部门代码、部门名称、部门描述、部门状态、创建时间、创建者、修

改时间、修改者。 
7.1.3.2 部门管理功能应包含添加、修改和删除部门，应实现对部门信息的管理和维护。 

7.1.4 日志系统 

应对用户相关的操作进行记录形成日志，保证用户操作的追溯能力。 

7.1.5 其他配置管理 

可增加接口配置、字典配置、扩展配置等其他配置内容以满足系统管理需求。 

7.2 配置安全要求 

7.2.1 物联网基本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 GB/T 37044-2018 条 5.4 的规定。 
7.2.2 物联网标识体系应具有兼容性、开放性和安全性，应符合 GB/T 37032 的规定。 
7.2.3 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维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36626 的规定。 

7.2.4 网络设备及网络安全访问控制应符合 GB/T 37934 的规定。 

7.2.5 应具有对用户访问和操作进行权限隔离和控制的功能配置，确保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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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维要求 

8.1 考勤 

8.1.1 应基于站点类型设置考勤规则，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考勤周期、考勤次数、有效时长（分钟）。 

8.1.2 考勤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所属区域、站点、巡维人员、开始时间、离开时间、停留时长、考勤

状态。 

8.1.3 考勤功能应包含添加、修改、删除考勤规则，可展示、查询和统计考勤信息。 

8.2 故障告警 

8.2.1 告警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告警分类、所属区域、站点名称、告警级别、告警内容、告警数、告

警时间、告警状态（未处理、无效告警、已处理）。 

8.2.2 告警分类应包含但不限于： 

——水流量超出或低于阈值； 
——水质参数超出或低于阈值； 
——动力设备超出 24 h（为推荐值，可根据地区差异、季节差异调整）未开； 
——动力设备电流电压情况异常； 
——配电箱非法开启； 
——监控门禁非法侵入告警； 
——数据传输异常告警； 
——考勤次数不达标或无效考勤； 
——工单处理超时限； 
——其他预留告警情况。 

8.2.3 告警功能应包含但不限于对告警信息的显示和处理，应建立故障告警界面，实现实时告警、告

警信息上报、自动创建并派发工单。 

8.2.4 故障告警信息应同步到智能设备终端和管理平台。 

8.3 告警处理与故障分析 

8.3.1 应在处理告警时创建工单，工单可由系统自动创建派发或者由运维人员手动创建。工单信息应

包含所属站点、相关设备、问题描述、截止日期。派单后，巡维人员可通过智能移动设备终端接受工单

并处理。处理工单时应填写处理结果、上传相关附件。工单处理后，需管理人员审核，审核不通过时应

重新派单。 

8.3.2 应对设备发生的故障按照时间、区域、设备类别、故障性质进行统计分析与推断，可创建故障

检测模型。 

8.3.3 应对告警信息与处理进行统计与关联分析，逐步建立故障处理模型。 

8.3.4 对于系统非正常停机、网络中断、机房停电、非法入侵、病毒大规模爆发等突发事件，应建立

应急预案。 

8.3.5 故障检测模型、故障处理模型、应急预案及相关事件响应机制应逐步纳入建立专家库解决方案。 

8.4 日常维护 

8.4.1 应按年度、季度、月度制定并执行巡维计划，巡维计划信息包含但不限于计划名称、巡查站点、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计划描述，应实现巡维计划的添加、修改、删除及下发功能，并对巡维计划进行

反馈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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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应结合巡维人员的录入信息，定期对站点的整体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8.4.3 对污水处理设施日常维护应符合 GB/T 51347 的规定。巡维人员应及时录入并上报巡维信息，巡

维信息表参见附录 C。 

8.4.4 应对监控设备和在线感知设备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及校准。 

8.4.5 应对网络设备硬件及软件系统定期检查、更新，保证良好的操作性。 

8.4.6 办公计算机、监控计算机、运维人员使用的智能移动设备终端安装软件应经过认证，并对安装

的软件进行记录。 

8.4.7 应按 HJ 461 的要求对网络、设备、机房等维护管理。 

9 监管与评估 

9.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应满足当地相关考核管理办法。 
9.2 应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台账，实时记录各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情况。 
9.3 农村污水处理物联网设施的运行或监管单位应对现有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进行季度评

估，包括主要管理效果、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9.4 应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表设计参见附录 D。 
9.5 应结合实际健全管理体系，编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物联网管理手册》，建立岗位责任、

操作规程、运行巡检、安全保障、设备维护、人员考核培训、信息记录和档案管理、运行考核等规章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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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管理体系框架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体系框架见图A.1。 

 

图A.1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理体系框架 



T/CAQI XXXXX—XXXX 

10 

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用户界面内容及功能 

用户界面内容及功能见表B.1。 

表B.1 用户界面内容及功能 

界面名称 界面内容 功能要求 

系统登录界面 用户名、密码 网页版、PC端、移动设备APP均可实现登

录和数据同步； 

各类终端包含的功能可有差异性，但应满

足不同类型用户需求。 

地图总览界面 不同区域地图、所有站点设施信息、站点运行状态、管

理人员信息 

在界面查询对应不同区域信息详情。 

数据和图像监测界

面 

设备运行数据：水量、耗电量等数据 

水质监测指标及监控内容（视频信息、图像信息） 

在相应站点可查询实时数据； 

在相应站点可查询设备设施及周边图像。 

数据统计界面 各种数据依照要求生成日统计报表、周统计报表、月度

报表及年度报表 

考勤考核、工单处理等运行维护信息  

选择特定某个或某些指标参数的历史统

计信息。 

数据分析界面 特定水质指标的趋势分析 

系统正常运行参数现状和系统告警参数状况 

趋势分析、运维分析、专家库解决方案 

查询分析特定时间区段内特定指标参数

的浮动情况； 

分析当前数据和并给与初步意见。 

查询界面 查询内容 根据查询条件进行特定查询。 

告警信息界面 告警信息、阈值外数据 查询、汇总分析特定时间内故障告警及处

理情况； 

通过阈值外数据分析了解系统故障。 

预警界面 异常数据、异常情况、预警信息 异常参数的甄别与预警。 

维护界面 设备、软件等发生故障描述及维护方法 上传照片，描述设备/软件的故障和解决办

法； 

归类同一设备/软件发生的故障次数，形成

完整维护记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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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巡维信息表 

巡维信息表见表C.1，建议作为月度巡维的参考表格生成电子表单，巡维频次不同时可调整。 

表C.1 巡维信息表 

类别 巡查内容 现场情况 

工程主体运行维护  工程有无渗漏 □正常  □有 

有无积水 □正常  □堵    □地势低 

进水流量          □正常  □偏小  □偏大 

出水流量 □正常  □偏小  □偏大 

进水水质感官 □正常  □过清  □过浊 

出水水质感官 □正常  □过浊  □浑浊 

泵、风机等动力设备运行 □正常  □不正常 

仪表设备 □完好  □修复  □受损 

螺栓/螺丝 □紧固  □修复  □松懈 

阀门 □完好  □修复  □受损 

气味情况 □正常  □略有臭味  □臭味严重 

标识牌设置 □正常  □模糊  □无 

排污口清洗 □正常  □一般  □差 

周边环境状况  □正常  □一般  □差 

管网、窨井运行维护  现应纳管而未纳管    ____户 

管网破损 主干管___处、支管___处 

管网堵塞  ____处 

节点窨井无进出水  ____处 

管网裸露 ____处 

窨井编号模糊 ____处 

窨井盖破损 ____处 

窨井有雨水进入 ____处 

窨井未清掏 ____处 

其他事项 人工湿地植物长势（若有） □正常  □一般  □差  □无 

突发情况  

…… …… 

总评价  

巡查人员  巡查时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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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绩效考核表 

绩效考核表见表D.1。 

表D.1 绩效考核表 

考核项 考核内容 分值 备注 

管理制度（  分） 

是否编制合理运维管理制度   

是否责任到人   

台账是否完整   

人员考核（  分） 

出勤率   

巡维信息完整程度   

工单的完成率   

工单是否延期（延期时间）   

数据监测（  分） 监测数据完整率   

设备运行（  分） 

设备运行率   

设备完好率   

设备故障率   

故障处理（  分） 

故障发生的次数   

故障平均响应时长   

故障平均处理时长   

是否存在超期未处理的情况   

水质（  分） 

污水处理和综合利用率   

水质达标率   

污泥处理率   

能耗（  分） 

是否编制节能规划   

节能措施的落实情况   

吨水能耗   

吨水能耗同比   

吨水能耗环比   

社会效益（  分） 

设施周边环境整洁度   

水环境改善评估   

公众满意度   

投诉次数   

受益户数   

总分：                        

注：考核项总分为100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