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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负（氧）离子观测与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负（氧）离子观测站选址与站号编码、仪器设备安装调试、仪器校准与设备维护、

数据采集传输、数据质量控制、浓度指标计算和等级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空气负（氧）离子定位连续观测与数据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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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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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35226-201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 

LY/T 2586-201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LY/T 2587-201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监测站点建设技术规范 

QX/T 380-2017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60、GB/T 35226-2017、LY/T 2586-2016、LY/T 2587-2016和QX/T 380-2017中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负（氧）离子 negative oxygen ion 

空气中带负电荷的单个气体分子和轻离子团的总称。 

3.2  

离子迁移率 ion mobility 

离子在单位强度电场作用下的移动速度。 

注：单位为平方厘米每伏秒[cm2/(v·s)]。 

3.3  

负（氧）离子浓度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oxygen ion 

单位体积空气中离子迁移率不小于 0.4 cm
2
/(v·s)的负离子数目。 

注：单位为个每立方厘米[个/cm3]。 

4 观测站选址与站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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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选址原则 

观测站选址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站址环境应能够代表观测站周围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平均状况； 

b) 站址应选在相对空旷、空气流动较好的区域； 

c) 站址应选在具有民用电源、通讯信号强稳定性好、交通便利、易于后期维护的区域； 

d) 站址应避开局地污染源，选在污染源主导风的上风方或侧风方，同时站址也应与瀑布、喷泉、   

溪流等负（氧）离子产生源的异常区保持不小于 50 m的距离； 

e) 站址应远离强射线辐射源、无线发射塔、空调外机、高压线路、金属隔离网、人工负离子发生

装置等人为干扰源； 

f) 站址应避开陡坡、洼地等不利地形，同时也应避开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易发区以及昆虫、

动物和漂浮性杂物的多发区。 

4.2 站号编码 

4.2.1 观测站完成建设后，应进行站号编码。 

4.2.2 站号编码由“首字母+10位数字”组成。 

4.2.3 首字母代表观测站所属部门，H—环保、Q—气象、L—林业、Y—旅游、X—其它；10位数字分

别代表观测站所在县区、站点序号和站点类型，10位数字的编码规则如下： 

a） 前 6 位数字为 GB/T 2260 县区的行政区域代码； 

b） 第 7 位至第 9 位数字为站点序号； 

c） 第 10 位数字为站点类型，1—基本站、2—功能站、3—其它站。 

示例：“Q3301100051”指气象部门在杭州市余杭区的第 5 个站，该站类型为基本站。 

4.3 站址迁移变更 

4.3.1 观测站场址因遭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原因导致不能继续使用时，应将站址迁移。 

4.3.2 站址变更前后，观测场大小、类型应相同，观测环境应相似。 

4.3.3 站址迁移变更事前应向主管部门报批，事后应向主管部门备案，迁移变更信息填入观测站信息

档案表（见附录 A）。 

5 仪器设备安装调试 

5.1 仪器性能指标 

观测仪器能够实时连续观测空气离子浓度、温度和湿度，能对观测数据自动存储、显示和传输。观

测仪器性能指标及其工作环境适应性，应满足“附录 B”中要求。 

5.2 仪器设备安装 

5.2.1 观测场地 



DB33/T XXXXX—XXXX 

3 

5.2.1.1 仪器设备应安装在观测场中心，观测场一般不小于 4 m × 4 m。 

5.2.1.2 观测场下垫面一般为自然下垫面，特殊情况应符合行业部门观测要求。 

5.2.1.3 观测场四周需设置保护围栏（高度在 1.2 m 左右），并设有“禁止进入”警示牌和紧急联系

电话。 

5.2.2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仪器设备需稳固、水平安装在固定支架立杆上，传感器进风口距下垫面高度为 1.5 m，进出风

口应加装昆虫和漂浮性杂物防护网； 

b） 固定支架的立杆与基座应牢固连接； 

c） 基座采用水泥结合钢筋地笼网架结构浇筑，浇筑时应加预埋件。当观测场土质疏松时，应适当

增加基座下埋深度。基座四周用泥土夯实，基座上平面应约高于地面 5 cm，用草皮覆盖。基

座施工技术要求按照 LY/T 2587-2016 附录 B 中有关规定； 

d） 连接仪器设备的电源线与光缆不宜走空中，光缆线路避免转弯过多，弯曲处不宜有直角； 

e） 仪器设备供电推荐使用 220V 电源作为主电源，12V 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也可采用太阳能供电； 

f） 仪器设备需安装避雷装置和防漏电装置，接地电阻应小于 4 Ω。 

5.3 仪器设备运行调试 

仪器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运行调试，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a）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温度和湿度观测是否正常； 

b） 仪器进风口封堵后负（氧）离子浓度值是否降至接近于零； 

c） 观测数据能否向远程服务器无线实时传输，远程服务器能否及时收到传输数据； 

d） 断电恢复后，仪器设备能否自重启，数据存储是否开启过断电保护； 

e） 远程传输的缺失数据记录能否从仪器设备的内存卡中补回； 

f） 仪器设备自带的业务软件是否执行其设置的功能命令。 

6 仪器校准与设备维护 

6.1 仪器校准 

6.1.1 仪器需经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校准，方可入场观测。 

6.1.2 校准周期宜为一年。 

6.1.3 若仪器发生故障，影响测量性能，应及时修复并再次校准。 

6.2 设备维护 

6.2.1 仪器设备投入运行后，应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6.2.2 仪器设备运行状态要有专人负责远程监视，一旦发现运行故障报警信号，及时现场查看报修。 

6.2.3 定期开展现场巡检维护，巡检维护周期应每月不少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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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巡检维护内容包括观测场内杂物清理、仪器设备运行状态检查、观测器件维护保养等，具体巡

检维护内容按照 LY/T 2586-2016 13.2-13.3。 

6.2.5 每次故障检修和巡检维护均应详细填写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见附录 C。 

7 数据采集传输 

7.1 数据采集 

7.1.1 观测仪器需对空气离子浓度、温度和湿度连续测量，至少每 10 min输出测量记录 1次，初始测

量记录选取时间为北京时某整点 00分。 

7.1.2 每次测量记录自动存储于设备内置存储卡中，并自动上传，存储卡容量应至少可保存 6个月以

上的观测数据。定期（按存储卡容量大小设定）对存储卡内数据进行本地下载存储。 

7.1.3 观测数据的记录和存储格式，见附录 D。 

7.2 数据传输 

7.2.1 观测站观测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实时上传；当无线传输失效后，应及时现场下载观测数据，

并通过有线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上传。 

7.2.2 数据传输的文件格式、命名规则、信息编码等要符合各观测站主管部门文件要求。 

8 数据质量控制 

8.1 界限值检查 

8.1.1 使用合理的上限值（Lup）和下限值（Ldown）判识负（氧）离子浓度（K）观测数据的可靠性。 

8.1.2 Ldown≤K≤Lup，判识数据为“正确”；K＜Ldown或 K＞Lup，判识数据为“可疑”。 

8.1.3 对于观测数据不足 1年的观测站，参照同类环境观测站的界限值，对观测数据进行检查。 

8.1.4 界限值应每隔 2年重新设定 1次。 

8.2 跳变值检查 

8.2.1 使用前后两个时次负（氧）离子浓度差值的绝对值作为跳变值（J），对观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检

查。 

8.2.2 当 J=0且持续 3个以上观测时次，则相同数据均判识为“错误”。 

8.2.3 前时次 0≤K≤500 个/cm3, 该时次 J≤1500个/cm3, 该时次数据判识为“正确”，否则判识为

“可疑”。 

8.2.4 前时次 500个/cm3＜K≤2000个/cm3，该时次 J≤3K个/cm3，该时次数据判识为“正确”，否

则判识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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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前时次 K＞2000个/cm3，该时次 J≤2K个/cm3，该时次数据判识为“正确”，否则判识为“可

疑”。 

8.3 空气湿度检查 

8.3.1 负（氧）离子观测仪对空气湿度非常敏感，高湿天气（大雾、降水）下观测数据多为失真，应

使用同步观测的空气相对湿度（RH）对负（氧）离子浓度（K）数据作可靠性检查。 

8.3.2 空气相对湿度观测技术要求按照 GB/T 35226-2017 12.1-12.3。 

8.3.3 RH＜99%，判识 K值为“正确”；RH≥99%，判识 K值为“可疑”。 

8.4 正负离子比值检查 

对于负（氧）离子浓度K＞1000个/cm3的观测数据，进一步采用正负离子浓度比值（q）作质量控

制检查。q＜1，判识K值为“正确”；q≥1，判识K值为“可疑”。 

9 浓度指标计算 

使用质量控制后的观测数据，计算规定时间内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最高浓度和极值浓度。

平均浓度和最高浓度的统计，仅采用质量控制判识为“正确”的数据；极值浓度统计，采用质量控制判

识为“正确”和“可疑”两类数据。 

9.1 平均浓度 

小时值统计以分钟观测数据为基础，日值统计以小时值数据为基础，周、旬、月、季和年值统计以

日值数据为基础。 

9.1.1 小时值 

9.1.1.1 1个小时（北京时间）观测中，所有质量控制判识为“正确”的分钟观测数据平均值。 

9.1.1.2 若观测数据判识为“正确”的个数，少于总观测个数的三分之一，则记为该小时值缺测。 

9.1.2 日值 

9.1.2.1 以 00时至 23时（北京时间）的小时值的平均值作为日值。 

9.1.2.2 若全天小时值个数少于 8个或 06时-18时少于 4个，则不计算日值，记为当日“缺测”。 

9.1.3 周（旬）值 

9.1.3.1 以周内（旬内）所有日值的平均值作为周（旬）值。 

9.1.3.2 若当周出现 4个（旬出现 6个）以上日值缺测，则记为当周（或当旬）“缺测”。 

9.1.4 月值 

以月内所有日值的平均值作为月值。若当月的日值少于 10 个，则记为当月“缺测”。 

9.1.5 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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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内所有日值的平均值为季值。若季内 2 个月份的日值均少于 10 个，则记为当季“缺测”。 

9.1.6 年值 

以年内所有日值的平均值作为年值。若年内有 4 个以上月份的日值均少于 10 个，则记为当年“缺

测”。 

9.2 最高浓度 

日最高浓度取全天小时浓度值的最大值，月最高浓度取全月小时浓度值的最大值，以此类推。 

9.3 极值浓度 

日极值浓度取质量控制判识为“正确”和“可疑”的全天所有分钟观测数据最大值，月极值浓度取

质量控制判识为“正确”和“可疑”的全月所有分钟观测数据的最大值，以此类推。 

10 等级评价 

10.1 按平均浓度从高至低划分为五个等级，见表 1。 

10.2 对旬、月、季、年等评价时，给出评价时段平均浓度、最高浓度和极值浓度。 

表1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等级评价 

等级 负（氧）离子平均浓度（K，个/cm3） 

S K≥2100 

I 1000≤K＜2100 

II 500≤K＜1000 

III 100≤K＜500 

IV K＜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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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站信息档案表 

A.1 信息档案内容与格式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站信息档案表内容与格式，见表A.1。 

表A.1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站信息档案表 

站名         县（区）                 站 站号编码  

所在地 浙江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村 

地理位置 经度:      °      ´      " 纬度:      °      ´      " 

___°__´__" 

海拔：      m 

____m 站点类型 □基本站        □功能站        □其它 

站点布局 □城区 □近郊 □远郊 □森林 □湿地 □公园 （可复选）     备注：                 

站点所属部门 □气象 □林业 □环保 □旅游 □其它  

站点地形 坡向：        ，坡度：        ，平整面积：         ，备注：                        

周边环境 

污染源        

干扰源  

障碍物  

水体（含瀑布）  

植被（含下垫面）  

其他  

仪器设备 

主机型号  设备编号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校准日期  安装日期  

启用日期  维修电话  

供电方式  

观测项目 □负（氧）离子  □空气正离子  □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    其它：                     

迁址记录  

环境照片  

观测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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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站信息档案表（续） 

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 1、障碍物包括周边其它环境观测设备。 

2、环境照片指仪器四周 8 个方位（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的水平等高拍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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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仪器性能指标及工作环境适应性 

B.1 仪器性能指标 

仪器性能指标要求，见表B.1。 

表 B.1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仪器性能指标表 

序号 项目 性能指标技术参数 

1 

离子 

浓度 

测量 

离子迁移率 不小于 0.4 cm2/(v·s) 

测量内容 正离子和负离子 

量程范围 0~500000 个/cm3 

采样频率 不少于 50 次/秒 

测量频率 不低于 1 次/10min  

零点校正 在线测量模式下自动校准零点 

传感器 模块化设计，便于维护更换 

响应时间 不大于 20s 

分辨率 

10 个/cm3，当观测值≤500 个/cm3； 

50 个/cm3，当 500 个/cm3 <观测值≤3000 个/cm3 

100 个/cm3，当观测值>3000 个/cm3 

允许误差 
离子浓度小于 1000 个/cm3 时，测量误差在 100 个/cm3 之内 

离子浓度等于或高于 1000 个/cm3 时，测量误差在±10%之内 

2 
温度 

测量 

量程范围 －30℃～＋50℃ 

允许误差 ±0.5℃ 

测量频率 不低于 1 次/10min 

3 
湿度 

测量 

量程范围 10%～100% RH 

允许误差 ±5 % RH 

测量频率 不低于 1 次/10min 

4 数据存储 具有断电保护，内置存储卡至少可保存 6 个月以上的观测数据 

5 数据传输 支持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 

6 电源适应性 支持 220V 民用电和太阳能供电两种方式 

B.2 仪器工作环境适应性 

仪器工作环境适应性要求，见表B.2。 

表 B.2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仪器工作环境适应性要求表 

序号 项目 范围 

1 空气温度 -30℃～+50℃ 

2 空气相对湿度 0～100％ 

3 大气压力 550～1060hPa 

4 风速 0～50m/s 

5 降水强度 0～6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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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空气负（氧）离子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 

C.1 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 

空气负（氧）离子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内容与格式，见表C.1。 

表 C.1  空气负（氧）离子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 

记录号：  

站名  站号编码  

维护（巡检）人  上次维护（巡检）日期  

仪器设备编号  

上次仪器校准日期  

维护（巡检）前 

情况说明 
 

维护（巡检）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维护（巡检）前仪器观测数据 负（氧）离子浓度               气温             相对湿度             

序号 维护（巡检）项目 维护（巡检）说明 

1 观测场环境  

2 干扰源  

3 防雷装置   

4 设备防雷接地  

5 下垫面  

6 围栏、警示牌  

7 供电、通信  

8 仪器设备外观  

9 通风口防护网  

10 主机清洁保养  

11 机箱清洁保养  

12 软件情况  

13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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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空气负（氧）离子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续） 

维护（巡检）后仪器观测数据 负（氧）离子浓度               气温             相对湿度             

维护（巡检）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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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数据记录存储格式结构表 

D.1 数据记录存储格式结构表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数据记录存储格式结构，见表D.1。 

表 D.1  空气负（氧）离子观测数据记录存储格式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1 观测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型（datetime） 
北京时，年月日时分

yyyymmddhhmm 

2 负（氧）离子浓度 整型（int） 单位：个/cm3 

3 正离子浓度 整型（int） 单位：个/cm3 

4 空气温度 整型（int） 单位：0.1℃ 

5 空气相对湿度 整型（int）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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