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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栏舍氨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场栏舍氨排放监测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畜禽养殖场栏舍氨排放监测，执行该标准义务的主体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

管部门、养殖场负责人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场氨排放监测。其他规模养殖场也可以参照实施。

注：本文件所指的一定规模是指生猪（全年出栏量）大于等于 500头；奶牛（年末存栏

量）大于等于 100头；肉牛（全年出栏量）大于等于 50头；肉鸡（全年出栏量）大于等于

10000羽；蛋鸡（年末存栏量）大于等于 2000羽的畜禽养殖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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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18204.24 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测定方法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525.1 畜禽环境 术语

HJ 534 环境空气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2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封闭式栏舍 enclosed housing

墙体、屋顶等外维护结构形成封闭状态，设有门窗，靠通风机械实现换气的畜禽栏舍。

3.2

开放式栏舍 open enclosure

三面有墙，一面无墙从而完全敞开；或无任何围墙，只有屋顶和地面，外加一些栅栏式

围栏或栓系设施，靠栏畜禽舍内外空气温差、密度差和风压作用实现换气的畜禽栏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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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氨排放速率 ammonia emission rate

标准状态下，单位时间内向大气中排放的氨的量。

注：标准状态是指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325Pa时的状态。

4 布点

4.1 封闭式栏舍

4.1.1 点位布设与数量

封闭式栏舍在进风口和排放口分别设置采样点，并设置背景对照点，采样点设置要求如

下：

（1）进风口采样点，进风装置外部断面中心点设置 1个采样点。

（2）排风口采样点参照 HJ/T 397相关要求布设，并符合下列要求：

a）将排风口断面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小块，各块中心即为测点。小块的数量按表 1的
规定选取。原则上测点不超过 20 个。

b）排风口断面面积小于 0.1m2，流速分布比较均匀、对称的，可取断面中心作为测点。

表 1 排风口的分块和测点数

排风口断面积（m
2
） 等面积小块长边长度(m) 测点总数

<0.1 <0.32 1

0.1-0.5 <0.35 1～4

0.5-1.0 <0.50 4～6

1.0-4.0 <0.67 6～9

4.0-9.0 <0.75 9～16

>9.0 ≤1.0 16～20

（3）背景对照点参照 HJ/T 55相关要求布设。在监测养殖场监测时段风向上方，以距养殖

场边界 2～50 m范围内设立 1个采样点，高度 1.5m。

4.1.2 采样频次

采样时，采样频次参照以下要求：

（1）日采样时段划分参照 HJ 905相关要求进行，每天均等划分时段不少于 6个，在每个时

间段选取 1个小时为采样时段。

（2）采样时段采样频次参照 HJ/T55相关要求进行，每小时在排风设施运行期间（运行时间

需保证在 4min以上）采集样品不少于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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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放式栏舍

4.2.1 点位布设与数量

开放式栏舍氨排放监测布点时，按照以下要求布设内部采样点、外部采样点和背景对照

点：

（1）内部采样点参照 GB/T18883相关要求布设。

a）在圈舍内部两条对角线的四等分点处设立气体产生采样点 4个，对角线交点处设立气

体产生采样点 1个，气体采样点应距离墙壁 0.5m以上，见图 1。

b）气体采集高度为动物呼吸位置距地面高度，猪舍气体采集高度为离地面 30cm，牛舍气

体采集高度为离地面 80~100cm，多层笼养鸡舍，以最上层笼中部高度为准。

（2）外部采样点参照 HJ/T 55相关要求布设。在距离围墙 1.5~2.0h（h为围墙高度（m）），

高度 1.5m处分别设立采样点。

（3）背景对照点参照 HJ/T 55相关要求布设。在监测养殖场监测时段风向上方，以距养殖

场边界 2～50 m范围内设立 1个采样点，高度与外部采样点一致。

图 1 开放式圈舍采样点示意图

4.2.2 采样频次

采样时，采样频次参照以下要求：

（1）日采样时段划分参照 HJ 905相关要求进行，每天均等划分不少于 6个时段，在每个时

间段选取 1个小时为采样时段。

（2）各采样时段采样频次参照 HJ/T55相关要求进行，每小时等间隔采集样品不少于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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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样

5.1 气象参数监测

5.1.1 气象参数监测应包括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主导风向和风速的测量，并与

采样同步进行。

5.1.2 气象观测仪器要求：温度计测量范围一般为-40℃～45℃，精度为±0.5℃；湿度计测量

范围一般为 10%～100%，精度为±5%；气压计测量范围一般为 50 kPa～107kPa，精度为

±0.1kPa；风向仪测量范围一般为 0°～360°，精度为±5°；风速仪测量范围一般为 1～60m/s，
精度为±0.5m/s。
5.1.3 监测时间应避免由特定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和某种天气系统发展所诱发的暴雨、暴风的

等小概率、大危害的极端性天气，从而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5.2 氨气

样品采集按照 HJ 534相关要求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1）排风口采样点与进风口采样点采样（封闭式栏舍）、内部采样点与外部采样点（开放式

栏舍）：以 1.0 L/min的流量，采气不少于 4 L。

（2）背景对照点采样：以 0.5～1.0 L/min的流量，采气至少 45 min。

5.3 通风量

5.3.1 封闭式栏舍

封闭式栏舍通风量测量按 GB50243相关要求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1）风速检测仪器采用叶轮风速仪。

（2）测试平面应为垂直于排风气流，距离排风口出风面 300mm 处，测试平面应分成若干

面积相等的栅格，栅格数量不应少于被测试截面面积(m²)10倍的平方根数，测点应取在每个

栅格的中心，全部测点不应少于 5点。

5.3.2 开放式栏舍

开放式栏舍通风量测量使用二氧化碳平衡法，相关原理和测定要求如下：

（1）方法原理

二氧化碳平衡法，通过动物产热量与新陈代谢关系，由不同动物在不同饲养情况下的

呼吸熵得出二氧化碳的产生量，再通过舍内舍外的二氧化碳浓度计算出实际通风量。

（2）二氧化碳采样测定方法按照 GB/T 18204.24非分散红外线气体分析法相关要求进行。

（3）便携式仪器现场与氨气同步采样连续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4）仪器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测量范围：0~0.5%，0~1.5%两档；

重现性：≤±1%满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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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漂移：≤±3%满刻度/ 4 h；
跨度漂移：≤±3%满刻度/ 4 h ；

温度附加误差：（在 10~80℃）≤±2%满刻度/10℃；

一氧化碳干扰：1000 mL/m³（1000ppm）CO≤±2%满刻度；

供电电压变化时附加误差：220vV±10%≤±2%满刻度；

启动时间：30min；
抽氧流量：＞0.5L/min；
响应时间：指针指示到满刻度的 90%的时间< 15s；
记录仪 0~10mV。

5.4 样品分析

氨气分析方法按照 HJ 534相关要求进行。

6 监测记录

记录养殖场信息、养殖方式、清粪方式、饲喂方式，监测栏舍养殖数量、个体重量、生

长日龄、饲喂量和采样点位示意图描述登记表记录样式参见附录 A。

7 计算

7.1 畜禽氨排放速率

单位畜禽氨排放速率（A）按式（1）计算：

� = 1
1000� 1

� (� 24×��
�

) （1）

式中：A——排放速率，g/(天.头)或 g/(天.羽)；
m——日监测频次；

n——禽舍中畜禽个体数, 头；

ai——各采样时间段氨排放速率，mg/h。

ai按式（2）计算

�� = �� × (��� − ����) （2）

式中：Vi——采样时间段禽舍通风量，m3/h ；

ρin，ρout——分别为采样时间段禽舍内、外氨气平均浓度，mg/m3。

7.2 通风量计算

7.2.1 封闭式栏舍

各采样时间段排风口通风量（Vi），按式（3）计算：

�� = 60 × �� × � × � ×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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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n——排风口采样时间段内每个栅格的平均排风速率，m/s；
S——排风口总面积，m2；

t——排风口采样时间段累计排风时长，min；
T——采样时间段采样点平均温度，K；
T0——标准状况下气体温度，273K；
P——采样时间段采样点平均气压，kPa；
P0——标准状况下气体压力，101.3kPa。

7.2.2 开放式栏舍

各采样时间段禽舍通风量 Vi参考国家发布的《大气氨源排放清单技术指南》，基于 CO2

平衡法式（3）计算：

�� =
1.85×10−4×����× 1+0.004 20−��� ×�× 1−�×��� [ �12(�+4)]

���.��2−����.��2
× ���2 （4）

式中：φtot——20℃时畜禽代谢产热系数，计算方法见代谢产热（φtot）计算见附录 B；
Tin——禽舍内部温度，℃；

n——禽舍中畜禽个体数, 头；

α——CO2浓度变化的振幅，α取值最大为 0.2，一般取值 0.1；
t——采样所处的时间段，h；

ρCO2——CO2密度，1.977kg/m3；

Cin.CO2，Cout.CO2——分别为舍内外 CO2浓度，mg/m3。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1 氨气采样与测定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照 HJ 534第 10条相关要求进行。

（1）无氨水的检查

以水代替样品测定吸光度，空白吸光度值应不超过 0.030 ( 10 mm 比色皿)，否则检查水

和试剂的纯度。

（2）采样全程空白

检查样品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样品是否被污染。如果采样全程空白明显高于同批配

制的吸收液空白，则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作废。

（3）采样泵的正确使用

开启采样泵前，确认采样系统的连接正确，采样泵的进气口端通过干燥管或缓冲管与采

样管的出气口相连，如果接反会导致酸性吸收液倒吸，污染和损坏仪器。出现倒吸的情况，

应及时将流量计拆下来，用酒精清洗、干燥，并重新安装，经流量校准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4）防止吸收管被污染

为避免吸收管中的吸收液被污染，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勿将吸收管倾斜或倒置，并及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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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吸收管的密封接头。

8.2 二氧化碳采样与测定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照 GB/T 18204.24第一法非分散红外线气体

分析法进行。

8.3 现场监测采样记录表样式参见附录 C。

8.4 样品保存、样品运输 、样品交接、样品处理和实验室分析等内容应按规定格式认真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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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采样点位信息记录表

表 A.1 封闭式栏舍采样点位信息记录表

采样

养殖

场

养殖场(区、户）名称
养殖

畜种

养殖场(区、户）地址

清粪

方式

□人工干清粪 □机械干清粪 □水泡粪

□水冲粪 □垫草垫料 □高床养殖

年末存栏量

（头/羽）

年末出栏量

（头/羽）

采样

栏舍

养殖量（头/羽）
生长日龄/怀孕天数

（天）
入舍日期

个体平均体重

（kg/头或 kg /羽）

个体平均日食量

（kg/头或 kg /羽）

采样

点位

采样点布设图 采样点布设图内容

1.采样栏舍平面布局

（长度、宽度、高度），

包括排风口、进风口位

置及对照点位置

2. 排风口、进风口断面

图（长度、宽度）及采

样点位置与编号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栏舍平面布局图
进风口断面图及采样点位置与编号

排风口断面图及通风量、氨气采样点位置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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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开放式栏舍采样点位信息记录表

采样

养殖

场

养殖场(区、户）名称
养殖

畜种

养殖场(区、户）地址

清粪

方式

□人工干清粪 □机械干清粪 □水泡粪

□水冲粪 □垫草垫料 □高床养殖

年末存栏量

（头/羽）

年末出栏量

（头/羽）

采样

栏舍

养殖量（头/羽）
生长日龄/怀孕天数

（天）
入舍日期

个体平均体重

（kg/头或 kg /羽）

个体平均日食量

（kg/头或 kg /羽）

采样

点位

采样点布设图 采样点布设图内容

采样点高度（m）:
内部采样点 I1 ，I2 ，I3 ，I4 ，I5 ；

外部采样点 O1 ，O2 ;
背景采样点 B 。

1.采样栏舍平面布

局，（长度、宽度、

高度）

2.采样点（内部采样

点、外部采样点、

对照点）位置及编

号

3.采样点与相邻墙

壁距离以及高度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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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畜禽代谢产热系数（φtot）计算方法

B.1 猪

B.1.1 育肥猪

育肥猪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1）。

���� = (5.09× �0.75 + 1 − 0.47 + 0.003 × � × � × 5.09 × �0.75 − 5.09 × �0.75 ×

12 × 10−3 × 20 − ��� + 1 （B.1）

式中：m——猪平均体重，kg；
w——猪采食能量与维持生命活动能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B.1；
Tin——猪舍内部温度，℃。

表 B.1 不同体重猪 w 值取值

体重（kg）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w 3.22 3.19 3.05 2.83 2.64 2.47 2.31

B.1.2 妊娠猪

妊娠猪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2）。

φ��� = (4.85× �0.75 + 8 × 10−5× �3 + 76 × �1) × 12 × 10−3 × 20 − ��� + 1

（B.2）

式中：m——妊娠猪平均体重，kg；
p——妊娠天数；

Y1——每日体重增长量，怀孕母猪（13个月龄及以上）（pregnant sow）=0.18 kg/
天，怀孕小母猪（8-13个月龄）（pregnant gilt）= 0.62kg/天；

Tin——猪舍内部温度，℃。

B.2 奶牛

奶牛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3）。

φ��� = (5.6× �0.75 + 22 × �1 + 1.6 × 10−5× �3) × 12 × 10−3 × 20 − ��� + 1 （B.3）

式中：m——牛平均体重，kg；
Y1——产奶量，kg/天；

p——怀孕天数；

Tin——牛舍内部温度，℃。

B.3 肉牛

肉牛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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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7.64 × �0.69 + �2
23
�
− 1 57.27+0.302×�

1−0.171×�2
× 12 × 10−3 × 20 − ��� + 1 （B.4）

式中：m——牛平均体重，kg；
Y2——体重日增长量，一般为 0.7~1.1kg/天；

M——饲料能量，MJ/kg 干饲料（粗饲料一般为 10 MJ/kg 干饲料，精饲料一般

为 11~12 MJ/kg 干饲料）；

Tin——牛舍内部温度，℃。

B.4 蛋鸡

B.4.1 笼养蛋鸡

笼养蛋鸡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5）。

φ��� = 6.28 × �0.75 + 25�2 （B.5）
式中：m——蛋鸡平均体重，kg；

Y2——产蛋量，kg/天（商品蛋鸡一般为 0.050kg/天，保种蛋鸡一般为 0.040kg/
天）。

B.4.2 圈养蛋鸡

圈养蛋鸡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6）。

φ��� = 6.8 × �0.75 + 25�2 （B.6）

式中：m——蛋鸡平均体重，kg；
Y2——产蛋量，kg/天（商品蛋鸡一般为 0.050kg/天，保种蛋鸡一般为 0.040kg/

天）。

B.5 肉鸡

肉鸡代谢产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B.7）。

φ��� = 10.62 × �0.75 （B.7）
式中：m——肉鸡平均体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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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现场采样记录表

表 C.1 封闭式栏舍现场采样记录表

采样点编号 采样点类型 □进风口采样点 □排风口采样点 □背景采样点

采样

日期

天气

状况

采样时间 样

品

编

号

气象要素
采样时段内排风

速率与时长*
氨气

开始 结束
气温

℃

湿度

%

大气

压

kPa

风速

m/s

排风

速率

m/s

累计排

风时长

min

采样流

量 L/min
采样体

积 L

注：*仅用于排风口采样点记录。

采样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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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开放式栏舍现场采样记录表

采样点编号 采样点类型 □内部采样点 □外部采样点 □背景采样点

采样

日期

天气

状况

采样时间

样品编

号

气象要素 氨气 二氧化碳

开

始
结束

气温

℃

湿度

%

大气

压

kPa

风速

m/s

采样

流量

L/min

采样

体积

L

采样

体积

L

指

示

刻

度

二氧化

碳浓度

mg/m3

采样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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