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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大气污染，中国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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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餐饮业油烟是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随着中国餐饮

业产值稳步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餐饮油烟排放密度

快速提升，已经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内容。

蓝天保卫战 传统菜肴烹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油烟，其油
烟中细颗粒物(PM2.5)的质量浓度占到可吸入
颗粒物(PM10)的80%以上，2015年北京市餐
饮油烟大气污染投诉占大气污染投诉总量的
34%。全国餐饮油烟排放达到40万吨，VOC
排放量达到80万吨。

油烟危害 餐饮业油烟中的有害物质与工业废气和机动
车尾气并称三大“污染杀手”，餐饮油烟中的
PM2.5可以直接吸入肺部严重破坏人体器官，
VOC有毒气体可以使人体严重致癌！

监管难度 目前，中国餐饮服务网点有460万多户，涉
及门店超过800万个，餐饮行业排放油烟量大、
面广、环境污染点多且难以治理，全面有力
的监管难度大，社会成本极高。



油烟污染物及治理现状

健康杀手致癌严重 餐饮业蓬勃发展

餐饮行业蓬勃发展、
产值大、店面多，相
继落户城镇角落，拉
动地区消费的同时,

油烟污染日益严重。

传统监管力不从心

目前餐饮行业排放油
烟量大、面积广、环
境污染点多且难以治
理，环境监管事后管
理难度大，执法非常

被动。

油烟治理乱象丛生

尽管很多商家已在环
保部门要求下安装净

化设备、烟道等设施，
但实际检测时仍超标
严重，净化装置是否
有效店家一知半解。

厨房油烟中含有300
多种有害物质，在通
风差、燃烧性能极底
的炊具上做饭，对健
康造成的损害,等于

每天吸2包烟！



油烟治理相关政策法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要求： 开展餐饮油烟污染治理。 城区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应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 推广
使用高效净化型家用吸油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案》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案》 中第四十二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采取措施， 
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 废水、 废渣、 医疗废物、 粉尘、 恶臭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油烟污染物包含颗粒物和废气的污染， 
必须依法进行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 中第八十一条规定：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
正常使用， 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 使油烟达标排放， 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
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 异味、 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第二十九条要求： 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研究将 VOCs 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
围。 加快制修订餐饮油烟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及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靶向整治，精准执法提供大数据。2



产品概述—油烟浓度在线监控仪

油烟浓度在线监控仪是我公司为满足环保行

业需求，定制开发的一款高性能油烟监控设备，集成油烟

检测、数据采集、数据传输系统，搭载最新物联网感知技

术，NBIoT网络，通过4G集电脑端与手机端微信公众号互

联一体，对餐饮行业油烟的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排放浓

度、净化器运行状态、风机运行状态等指标进行在线实时

监控，将油烟治理设施工程工况数据与油烟浓度数据进行

统一，为环保部门以及其他环保机构提供直接且有效的油

烟排放状况的专用油烟监测设备。



产品主要组成硬件

CUBIC-YY01监控仪主机

油烟监控主机安装在厨房墙壁上，屏幕上
实时显示当前的油烟排放各项指标及风机、
净化器运行状态。

专利设计的外观结构，既结实耐用、又美
观大方，并且适应厨房环境，耐油污、易
擦洗、放潮湿。

独创的LED显示效果，正常排放时圆形灯带
显示为绿色呼吸灯效果，超标排放时显示
为红色快速旋转报警效果，并且蜂鸣器会
发出刺耳的报警声，提醒工作人员采取措
施降低排放。

配置有4G网络模块，会将所有数据通过4G
网络实时发送给后台软件系统。

油烟监控主机



产品主要组成硬件

配备3组工况传感器，可以实时准确采集1路风机、
2路净化器的工作状态。可以监控商家净化系统
的运行情况，同时可以与排放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杜绝作弊行为，更加有效进行监管。

工况传感器

CUBIC-YY01监控仪探头

采样探头安装在烟道排气口，内部含有多个传感
器，实时采集油烟浓度、颗粒物浓度、VOCs浓度、
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并通过信号线将指标数
据传送给主机。

采样探头

工况传感器



硬件参数
项目 明细 参数

主控芯片 型号 STM32
人机界面 液晶屏 分辨率256*160
通讯方式 NBIoT 电信4G

通讯接口
串口通讯 RS485
模拟量输入 3路互感器

工作环境
温度 20%~90%
湿度 -10~60℃

系统参数
电源 220VAC 50/60HZ
功耗 8W
主机尺寸 400*280*85mm

油烟监测探头

PM2.5测量原理 激光散射

PM2.5测量精度

<=100ug/m3：±15ug/m3
>100ug/m3：±15%读数

（25±2℃，50±10%RH环境条件）

PM2.5测量量程 0~50mg/m3
PM2.5上电稳定时间 <=8s
VOC测量原理 固态聚合物电化学
VOC最低检测限值 0.1ppm

VOC检测范围
0-100ppm；
最佳检测范围：20ppm以内

VOC示值分辨率 0.1ppm
全量程精度误差 ±5% F.S
油烟过滤器 过滤网+除油结构
安装方式 螺丝固定
探头尺寸 28.5mm*φ92mm



产品资质

饮食业油烟在线监控系统经过严格
的产品检测，获得了中国环境保护
产品认证。

餐饮业油烟浓度监控系统软件平台
获得了著作权证书。



03
采用最先进的激光散射颗粒物传感器及固态聚
合物电化学传感器，采集油烟浓度、颗粒物浓
度和VOC浓度等污染物指标，数据准确度高。

先进的传感器技术 数据准确

远程在线监控 降低监管成本01
采用最新的物联网技术，对餐饮商家的油烟排放
情况进行实时在线监控，节约巨大的现场抽查检
测成本，使得油烟排放监管做到100%无死角全覆
盖，可以轻松监控到每一个商家每一个排烟管道。

02
传感器自动实时采集排放数据，云端数据库实时
无漏项进行大数据存储及管理，系统软件全天候、
多角度对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与自动核查分析，保
证数据有效准确，彻底杜绝餐饮商家各种作弊及
逃避监管行为。

实时大数据 杜绝监管漏洞

04
采用多种报警提醒方式，现场声光报警、在线多
级报警、短信报警、微信报警等，使得超标排放
无处遁形，督促餐饮商家提高环保意识、落实环
保责任。

先进设计理念 夯实环保实效

产品优势及特点

05
产品经过长时间的设计进化及大量的实际测试
改进，性能可靠，能长期稳定运行，大幅度降
低维护成本，易于推广实施。

优秀的结构设计 性能可靠 06
软件系统提供丰富全面的管理功能，报警管理、执
法管理、维护管理、运维管理等，既实用、周全，
又简单方便易操作。

强大的软件系统 全面落实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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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净化设备制造商用于
净化设备净化效率检测及
远程监控设备工况监控

3
油烟污染治理工程商、第三
方运营维护商用于对排污企
业管理、治理设备

1
城市环保及监督管理部门
用于餐厅、饭店、机关食
堂等单位的油烟污染排放
监控。

4

环保、教育、第三方检测机构、
科研、实验室等相关部门对饮
食业油烟污染进行研究



拓展监管执法新举措，高效、准确、有力！3



 油烟在线监控系统软件平台

餐饮商家维护管理

执法机构监管功能

系统运营商运维管理

油烟在线监控系统软件平台，为监管执法单位、餐饮商家、清洗维护企业、系统运维公司
等四大类用户提供周全的业务处理及管理功能，以系统化、可视化、流程化的方式，通过
简单方便的操作，对油烟排放及烟道净化设备的清洗维护进行严格的管控。

清洗净化企业服务管理



油烟排放实时监控

软件平台采用云端架构，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电脑或手机查看每一个餐饮商家、每一个烟
道的实时或历史排放详细数据，或进行各种统计分析。



油烟排放分布可视化管理

通过图表、3D地图等可视化方式实时展示区域内餐饮企业的油烟排
放浓度、净化器运行状态、风机运行状态等指标。使得执法人员形象
直观的对所管辖区域的油烟排放情况一览无遗，方便快捷，提高执法
效率与监管力度。



超标排放信息通知

及时的超标排放消息提醒，有助于促使商家提
高环保意识，主动落实环保责任，化解“以罚代
管”的困局，进而减小环保执法部门的压力。

软件平台具备强大灵活的消息提示功能，对超
标排放的情况，实时自动发送短信或微信提示
给相应人员，提醒商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以做到达标排放。

软件平台中消息提示的级次、对象与消息模版
等，均可以灵活设置，有利于充分发挥系统对
油烟监管治理的作用。



执法管理—超标排放报警

系统采用三级报警方式，初始超标时油烟监控
主机进行现场声光报警，超标达到一定次数时
通过微信发送给餐饮商家的店长或经理等管理
者，严重超标时通过短信发送给相应片区的执
法人员。

软件平台对每一个餐饮商家的油烟排放情况自
动进行实时的记录，若有超标排放的情况，以
不同的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时的报警提示。

执法人员可以在系统中生成执法通知单给相应
商家，通知其进行整改或对其进行警告处罚！



执法管理—设备清洗维护报警

执法部门可以对辖区内的餐饮商家的清洗维护情况进行实时的统计查询，每个商家是否按规定对烟道
及净化设备正常进行维护清洗，执法人员一览无遗。
在清洗周期即将到来时，系统会提前提醒商家待清洗任务；如果超期未清洗，系统将自动发送短信或
微信报警通知给商家和执法单位。



执法管理—清洗公司评价管理

系统可以根据餐饮商家对清洗公司每一次清洗维护作业质量的评价，及清洗维护后油烟排放的达标率
情况，自动生成清洗维护公司的服务质量统计表，从而执法部门可以对辖区内的清洗维护公司进行量
化评价管理。



线上流程化清洗维护管理（1）

软件平台中清洗维护流程：
（1）软件平台会定期自动提醒商家进行维护；
（2）商家从系统中发起清洗维护作业通知，商
家可以查看众多清洗公司的业绩及评价，从中择
优选择，方便快捷；
（3）清洗企业接到通知后从系统中分配任务给
清洗作业人员；

油烟达标排放的关键在于商家严格按照制度要求
对油烟管道及净化器等设备进行定期清洗维护，
系统化、流程化的管理有助于将清洗维护制度进
行严格落实。



线上流程化清洗维护管理（2）

（4）清洗作业人员现场清洗作业时用手机轻松
进行拍照记录，清洗前与清洗后分别对关键部位
进行拍照记录，可以直观体现清洗效果，同时有
利于督促清洗人员尽责作业；
并且拍照时会自动记录时间与位置信息，系统自
动与计划清洗时间、店铺实际位置等信息进行判
断比对，防止弄虚作假行为；



线上流程化清洗维护管理（3）

（7）执法部门在线对清洗报告进行审核监督，
可以查看清洗前后的照片记录，结合系统对时间
及位置真实性的比对判断，合格的进行审核通过，
不合格的进行驳回或警告处罚；
（8）商家对清洗作业效果进行在线评价，对清
洗公司进行监督改进，作业服务质量高的清洗公
司在平台中展示后将会获得更多的客户，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清洗公司的作业服务质量。

线上清洗管理，监管效果更全面彻底、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并且有助于清洗作业市场的持续规范
和优化提高！



线上清洗报告

清洗作业时，清洗人员可以登录平台手机端，对
清洗情况进行拍照和记录，提交监管机构审核通
过后，自动生成线上清洗报告。

传统的线下清洗管理模式，存在着难监管、易流
于形式的问题，从而使得环保效果大打折扣，转
化为线上流程化管理，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使得每个餐饮商家必须按照制度要求落实每一次
的清洗维护任务。

同时，线上清洗管理，可以节约纸张、减少工作
量，更加环保、高效！



运营商运维管理（1）

软件平台提供强大的运维管理功能，运营商通过平台
的支持可以对大量的终端设备（包括主机与探头）进
行轻松的统一管理，保证庞大的系统能稳定持续的正
常运行。

（1）设备状态异常报警管理，可以对主机的在线、
离线、电池供电、电源供电，及探头的在线、离线、
锁定、解锁等7种状态进行在线查看管理，及时的发
现和解决设备故障问题。

（2）主机固件程序远程在线升级，可以远程对设备
配置参数进行更改，对设备程序进行远程版本升级，
减少现场维护工作量。



运营商运维管理（2）

（3）终端设备运维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定期运维任
务工单，运维人员根据工单任务进行运维作业，现场
作业时扫描设备二维码即可弹出对应工单，可以进行
拍照或记录后，对运维工单进行提交。

（4）设备网络流量管理，可以对设备终端的网络流
量费用进行合理的管理，保证设备终端不会因流量不
足而脱离系统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