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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防治环境

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规范和指导环保物联网标准制订及应用开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参考GB/T 33474-2016《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中的概念模型和体系结构编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办公厅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北京市倍思电子数据库工程公司。 

本标准经环境保护部2018年1月2日批准。 

本标准自2018年3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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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环保物联网是在环境保护行业引入物联网技术来实现科学化管理的系统网络，属于物联网的应用范

畴。环保物联网总体框架主要是从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出发、对其业务功能域中主要实体及其相互关系

在环保行业的具体实现进行描述的概念模型。在进行环保物联网标准编制或系统设计时，编制者或设计

者可选择总体框架所定义的部分或全部的业务功能域和实体，也可对不同的业务功能域或实体进行组合

和拆分。同时，也可根据自身特定的需求，调整总体框架中未涉及的相关业务功能域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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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物联网  总体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保物联网的概念模型、体系结构和各个域及其实体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环保物联网系统设计和开发应用。使用者主要为从事环保物联网研究、设计、

管理和应用的相关单位及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3474-2016  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HJ 929-2017   环保物联网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HJ 929-2017 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域  domain 

具有特定目的的实体集合。 

[GB/T 33474-2016，定义 3.1] 

3.2  

物联网概念模型  IoT concept model 

对物联网系统的高度抽象和模型化表现。 

[GB/T 33474-2016，定义 3.2] 

3.3  

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  IoT reference architecture 

对物联网系统的整体结构、组成部分、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描述。 

[GB/T 33474-2016，定义 3.3]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oT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VPN 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 

SOA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5 环保物联网概念模型 

参考 GB/T 33474-2016 第 6 章物联网概念模型的规定，环保物联网概念模型由环保用户域、

环境目标对象域、环境感知控制域、环保服务提供域、环保运维管理域和环保数据资源交换域组

成，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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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保物联网概念模型 

对环保物联网概念模型的说明如下： 

a）环保用户域 

环保用户域是环保物联网用户和用户系统的集合。环保物联网用户可通过用户系统及其它域

的实体获取对环境目标对象域中实体感知和操控的服务。 

b）环境目标对象域 

环境目标对象域是环保物联网用户期望获取相关信息或执行相关操控的物理对象集合。环境

目标对象域中的物理对象可与环境感知控制域中的实体（如感知设备、控制设备等）以非数据通

信类接口或数据通信类接口的方式进行关联。 

c）环境感知控制域 

环境感知控制域是环保物联网各类获取感知对象信息与操控控制对象的系统的集合。环境感

知控制域中的感知系统为其它域提供远程的管理和服务，并可提供本地化的管理和服务。 

d）环保服务提供域 

环保服务提供域是实现环保物联网业务服务和基础服务的实体集合，满足用户对环境目标对

象域中物理对象的感知和操控的服务需求。 

e）环保运维管理域 

环保运维管理域是环保物联网系统运行维护和信息安全等的实体集合。环保运维管理域从规

章制度符合性管理、系统运行技术性管理、信息安全性管理等方面，保证环保物联网其它域的稳

定、可靠、安全运行等。 

f）环保数据资源交换域 

环保数据资源交换域是根据环保物联网系统自身与其它相关系统的应用服务需求，实现信息

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功能的实体集合。环保数据资源交换域可为其它域提供系统自身所缺少的外部

信息资源，以及对外提供其它域的相关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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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 

参考 GB/T 33474-2016 第 7 章 物联网系统参考体系结构的规定，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是基于

环保物联网概念模型，从面向环保行业的物联网应用系统角度，描述环保物联网各业务功能域中

主要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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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 

对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各个域包含的实体描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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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环保物联网体系结构中的实体描述 

序号 域名称 实体 实体描述 

1  

环保用户域 

用户 

根据用户类型划分，主要包括： 

 政府用户：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派出机构及事业单位； 

 企业用户：与环境保护工作有关的污染产生、治理、

排放企业以及环保产业相关企业； 

 公众用户：与环境保护工作有关的社会组织、科研机

构及人民群众。 

2  用户系统 

用户系统是支撑用户接入环保物联网，使用环保物联网服

务的接口系统。根据用户类型划分，用户系统主要包括： 

 政府用户系统：用户为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派出机构及事业单位的用户系统； 

 企业用户系统：用户为与环境保护工作有关的污染产

生、治理、排放企业以及环保产业相关企业的用户系

统； 

 公众用户系统：用户为与环境保护工作有关的社会组

织、科研机构及人民群众的用户系统。 

3  

环境目标对象域 

感知对象 

感知对象是与环保物联网应用相关、用户感兴趣、并且可

通过感知设备获取相关信息的物理实体，包括大气、水、

土壤、海洋、核与辐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噪声、自然

生态等环境要素、污染源及污染治理设施。 

4  控制对象 

控制对象是与环保物联网应用相关、用户感兴趣、并且可

通过控制设备进行相关操作控制的物理实体，包括环境质

量监测、污染源监控、污染物防治与处理、核与辐射监管、

自然生态监测等相关设备。 

5  

环境感知控制域 

环保物联网网关 

环保物联网网关是支撑感知系统与其它系统相连，并实现

环境感知控制域本地管理的实体。环保物联网网关可提供

协议转换、地址映射、数据处理、信息融合、安全认证、

设备管理等功能。从设备定义的角度，环保物联网网关可

以是独立工作的设备，也可以与其它感知控制设备集成为

一个功能设备。 

6  感知系统 

感知系统通过不同的感知和执行功能单元实现对关联对

象的信息采集和操作，实现一定的本地信息处理和融合。

各类设备可独立工作，也可通过相互间协作，共同实现对

环境要素和污染物对象的感知和操作控制。按照感知控制

对象的类别，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大气环境感知设备、水

环境感知设备、土壤环境感知设备、海洋环境感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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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域名称 实体 实体描述 

自然生态感知设备、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感知设备、核与辐

射感知设备、环境卫星感知设备、环境噪声感知设备以及

污染治理设施控制设备、污染源监控设备等。 

7  

环保服务提供域 

业务服务系统 

业务服务系统是面向环保领域某类特定用户需求，提供环

保物联网业务服务的系统。根据业务类型划分，主要包括

但不限于： 

 大气环境管理：为大气环境管理提供服务的系统，包

括大气环境质量管理、大气固定源环境管理、大气面

源与噪声环境管理等系统； 

 水环境管理：为水环境管理提供服务的系统，包括地

表水环境质量管理、饮用水与地下水环境质量管理、

海洋环境质量管理、水固定源环境管理等系统； 

 土壤环境管理：为土壤环境管理提供服务的系统，包

括土壤环境质量管理、固体废物管理、化学品环境管

理等系统； 

 污染源管理：为污染源管理提供服务的系统，包括污

染源监测监控、排污许可证管理、排污申报管理等系

统； 

 生态保护管理：为自然生态保护提供服务的系统，包

括农村、农业、土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

然保护区管理等系统； 

 环境监察执法：为环境检查执法提供服务的系统，包

括环境稽查、区域监察、行政执法处罚等系统； 

 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提供服务的

系统，包括核与辐射环境监管、民用核设施监管、核

安全设备监管、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等系统； 

 综合办公管理：为综合行政办公管理提供服务的系

统，包括公文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外事管理

等系统。 

8  基础服务系统 

基础服务系统是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环保物联网基础支

撑服务的系统。根据服务类型划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环保云平台：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统一的信息基础设

施服务，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安全

资源等基础服务； 

 环境信息资源中心：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数据支撑服

务，包括环境信息资源目录、数据整合集成、共享开

放和分析挖掘等服务； 

 应用支撑平台：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应用支撑服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876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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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域名称 实体 实体描述 

如SOA、Web Service、工作流组件等服务； 

 地理信息平台：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地理信息和遥感

服务，包括基础地图数据库、空间应用开发环境、专

题图制作、基础影像地图、遥感数据等服务； 

 用户管理：为业务服务系统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服

务，包括用户身份管理、认证管理、证书管理、权限

管理、单点登录等服务。 

9  

环保运维管理域 

制度监管 

制度监管系统是保障环保物联网系统符合国家和环保行

业相关规章制度与标准规范的系统，提供相关规章制度与

标准规范的查询、实施、监督、执行等。 

10  运行维护 

运行维护系统是管理和保障环保物联网中的设备和系统

可靠、稳定运行的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接入管理、用

户认证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和系统维护管理等。 

11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系统是管理和保障环保物联网中设备和系统信

息安全的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物理安全管理、网络安全管

理、数据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安全测评与风险评估

等。 

12  环保数据资源交换域 数据资源交换系统 

数据资源交换系统是为满足环保物联网用户服务需求，获

取其它外部系统必要数据资源，或者为其它外部系统提供

必要数据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系统间数据资源的交换与共

享的系统。根据系统功能划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数据交换平台：为环保物联网的不同系统或用户之间

提供统一的数据传输交换服务的技术平台； 

 数据交换标准：为保障环保物联网不同系统之间数据

交换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而建立的通用数据文

件格式、接口协议等标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