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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相關法規 

 
管理辦法草案修正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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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規範、規格、程序及數據計算 

4 

• 第四條 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監測設施進行安裝
時，其透光儀、數據記錄器、校正用衰光器及光
譜儀之規範，以及安裝後之性能規格及確認程序，
應符合規定。 
– 氣狀污染物、稀釋氣體及排放流率監測設施進行安裝
時，其量測位置及數據記錄器之規範，以及安裝後之
性能規格及確認程序，應符合附錄二至附錄八規定。 

– 前二項各類監測設施監測數據之量測頻率、紀錄值計
算、全幅設定、無效數據與時間之認定、無效或遺失
數據之處理及系統偏移之校正計算，應符合附錄九規
定。  



監測及連線設施汰換或位置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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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
時，應於汰換或變更三個月前向地方主管機關提
報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於汰換或變更一個月前
提報監測措施說明書，並於汰換或變更完成後一
個月內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之連線設施汰換時，應於汰換一個
月前函報地方主管機關，並於汰換完成後一個月內提
報連線確認報告書。 

– 第一項監測設施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期間應每週進行
一次檢測。  

直到EPB完成確
認報告書審查為

止 



各文件內容之包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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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
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連線計
畫書及連線確認報告書內容包含之項目，應符合
附錄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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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含下列項目 

監測設施設置計畫
書 

1.公私場所名稱。 
2.監測設施專責人員姓名。 
3.污染源之製程及污染防制設施說明。 
4.監測項目。 
5.污染源、監測設施與排氣排放管道位置之配置圖及說
明。 
6.排放管道氣特性之說明，包括污染物種類、濃度、排
放流率、溫度、壓力、含水率及含氧率等。 

7.設置工程進度及經費估算。 
8.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監測措施說明書 

1.公私場所名稱。 
2.監測設施專責人員姓名。 
3.污染源之製程及污染防制設施說明。 
4.監測項目及設施規格。 
5.污染源、監測設施與排氣煙位置之配置圖及其說明。 
6.排放管道氣特性之說明，包括污染物種類、濃度、排
放流率、溫度、壓力、含水率及含氧率等。 

7.監測設施操作及維護說明。 
8.監測紀錄處理及申報方式說明。 
9.監測設施設置及維修經費估算。 
10.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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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含下列項目 

監測設施 

確認報告書 

1.公私場所名稱。 
2.監測設施確認人員及專責人員姓名。 
3.監測設施基本資料，包括監測設施之製造商或代理商、型號、
序號、安裝日期、量測氣體狀況及校正方法。 

4.監測設施操作測試期間各項測試結果符合設施規格之證明文件，
包括應答時間測試、校正誤差測試、零點偏移測試、全幅偏移
測試及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 

5.監測數據擷取及處理系統功能說明及其證明文件。 
6.維修保養實施項目及維修保養合約書或計畫書。 
7.監測數據品質保證計畫書。 
8.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監測數據品質
保證計畫書 

1.負責人員。 
2.校正及品質管制檢查。 
3.預防性及修復性維護程序。 
4.功能查核方法及執行頻率。 
5.修正措施及紀錄。 
6.數據處理。 
7.品質保證提報。 
8.監測設施標準操作程序。 
9.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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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含下列項目 

連線計畫書 

1.連線專責人員姓名。 
2.連線軟、硬體設置時程計畫。 
3.傳輸模組軟、硬體規格。 
4.傳輸模組功能說明。 
5.連線軟、硬體設施檢查及修護標準程序。 
6.其它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連線確認報告書 

1.公私場所名稱。 
2.監測設施聯絡人員及連線專責人員姓名。 
3.確認機關名稱。 
4.確認機關承辦人員姓名。 
5.公私場所端資料備妥連線確認程序。 
6.傳輸模組與公私場所主機及地方主管機關傳輸測試結果。 
7.連線軟、硬體設施檢查及修護標準程序。 
8.其它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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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操作及連線傳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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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前條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公私
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及連線計畫書內容設置其
監測設施及連線設施。 

–二、依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內容操作維護其監測設施。 
–三、依連線確認報告書內容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傳輸
其監測數據。  



監測設施功能查核 

11 

•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應依下列規定進行監測設施之例行校
正、查核及保養，並作成紀錄，保存二年備查： 
– 一、零點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日至少進行一次。 
– 二、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之校正誤差查核，應每季進行一次。 
– 三、氣狀污染物及稀釋氣體之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應每季至少

進行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以替代查核方式或調整其查
核頻率。 

• (一)氯化氫監測設施得以標準氣體查核方式替代。 
• (二)各監測項目測試結果皆小於其設施規格值之二分
之一者，自下一季起得改為每半年至少進行一次。 

• (三)查核結果連續兩年符合其設施規格值者，自下一
季起得每年至少有一季應依相對準確度測試程序進行
外，其他季執行時得以相對準確度查核或標準氣體查
核方法進行。 



監測設施功能查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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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應維持監測設施符合設施規格值，
並應依下列規定進行例行校正測試： 

• 四、依監測設施使用手冊進行例行保養，並對校
正標準氣體及校正器材定期進行查核。 

•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校正測試或查核。 
– 前項測試或查核或查核應符合附錄一至附錄八規定。公私場

所應於執行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例行查核前五日通知地方
主管機關。 



應符合之性能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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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公私場所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監測設
施應符合附錄一校正誤差之性能規格；其氣狀污
染物、稀釋氣體與排放流率監測設施應符合附錄
二至附錄八相對準確度及準確度之性能規格。  



監測設施有效操作 

14 

• 第十五條 監測設施之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
應符合下列規定： 
– 二、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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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單位為%。 
T：固定污染源每季操作時間，單位為小時。 
t：監測設施汰換時間，單位為小時。 
Du：監測設施無效數據時間，單位為小時。 

Dm：監測設施遺失數據時間，單位為小時。  



原始數據及監測紀錄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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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監測設施依附錄
九量測頻率及紀錄值計算所得之數據，應作成紀
錄，並依下列規定保存： 
– 一、每次量測循環之原始數據及校正數據，保存三十
日備查。 

– 二、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六分鐘平均數據紀錄值、氣
狀污染物及稀釋氣體一小時平均數據紀錄值，保存二
年備查。  



紀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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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第十三條及前條之紀錄公私場所應於
每月十五日前，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報前一月份之紀錄。但其監測設施
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傳送監測數據者，不在此限。 
 
 

• (第一批至第四批、光電業、膠帶業) 



監測數據傳輸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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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經指定公告應與主管機關連線監測設
施之數據傳輸頻率如下： 
– 一、即時監測紀錄： 

• (一)自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其監測設施監測值超出排放警戒條件時，應每六分鐘傳輸粒狀
污染物不透光率每六分鐘平均數據紀錄值一次；每十五分鐘傳
輸氣狀污染物每十五分鐘平均數據紀錄值一次。 

•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應每六分鐘傳輸粒狀污
染物不透光率每六分鐘平均數據紀錄值一次；每十五分鐘傳輸
氣狀污染物每十五分鐘平均數據紀錄值一次。 

– 二、每日監測紀錄應於次日上午九時前傳輸。 
– 三、每月監測紀錄應於次月十五日前傳輸。 



應申報之操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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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前條第四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
之固定污染源或污染防制設備操作紀錄，其內容
如下： 
– 一、每日固定污染源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品產量及
其操作條件之紀錄。 

– 二、每日污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之紀錄。 
–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紀錄。  





簡報內容 
壹、103年版「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對CEMS管理之影響 
貳、「CEMS管理辦法」修正前之因應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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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版「電力設
施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對CEMS

管理之影響 
壹 



1.1起火及停車定義 

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30099730號令修正發布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及符號定義如下： 
 七、起火：指啟動鍋爐或引擎之點火裝置，點燃主燃料，

並調整助燃空氣與燃料進量，使燃燒狀態處於最佳狀況
之動作。分為一般起火、停機後起火及歲修後起火。 

 九、停車：指關閉鍋爐或關閉引擎之助燃空氣進氣閥及
主燃料進料裝置，使鍋爐或引擎逐步降溫冷卻之動作。 

O2=8% O2=20% 起火期間 

停車期間 

氧氣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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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起火及停車期間定義 

汽力機組及汽電
共生設備鍋爐 

氣渦輪機及
複循環機組 

引擎機組 特殊情形 

起火
期間 

指自啟動點火裝
置至排氣中含氧
百分率達8%之操
作期間 

指自啟動點
火裝置至排
氣中含氧百
分率達15%
之操作期間 

指自啟動
點火裝置
起一小時
內之操作
期間 
 

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
機關核可後，
自啟動點火裝
置起適用一定
條件之操作期
間 

停車
期間 

指於維持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下，自開始逐步關閉助燃
空氣進氣閥及主燃料進料裝置至排氣中含氧百分率達百
分之二十止之操作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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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各電力設施排氣中各種空氣污染物濃度及排氣量之計算均以凱
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及一大氣壓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汽力機
組及汽電共生設備鍋爐以含氧百分率百分之六為參考基準，氣渦輪機
組及複循環機組以含氧百分率百分之十五為參考基準，引擎機組以含
氧百分率百分之十三為參考基準，各電力設施於起火期間及停車期間
以未經稀釋之排氣含氧百分率實測值為參考基準。污染物排放濃度及
排氣量之校正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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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污染物排放濃度，單位為mg／Nm3 或ppm。 
Cs：依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測定方法測得之污染物 
排放濃度，單位為mg／Nm3 或ppm。 
On：排氣中含氧百分率之參考基準值，單位為％。 
Os：排氣中含氧百分率之實測值，單位為％，如超過百分之二十，
則以百分之二十計算之。 
Q：排氣量，單位為立方公尺／分鐘(Nm3/min)。 
Qs：依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測定方法測得之排氣量，單位為立方
公尺／分鐘(Nm3/min)。 



「CEMS管理
辦法」修正前
之因應作法 

貳 



業者疑慮 

電力設施各機是且於某小時同時有「起火期間或停車期
間」及「正常運轉期間」適用標準疑問一節，考量前述
時段之起火期間及停車期間內電力設施機組操作特性及
污染防制技術 可行性，確有超過正常運轉期間排放標準
之情事，故電力設施各機組於某小時同時有「起火期間
或停車期間」及「正常運轉期間」，該小時應適用起火
期間及停車期間之排放標準。 

Q. 若某小時兼有起(或停)機期間及正常狀態時，其排
放標準如何認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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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CEMS 管理辦法附錄 12 (四) 2. (2) 資料識別
碼說明，固定污 染源於起火期間或停車期間，
尚屬非正常運轉進行發電，其連續自動監測設
施資料辨識碼得以“00”標示。 

此為體諒業者短時間內修改CEMS DAHS可能在經費編列及程式修改所需時
程所有不及，同時為避免造成業者未來因應「CEMS管理辦法」修訂可能需
再次修改CEMSDAHS在作業及經費上的重複支出之暫時作法 

業者疑慮 

Q. 

A. 

起火期間及停車期間之排放標準與正常運轉
時排放標準不同，若識別碼皆以「00」表
示，如何區分是否超標，故建議應予不同識
別碼以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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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放標準管制對象之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應依排放
標準第5條規定於起火期間及停車期間排氣中各種空氣污染物濃度
以未經稀釋之排氣含氧百分率實測值為參考基準，爰應進行其數
據擷取與處理系統(DAHS, Data Acquisition and Handling  System)汰
換變更作業，如尚未進行DAHS汰換變更作業，應向環保局提出申
請，另於汰換變更期間，並應保存所有監測記錄原始數據 (現行規
定為1個月，但在此例則需全部保留至CEMS DAHS修改符合規定
為止)，做為判定起火或停車期間之排放濃度是否符合排放標準依
據 。 

此為體諒業者短時間內修改CEMS DAHS可能在經費編列及程式修改所需時程
所有不及，同時為避免造成業者未來因應「CEMS管理辦法」修訂可能需再
次修改CEMSDAHS在作業及經費上的重複支出之暫時作法 

Q. 

A. 

業者疑慮 

何時需完成CEMS DAHS之修改以符合
「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要求起
火或停車期間CEMS應全程監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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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CEMSE管理辦法」附錄九、監測設施監測數據
之計算處理規範(四)全幅設定5.前述各款監測數據若超
過全幅範圍，應即調整修正全幅，並紀錄之。 

Q(1). 

A. 

業者疑慮 

CEMS辦法附錄九規定，氣狀物量測範圍應可達法
規標準的2倍，如起停標準SOX/NOX為  200 
ppm/250 ppm，則量測範圍應達400 ppm/500 
ppm，但新設污染源正常標準為 SOX/NOX為 30 
ppm/30  ppm ， 若 為 符 合 起 停 量 測 範 圍
400ppm/500ppm，將造成正常運轉量測時監測
準確性降低，CEMS修訂時請一併考量 

Q(2). 
監測數據應分佈於全幅20%~80%，但因起停
及正常運轉之污染物濃度與含氧率差異大，
全幅之限制規定將造成無效數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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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者較嚴格者適用之 

Q. 

A. 

業者疑慮 

若其他法令(如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文件)針對起停機另有定義，則應
適用該法令或「電力設施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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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監測數據擷取及處理系統
(DAHS)需上傳相關程式之規範 

將VOCs及Flare參考原則納入，與
修正現行規範漏列與不明確而常有
爭議之部分，以強化管制依據 

新增CEMS申請文件電子化之提
報，與展延、異動之規範 

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提高為90%，並配
合其他相關管制規範(電力業、水泥業)，
新增監測代碼並同時修正數據計算規範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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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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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管理辦法(92年版) 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本
文 

原25條法規 
完成設置及連線期限 
設置、操作與連線前應提報相關
文件及其審查程序 
例行校正測試及每季有效監測時
數百分率 
記錄、申報及保存 
連線傳輸 

修正後為27條法規(新增第11、24條) 
完成設置及連線期限 
設置、操作與連線前應提報相關文件及
其審查程序 
例行校正測試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 
記錄、申報及保存 
連線傳輸 
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使用紀錄保存年限
規範(新增第11條) 
回復原檢測頻率之條件規範(新增第24條) 

 

附
錄 

原14個附錄 
一至八：各類監測設施之規範 
九：監測設施監測數據之計算處
理規範 
十：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
之項目內容 
十一：傳輸模組功能規格 
十二至十四：即時、每日及每月
監測紀錄之傳輸數據格式 

修正後為15個附錄(新增廢氣燃燒塔規範) 
一至八：各類監測設施之規範 
九：監測設施監測數據之計算處理規範 
十：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之項目
內容 
十一：傳輸模組功能規格 
十二至十四：即時、每日及每月監測紀
錄之傳輸數據格式 
十五：Flare性能規範與連線傳輸格式 



新增文件電子化提報規範 

• 新增設置與連線之提報文件，應以網路傳
輸方式，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報。但報經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書面方式提報。
(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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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件電子化提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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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線上填寫相關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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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件電子化提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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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環保局進行線上審查 



新增監測設施相關申請文件展延、變更與異動之規範與期限。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十 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監測設施
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
確認報告書、連線計畫書及連線確認報告
書之項目內容，應符合附錄十規定。 

前項所述之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或連
線確認報告書，其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
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或連線確認報告書之展延申請，每次展延
不得超過五年。 

公私場所之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或連
線確認報告書，因監測設施操作內容或基
本資料異動而與記載內容不符，未涉及第
九條所稱之汰換、量測位置變更或替換者，
應於操作內容異動前一個月或基本資料異
動事實發生後六十日內提出申請，得不需
執行監測設施確認程序。 

第 十 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監測設
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
施確認報告書、連線計畫書及連線確認報
告書之項目內容，應符合附錄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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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異動 

新增文件展延、異動之規範 



提高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 

38 

各國標準 監測時數有效百分率 
美國40CFR75 ≥95% (每年) 
美國賓州 ≥90% (每月)，≥95% (每季) 
歐盟 ≥90% (每年) 
加拿大 第一年≥90%，第二年起≥95% 
西澳大利亞 ≥90% (每月) 
中國大陸 每5秒一筆數據，每小時≥45分鐘(75%)，每天≥18小時(75%)，每月≥22天 (≅70%) 
台灣 ≥85% (每季) 

 各國連線率標準普遍達每月90%每季95%以上(台灣為最寬鬆之規定) 

監測項目 
年度 OP SO2 NOx CO HCl O2 Flow 
現
行
法
規
版 

101年 97.31 96.86 97.29 95.35 96.4 96.96 97.13 
102年 96.49 95.6 95.7 94.49 94.43 96.15 96.5 
103年 96.37 95.97 96.08 94 95.07 96.22 94 

修
正
草
案
版 

101年 97.3 96.9 97.3 95.4 96.4 97.0 97.1 
102年 96.5 95.6 95.7 94.5 94.4 96.2 96.5 
103年 96.4 96.0 96.1 94.0 95.1 96.2 94.0 

 101-103年歷年全國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統計(均可達90%以上) 

目的：確實掌握公私場所污染源排放情形 

•101~103年統計資料來源：彙整16地方環保局回傳資料(統計至103年12月) 



提高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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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單位為%。 
T：固定污染源每季操作及未操作之總日曆天時數，

單位為小時。 
Da：主管機關稽核期間，影響監測設施正常運作之總

時數，單位為小時。 
Du：監測設施無效數據時數，單位為小時。 
Dm：監測設施遺失數據時數，單位為小時。 

第 十六 條  監測設施之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應達百分
之九十以上。但依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
所訂之各行業別管制及排放標準，另訂有效監
測時數百分率與計算公式者，依其規定辦理。 

修正計算公式與T之定義，由原操作時數修正為每季日曆天時數。
除使主管機關完整掌握公私場所之排放情形，對較少起停爐之業
者不會因起停爐不順而影響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之計算。 



• 因應其他相關管制需求(如電力業、水泥業之數據計算)，新增監測數據代
碼，並配合修正紀錄值之計算規定。 

新增數據計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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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定義 說明 

00 固定污染源暫停運轉時監測設施之紀錄值 
固定污染源因歲修或其它原因暫時停止運轉， 於
傳輸資料標註本辨識碼 

01 固定污染源起爐期間監測設施之紀錄值 固定污染源起火期間， 於傳輸資料標註本辨識碼 
02 固定污染源停車期間監測設施之紀錄值 固定污染源停車期間， 於傳輸資料標註本辨識碼 
03 主管機關稽核期間之紀錄值 主管機關稽核期間，影響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 
10 正常排放紀錄值   
11 超過排放標準紀錄值 監測設施紀錄值超過排放標準 

 新增數據計算之規定(附錄九) 
 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6分鐘平均值) 

 氣狀污染物、稀釋氣體、廢氣燃燒塔及排放流率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1小時平
均值) 

• 上述數據紀錄值，同時具有資料辨識碼為00、01、02或10之監測數據紀錄值時，
依下列順序選定該筆6分鐘平均值或1小時平均值應記錄之資料辨識碼 

(1)具有資料辨識碼為00者。 

(2)具有資料辨識碼為01或02者。 

(3)具有資料辨識碼為10者。 

 6分鐘平均值或1小時平均值超過排放標準值時，該筆平均值之資料辨識碼應
優先記錄為11。 



新增DAHS需上傳之規範 
• 新增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應含，監測數據擷取及
處理系統功能說明、需上傳之相關程式及其證明
文件。(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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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已開發之DAHS管理系統進
行管理 



法規公告後之配討措施 
數據認定問題 
本次修正內容僅涉及DAHS程式修訂，並未更動
硬體部分，因此待新版DAHS變更，並於完成監
測設施確認報告書申請前，公私場所之監測數據
均以舊版確認報告書之內容認定，因此無監測數
據無效之問題。 

配套措施 
分批次進行汰換 

• 以批次區分：第1批優先，期限為1年內完成；第2、3
批於CEMS管理辦法草案公告後第2年開始進行，期限
為1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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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某小時同時有「停爐(00) 」及「起火期間(01)或停車期間
(02) 」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00 
0015 A2 00 
0030 A3 00 
0045 A4 01 

15分鐘即時值 1小時平均值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02 
0015 A2 02 
0030 A3 00 
0045 A4 0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0 



 某小時同時有「停爐(00) 」及「正常運轉期間(1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00 
0015 A2 10 
0030 A3 10 
0045 A4 10 

15分鐘即時值 1小時平均值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0 



 某小時同時有「起火期間(01)或停車期間(02)」及「正常運轉期
間(1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01 
0015 A2 01 
0030 A3 10 
0045 A4 1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1 

15分鐘即時值 1小時平均值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10 
0015 A2 10 
0030 A3 02 
0045 A4 02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2 



 某小時同時有「停爐(00) 」及「正常運轉期間(10)」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000 A1 00 
0015 A2 10 
0030 A3 10 
0045 A4 10 

15分鐘即時值 1小時平均值 

時間 NOx濃度 資料辨識碼 
0100 B 00 



 若平均值超過排放標準則以資料辨識碼(11)為優先 

15分鐘即時值 1小時平均值 
Step1.先判別是否超過
排放標準，若超標則資
料辨識碼應為(11) 

Step2.若B濃度無超標，
則以A1~A4之資料辨識
碼，判別B之資料辨識
碼為何 

時間 NOx
濃度 

資料辨
識碼 

0000 A1 00 
0015 A2 10 
0030 A3 10 
0045 A4 10 

時間 NOx
濃度 

資料辨
識碼 

0100 B1 11 

時間 NOx
濃度 

資料辨
識碼 

0100 B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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