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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检测目的

了解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城市集中式水源地地下水水质状况

二、检测信息

委 托 方：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生态环境局

联 系 人：鲁义军

联系电话：13349422176

采样地点：龙江县城市集中式水源地

采样日期：2020 年 07 月 27 日

分析时间：2020 年 07 月 27 日-08 月 15 日

样品状态及性质：地下水：液态、无色、无味、无油膜

采 样 人：徐长利、王健、陈贵义、杨磊

分 析 人：刘海波、姜雪、闫春艳

分析地点：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国际五金建材城B03栋103室

三、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检测仪器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

名称及编号（含年限）

型号及仪器名

称
仪器编号

方法检出

限

地

下

水

色度
水质色度的测定(铂钴比色法)

GB/T 11903-1989

50ml 具塞比

色管
/ 5

臭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3.1 臭和味臭气和尝味法）

GB/T 5750.4-2006

-- / --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目视比浊法）GB/T 13200-1991
100ml 具塞比

色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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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

名称及编号（含年限）

型号及仪器名

称
仪器编号

方法检出

限

地

下

水

肉眼可见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4.1 肉眼可见物 直接观察法）

GB/T 5750.4-2006

-- / --

pH
便携式 pH 计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p104

笔式酸度计

pH -10/100A
JC0032

0.01

(无量纲)

总硬度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 滴定法

GB/T7477-1987

酸式滴定管

25mL
1702152 5.00

溶解性总固

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8.1 溶解性总固体称量法）

GB/T 5750.4-2006

电子天平

FA1004B
160203 --

硫酸盐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899-1989

电 子 天 平

FA1004B

101 型系列电

热鼓风干燥箱

FX101-1

160203

1410405 10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11896-1989

酸式滴定管

25mL
1702152 10

铁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1989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3

锰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1989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1

铜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 镉、铜、铅《水和废水监

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局（2002 年）P331-334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01

锌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7475-87（直接法）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5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 镉、铜、铅《水和废水监

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局（2002 年）P331-334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01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 镉、铜、铅《水和废水监

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局（2002 年）P331-334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001



报告编号： S200727-2

黑龙江绿宸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报告查询码

第 3 页 共 9 页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

名称及编号（含年限）

型号及仪器名

称
仪器编号

方法检出

限

地

下

水

铝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3 无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光）

GB/T 5750.6-2006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10

钠
水质 钾和钠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04-1989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TAS-990 AFG

29-0998-

01-0027
0.01

耗氧量

（CODmn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1.1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酸式滴定管

25mL
1702152 0.05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方法 1 萃取分光光度法)

T6S 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25-1650-

01-0446

0.0003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

法 GB/T 7494-1987
0.05

氨 氮
水 质 氨 氮 的 测 定 纳 氏 试 剂 分 光 光 度 法

HJ535-2009
0.025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0.005

亚硝酸盐

(以 N计)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7493-1987
0.003

硝酸盐(以 N

计)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T 7480-1987
0.02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0.004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与分光光度法

（方法 2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0.004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2009
0.02

碘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11.1 硫酸铈催化分光光度法）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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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

名称及编号（含年限）

型号及仪器名

称
仪器编号

方法检出

限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原子荧光光度

计 RGF-6200

62001806

01

0.00004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0.0003

硒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0.0004

总大肠菌群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生化培养箱

SHX-250Ⅲ
16090569

2

(MPN/100m

l)

菌落总数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皿计法

HJ1000-2018
1(CFU/ml)

四、检测点位及频次

地下水：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城市集中式水源地布设 1个监测点位，监

测 1天，检测 1 次。

五、检测结果

类别
采样

地点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色度/(度） 5L ≤15

臭和味/（mg/L） 无 无

浑浊度/NTU 1L ≤3

肉眼可见物/（mg/L）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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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采样

地点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地

下

水

集中

式水源

地

pH /（无量纲） 6.73 6.5≤pH≤8.5

总硬度（以 CaCO3 计）/（mg/L） 213 ≤450

溶解性总固体/（mg/L） 279 ≤1000

硫酸盐/（mg/L） 16 ≤250

氯化物/（mg/L） 14 ≤250

镉/（mg/L） 0.0001L ≤0.005

铜/（mg/L） 0.001L ≤1.00

锌/（mg/L） 0.05L ≤1.00

铅/（mg/L） 0.001L ≤0.01

铝/（mg/L） 0.010L ≤0.20

锰/（mg/L） 0.01L ≤0.10

铁/（mg/L） 0.06 ≤0.3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

/（mg/L）
1.7 ≤3.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05L ≤0.3

挥发酚/（mg/L） 0.0003L ≤0.002

氨 氮/（mg/L） 0.052 ≤0.50

硫化物/（mg/L） 0.005L ≤0.02

钠/（mg/L） 24.6 ≤200

氟化物/（mg/L） 0.19 ≤1.0

碘化物/（mg/L） 0.005 ≤0.08

汞/（mg/L） 0.00004L ≤0.001

砷/（mg/L） 0.0003L ≤0.01

硒/（mg/L） 0.0004L ≤0.01

总大肠菌群/（MPN
b
/100ml) 2L ≤3.0

菌落总数/（CFU/ml） 1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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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采样

地点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地

下

水

集 中

式 水

源地

氰化物/（mg/L） 0.004L ≤0.05

铬（六价）/（mg/L） 0.004L ≤0.05

亚硝酸盐(以 N 计)/（mg/L） 0.003L ≤1.00

硝酸盐(以 N 计)/（mg/L） 10.4 ≤20.0

*总α放射性（Bq/L） ＜0.043 ≤0.5

*总β放射性（Bq/L） ＜0.015 ≤1.0

*苯/（µg/L） 1.4L ≤10.0

*甲苯/（µg/L） 1.4L ≤700

*三氯甲烷/（µg/L） 1.4L ≤2.0

*四氯化碳/（µg/L） 1.5L ≤10.0

*铍 mg/L 4.00×10-5
L ≤0.002

*硼 mg/L 0.4L ≤0.50

*锑 mg/L 1.50×10-4
L ≤0.005

*钡 mg/L 2.16×10-2
≤0.70

*镍 mg/L 9.70×10-4
≤0.02

*钴 mg/L 3.00×10-5
L ≤0.05

*钼 mg/L 9.60×10-4
≤0.07

*银 mg/L 4.00×10-5L ≤0.05

*铊 mg/L 2.00×10-5 ≤0.0001

*二氯甲烷 /（µg/L） 1.0L ≤20

*1,2-二氯乙烷 /（µg/L） 1.4L ≤30.0

*1,1,1-三氯乙烷/（µg/L） 1.4L ≤2000

*1,1,2-三氯乙烷 /（µg/L） 1.5L ≤5.0

*1,2-二氯丙烷/（µg/L） 1.2L ≤5.0

*三溴甲烷/（µg/L） 0.6L ≤100

*氯乙烯/（µg/L） 1.5L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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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采样

地点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地

下

水 集 中

式 水

源地

*1,1-二氯乙烯/（µg/L） 1.2L ≤30.0

*1,2-二氯乙烯/（µg/L） 2.3L ≤50.0

*三氯乙烯 /（µg/L） 1.2L ≤70.0

*四氯乙烯/（µg/L） 1.2L ≤40.0

*氯苯/（µg/L） 1.0L ≤300

*邻二氯苯/（µg/L） 0.8L ≤1000

*对二氯苯/（µg/L） 0.8L ≤300

*三氯苯（总量）/（µg/L） ＜0.04 ≤20.0

*乙苯/（µg/L） 0.8L ≤300

*二甲苯（µg/L） 3.6L ≤500

*苯乙烯/（µg/L） 0.6L ≤20.0

*2,4-二硝基甲苯/（µg/L） ＜0.018 ≤5.0

*2,6-二硝基甲苯/（µg/L） ＜0.017 ≤5.0

*萘/（µg/L） ＜0.4 ≤100

*蒽 /（µg/L） ＜0.005 ≤1800

*荧蒽/（µg/L） ＜0.002 ≤240

*苯并（b）荧蒽/（µg/L） 0.007 ≤4.0

*苯并（a）芘/（µg/L） ＜0.004 ≤0.01

*多氯联苯（总量）/（µg/L） ＜0.0022 ≤0.50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脂/（µg/L） ＜2 ≤8.0

*2,4,6-三氯酚 /（µg/L） ＜0.0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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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采样

地点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地

下

水

集 中

式 水

源地

*五氯酚 /（µg/L） ＜0.03 ≤9.0

*六六六（总量）/（µg/L） ＜0.01 ≤5.00

*γ- 六六六（林丹）/（µg/L） ＜0.01 ≤2.00

*滴滴涕（总量）/（µg/L） ＜0.02 ≤1.00

*六氯苯 /（µg/L） ＜0.01 ≤1.00

*七氯/（mg/L） ＜0.01 ≤0.40

*2,4-滴/（µg/L） ＜0.05 ≤30.0

*克百威/（µg/L） ＜0.05 ≤7.00

*涕灭威/（µg/L） ＜0.04 ≤3.00

*敌敌畏/（µg/L） ＜0.05 ≤1.00

*甲基对硫磷/（µg/L） ＜0.1 ≤20.0

*马拉硫磷 /（µg/L） ＜0.1 ≤250

*乐果/（µg/L） ＜0.1 ≤80.0

*毒死蜱/（µg/L） ＜2 ≤30.0

*百菌清/（µg/L） ＜0.4 ≤10.0

*莠去津/（µg/L） ＜0.04 ≤2.00

*草甘膦/（µg/L） ＜25 ≤700

备注：1．限值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Ⅲ类标准限值。

2. 检测值低于方法检出限时，在检出限后加“L”表示。

3. “＜”表示低于检出限。

4. “--”表示无规定。

4．*为分包项目：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实验测试中心检测项目。



报告编号： S200727-2

黑龙江绿宸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报告查询码

第 9 页 共 9 页

此页无正文

报告编写人：

审核人：

批准人：

黑龙江绿宸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签发日期：2020 年 08 月 18 日


	三、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检测仪器
	四、检测点位及频次 
	地下水：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城市集中式水源地布设1个监测点位，监测1天，检测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