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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

五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４］１６９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监测制度，制订监测规范”的规定，规范环境监测

行为，提高环境监测质量，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五项

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ＨＪ／Ｔ１６４—２００４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５—２００４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６—２００４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７—２００４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８—２００４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上述五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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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

制订监测规范”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要求，积极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掌握地下

水环境质量，保护地下水水质，防治地下水污染，以保障人体健康，特制订本技术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地下水环境监测点网的布设与采样、样品管理、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实验室分

析、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等项工作的要求。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负责起草。

本规范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解释。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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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１　总则

１１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地下水的环境监测，包括向国家直接报送监测数据的国控监测井，省 （自治区、

直辖市）级、市 （地）级、县级控制监测井的背景值监测和污染控制监测。

本规范不适用于地下热水、矿水、盐水和卤水。

１２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即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

ＧＢ６８１６　水质　词汇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ＧＢ１２９９７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ＧＢ１２９９８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１２９９９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
ＧＢ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Ｔ１４８４８　地下水质量标准
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２００１年）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１３　术语
１３１

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狭义指埋藏于地面以下岩土孔隙、裂隙、溶隙饱和层中的重力水，广义指地表以下各种形式的水。

１３２
重力水　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ａｔｅｒ
岩土中在重力作用下能自由运动的地下水。

１３３
含水层　ａｑｕｉｆｅｒ
能够贮存、渗透的饱水岩土层。

１３４
隔水层　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ｂｅｄ
结构致密、透水性极弱的导水速率不足以对井或泉提供明显水量的岩土层。

１３５
包气带　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地面以下潜水面以上与大气相通的地带。

１３６
上层滞水　ｐｅｒｃｈｅｄｗａｔｅｒ
包气带中局部隔水层上所积聚的具有自由水面的重力水。

１３７
潜水　ｈｐｒｅａｔｉｃｗａｔｅ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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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１３８
承压水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ｗａｔｅｒ
充满于上、下两个相对隔水层之间的含水层，对顶板产生静水压力的地下水。

１３９
含水介质　ｗａｔ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
赋存地下水且水流在其中运动的岩土物质。

１３１０
孔隙水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存在于岩土体孔隙中的重力水。

１３１１
裂隙水　ｆｉｓｓｕｒｅｗａｔｅｒ
贮存于岩体裂隙中的重力水。

１３１２
岩溶水　ｋａｒｓｔｗａｔｅｒ
贮存于可溶性岩层溶隙 （穴）中的重力水。

１３１３
泉　ｓｐｒｉｎｇ
地下水的天然露头。

１３１４
矿泉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ｒｉｎｇ
含有一定数量矿物质和气体，有时水温超过２０℃的泉。

１３１５
水文地质条件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地下水埋藏、分布、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水质和水量及其形成地质条件等的总称。

１３１６
水文地质单元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ｕｎｉｔ
具有统一补给边界和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地下水系统。

１３１７
地下水埋深 （地下水埋藏深度）　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
从地表面至地下水潜水面或承压水面的垂直深度。

１３１８
水位　ｓｔａｇｅ
自由水面相对于某一基面的高程。

１３１９
静水位 （天然水位）　ｓｔａ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抽水前井孔中的稳定地下水位。

１３２０
动水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抽水试验过程中井孔内某一时刻的水位。

１３２１
水深　ｄｅｐｔｈ
水体的自由水面到其床面的竖直距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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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２
地下热水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ａｔｅｒ
温度显著高于当地平均气温，或高于观测深度内围岩温度的地下水。

１３２３
地下盐水　ｓａｌｔ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总矿化度在１０～５０ｇ／Ｌ之间的地下水。

１３２４
地下卤水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ｂｒｉｎｅ
总矿化度大于５０ｇ／Ｌ的地下水。

１３２５
矿水　ｍｉｎｅｒａｌｗａｔｅｒ
含有某些特殊组分或气体，或者有较高温度、具有医疗作用的地下水。

１３２６
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区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ｅ
开采某一含水层，当开采量持续大于补给量时，形成地下水面向下凹陷、形似漏斗状的水位下降

区。

１３２７
地下水污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污染物沿包气带竖向入渗，并随地下水流扩散和输移导致地下水体污染的现象。

１３２８
自净　ｓｅｌｆ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水体依靠自身能力，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面的作用下，使水体中污染物无害化或污染物浓度下

降的过程。

１３２９
地下水水质监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为了掌握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和地下水体中污染物的动态变化，对地下水的各种特性指标取样、

测定，并进行记录或发生讯号的程序化过程。

１３３０
水样　ｗａ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ｅ
为检验各种水质指标，连续地或不连续地从特定的水体中取出尽可能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水。

１３３１
采样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为检验各种规定的水质特性，从水体中采集具有代表性水样的过程。

１３３２
瞬时水样　ｓｎａｐｓａｍｐｌｅ
从水体中不连续地随机 （就时间和地点而言）采集的单一样品。

１３３３
自动采样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采样过程中不需人干预，通过仪器设备按预先编定的程序进行连续或不连续的采样。

２　地下水监测点网设计

２１　监测点网布设原则
２１１　在总体和宏观上应能控制不同的水文地质单元，须能反映所在区域地下水系的环境质量状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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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下水质量空间变化。

２１２　监测重点为供水目的的含水层。
２１３　监控地下水重点污染区及可能产生污染的地区，监视污染源对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及动态变
化，以反映所在区域地下水的污染特征。

２１４　能反映地下水补给源和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
２１５　监控地下水水位下降的漏斗区、地面沉降以及本区域的特殊水文地质问题。
２１６　考虑工业建设项目、矿山开发、水利工程、石油开发及农业活动等对地下水的影响。
２１７　监测点网布设密度的原则为主要供水区密，一般地区稀；城区密，农村稀；地下水污染严重
地区密，非污染区稀。尽可能以最少的监测点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环境信息。

２１８　考虑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和实际采样的可行性、方便性，尽可能从经常使用的民井、生产井以
及泉水中选择布设监测点。

２１９　监测点网不要轻易变动，尽量保持单井地下水监测工作的连续性。
２２ 监测点网布设要求
２２１　在布设监测点网前，应收集当地有关水文、地质资料，包括：
２２１１　地质图、剖面图、现有水井的有关参数 （井位、钻井日期、井深、成井方法、含水层位

置、抽水试验数据、钻探单位、使用价值、水质资料等）。

２２１２　作为当地地下水补给水源的江、河、湖、海的地理分布及其水文特征 （水位、水深、流

速、流量），水利工程设施，地表水的利用情况及其水质状况。

２２１３　含水层分布，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方向，地下水质类型和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２２１４　对泉水出露位置，了解泉的成因类型、补给来源、流量、水温、水质和利用情况。
２２１５　区域规划与发展、城镇与工业区分布、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情况，化肥农药施用情况，水
污染源及污水排放特征。

２２２　国控地下水监测点网密度一般不少于每一百平方千米０１眼井，每个县至少应有１～２眼井，
平原 （含盆地）地区一般为每一百平方千米０２眼井，重要水源地或污染严重地区适当加密，沙漠
区、山丘区、岩溶山区等可根据需要，选择典型代表区布设监测点。省控、市控地下水监测点网密度

可根据２１和２２３的要求自定。
２２３　在下列地区应布设监测点 （监测井）

２２３１　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的地区。
２２３２　饮水型地方病 （如高氟病）高发地区。

２２３３　对区域地下水构成影响较大的地区，如污水灌溉区、垃圾堆积处理场地区、地下水回灌区
及大型矿山排水地区等。

２３　监测点 （监测井）设置方法

２３１　背景值监测井的布设
为了解地下水体未受人为影响条件下的水质状况，需在研究区域的非污染地段设置地下水背景值

监测井 （对照井）。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单元状况和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在污染区外围地下水水流上方垂直水流方

向，设置一个或数个背景值监测井。背景值监测井应尽量远离城市居民区、工业区、农药化肥施放

区、农灌区及交通要道。

２３２　污染控制监测井的布设
污染源的分布和污染物在地下水中扩散形式是布设污染控制监测井的首要考虑因素。各地可根据

当地地下水流向、污染源分布状况和污染物在地下水中扩散形式，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布设污染控制

监测井，监测重点是供水水源地保护区。

２３２１　渗坑、渗井和固体废物堆放区的污染物在含水层渗透性较大的地区以条带状污染扩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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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井应沿地下水流向布设，以平行及垂直的监测线进行控制。

２３２２　渗坑、渗井和固体废物堆放区的污染物在含水层渗透性小的地区以点状污染扩散，可在污
染源附近按十字形布设监测线进行控制。

２３２３　当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污染物沿河渠排放或渗漏以带状污染扩散时，应根据河渠的状
态、地下水流向和所处的地质条件，采用网格布点法设垂直于河渠的监测线。

２３２４　污灌区和缺乏卫生设施的居民区生活污水易对周围环境造成大面积垂直的块状污染，应以
平行和垂直于地下水流向的方式布设监测点。

２３２５　地下水位下降的漏斗区，主要形成开采漏斗附近的侧向污染扩散，应在漏斗中心布设监控
测点，必要时可穿过漏斗中心按十字形或放射状向外围布设监测线。

２３２６　透水性好的强扩散区或年限已久的老污染源，污染范围可能较大，监测线可适当延长，反
之，可只在污染源附近布点。

２３３　区域内的代表性泉、自流井、地下长河出口应布设监测点。
２３４　为了解地下水与地表水体之间的补 （给）排 （泄）关系，可根据地下水流向在已设置地表

水监测断面的地表水体设置垂直于岸边线的地下水监测线。

２３５　选定的监测点 （井）应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认。一经确认不准任意变动。确需变

动时，需征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重新进行审查确认。

２４　监测井的建设与管理
２４１　应选用取水层与监测目的层相一致、且是常年使用的民井、生产井为监测井。监测井一般不
专门钻凿，只有在无合适民井、生产井可利用的重污染区才设置专门的监测井。

２４２　监测井应符合以下要求：
２４２１　监测井井管应由坚固、耐腐蚀、对地下水水质无污染的材料制成。
２４２２　监测井的深度应根据监测目的、所处含水层类型及其埋深和厚度来确定，尽可能超过已知
最大地下水埋深以下２ｍ。
２４２３　监测井顶角斜度每百米井深不得超过２°。
２４２４　监测井井管内径不宜小于０１ｍ。
２４２５　滤水段透水性能良好，向井内注入灌水段 １ｍ井管容积的水量，水位复原时间不超过
１０ｍｉｎ，滤水材料应对地下水水质无污染。
２４２６　监测井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止水良好，承压水监测井应分层止水，潜水监测井不得穿
透潜水含水层下的隔水层的底板。

２４２７　新凿监测井的终孔直径不宜小于０２５ｍ，设计动水位以下的含水层段应安装滤水管，反滤
层厚度不小于００５ｍ，成井后应进行抽水洗井。
２４２８　监测井应设明显标识牌，井 （孔）口应高出地面０５～１０ｍ，井 （孔）口安装盖 （保护

帽），孔口地面应采取防渗措施，井周围应有防护栏。监测水量监测井 （或自流井）尽可能安装水量

计量装置，泉水出口处设置测流装置。

２４３　水位监测井不得靠近地表水体，且必须修筑井台，井台应高出地面０５ｍ以上，用砖石浆砌，
并用水泥沙浆护面。人工监测水位的监测井应加设井盖，井口必须设置固定点标志。

２４４　在水位监测井附近选择适当建筑物建立水准标志。用以校核井口固定点高程。
２４５　监测井应有较完整的地层岩性和井管结构资料，能满足进行常年连续各项监测工作的要求。
２４６　监测井的维护管理
２４６１　应指派专人对监测井的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设施一经损坏，必须及时修复。
２４６２　每两年测量监测井井深，当监测井内淤积物淤没滤水管或井内水深低于１ｍ时，应及时清
淤或换井。

２４６３　每５年对监测井进行一次透水灵敏度试验，当向井内注入灌水段１ｍ井管容积的水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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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复原时间超过１５ｍｉｎ时，应进行洗井。
２４６４　井口固定点标志和孔口保护帽等发生移位或损坏时，必须及时修复。
２４６５　对每个监测井建立 《基本情况表》（见表２１），监测井的撤销、变更情况应记入原监测井
的 《基本情况表》内，新换监测井应重新建立 《基本情况表》。

表２１　地下水监测井基本情况表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监测井类型

位置

　 市 （县） 区 （乡、镇） 街 （村）

号 方向距离 ｍ

　东经 ° ′ ″，北纬 ° ′
″

成井单位 成井日期 建立资料日期

井深／ｍ 井径／ｍｍ 井口标高／ｍ

静水位标高／ｍ 流域 （水系） 地面高程／ｍ

地下水类型 地层结构 监测井地理位置图 监测井撤销、变更说明

埋藏

条件

含水介

质类型
使用功能

深度／
ｍ

厚度／
ｍ

地层结构 岩性描述

年　　月　　日

　　注：“埋藏条件”按滞水、潜水、承压水填写，“含水介质类型”按孔隙水、裂隙水、岩溶水填写。

３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和现场监测

３１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３１１　确定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的原则
３１１１　依据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监测井使用功能，结合当地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实际情
况，力求以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最有时间代表性的样品，达到全面反映区域地下水质状况、污染原

因和规律的目的。

３１１２　为反映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地下水采样频次与时间尽可能与地表水相一致。
３１２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３１２１　背景值监测井和区域性控制的孔隙承压水井每年枯水期采样１次。
３１２２　污染控制监测井逢单月采样１次，全年６次。
３１２３　作为生活饮用水集中供水的地下水监测井，每月采样１次。
３１２４　污染控制监测井的某一监测项目如果连续两年均低于控制标准值的１／５，且在监测井附近
确实无新增污染源，而现有污染源排污量未增的情况下，该项目可每年在枯水期采样１次进行监测。
一旦监测结果大于控制标准值的１／５，或在监测井附近有新的污染源或现有污染源新增排污量时，即
恢复正常采样频次。

３１２５　同一水文地质单元的监测井采样时间尽量相对集中，日期跨度不宜过大。
３１２６　遇到特殊的情况或发生污染事故，可能影响地下水水质时，应随时增加采样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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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采样技术
３２１　采样前的准备
３２１１　确定采样负责人

采样负责人负责制定采样计划并组织实施。采样负责人应了解监测任务的目的和要求，并了解采

样监测井周围的情况，熟悉地下水采样方法、采样容器的洗涤和样品保存技术。当有现场监测项目和

任务时，还应了解有关现场监测技术。

３２１２　制定采样计划
采样计划应包括：采样目的、监测井位、监测项目、采样数量、采样时间和路线、采样人员及分

工、采样质量保证措施、采样器材和交通工具、需要现场监测的项目、安全保证等。

３２１３　采样器材与现场监测仪器的准备
采样器材主要是指采样器和水样容器。

（１）采样器
地下水水质采样器分为自动式和人工式两类，自动式用电动泵进行采样，人工式可分活塞式与隔

膜式，可按要求选用。

地下水水质采样器应能在监测井中准确定位，并能取到足够量的代表性水样。

采样器的材质和结构应符合 《水质采样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２）水样容器的选择及清洗
水样容器的选择原则：

ａ容器不能引起新的玷污；
ｂ容器壁不应吸收或吸附某些待测组分；
ｃ容器不应与待测组分发生反应；
ｄ能严密封口，且易于开启；
ｅ容易清洗，并可反复使用。
水样容器选择、洗涤方法和水样保存方法见附录Ａ。附录Ａ中所列洗涤方法指对在用容器的一般

洗涤方法。如新启用容器，则应做更充分的清洗，水样容器应做到定点、定项。

（３）现场监测仪器
对水位、水量、水温、ｐＨ值、电导率、浑浊度、色、臭和味等现场监测项目，应在实验室内准

备好所需的仪器设备，安全运输到现场，使用前进行检查，确保性能正常。

３２２　采样方法
３２２１　地下水水质监测通常采集瞬时水样。
３２２２　对需测水位的井水，在采样前应先测地下水位。
３２２３　从井中采集水样，必须在充分抽汲后进行，抽汲水量不得少于井内水体积的２倍，采样深
度应在地下水水面０５ｍ以下，以保证水样能代表地下水水质。
３２２４　对封闭的生产井可在抽水时从泵房出水管放水阀处采样，采样前应将抽水管中存水放净。
３２２５　对于自喷的泉水，可在涌口处出水水流的中心采样。采集不自喷泉水时，将停滞在抽水管
的水汲出，新水更替之后，再进行采样。

３２２６　采样前，除五日生化需氧量、有机物和细菌类监测项目外，先用采样水荡洗采样器和水样
容器２～３次。
３２２７　测定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项目的水样，采样时水样必
须注满容器，上部不留空隙。但对准备冷冻保存的样品则不能注满容器，否则冷冻之后，因水样体积

膨胀使容器破裂。测定溶解氧的水样采集后应在现场固定，盖好瓶塞后需用水封口。

３２２８　测定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石油类、重金属、细菌类、放射性等项目的水样应分别单
独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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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９　各监测项目所需水样采集量见附录 Ａ，附录 Ａ中采样量已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
要，并留有余地。

３２２１０　在水样采入或装入容器后，立即按附录Ａ的要求加入保存剂。
３２２１１　采集水样后，立即将水样容器瓶盖紧、密封，贴好标签，标签设计可以根据各站具体情
况，一般应包括监测井号、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目、采样人等。

３２２１２　用墨水笔在现场填写 《地下水采样记录表》，字迹应端正、清晰，各栏内容填写齐全。

３２２１３　采样结束前，应核对采样计划、采样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漏采，应立即重采或补采。
３２３　采样记录

地下水采样记录包括采样现场描述和现场测定项目记录两部分，各省可按表３１的格式设计全省
统一的采样记录表。每个采样人员应认真填写 《地下水采样记录表》。

表３１　地下水采样记录表
监测站名

监

测

井

编

号

监

测

井

名

称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采

样

时

间

采

样

方

法

采

样

深

度

／ｍ

气

温

／℃

天

气

状

况

现场测定记录

水位／
ｍ

水量／

（ｍ３／ｓ）
水温／
℃

色 臭和味 浑浊度
肉眼

可见物

ｐＨ
值

电导率／
（μＳ／ｃｍ）

样品

性状

样品瓶

数量

固定剂

加入

情况

备　注

　　采样人员 记录人员

３３　地下水采样质量保证
３３１　采样人员必须通过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切实掌握地下水采样技术，熟知采样器具的使用和
样品固定、保存、运输条件。

３３２　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不应有影响采样质量的行为，如使用化妆品，在采样时、样品分装时及
样品密封现场吸烟等。汽车应停放在监测点 （井）下风向５０ｍ以外处。
３３３　每批水样，应选择部分监测项目加采现场平行样和现场空白样，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３３４　每次测试结束后，除必要的留存样品外，样品容器应及时清洗。
３３５　各监测站应配置水质采样准备间，地下水水样容器和污染源水样容器应分架存放，不得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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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下水水样容器应按监测井号和测定项目，分类编号、固定专用。

３３６　同一监测点 （井）应有两人以上进行采样，注意采样安全，采样过程要相互监护，防止中毒

及掉入井中等意外事故的发生。

３４　地下水现场监测
凡能在现场测定的项目，均应在现场测定。

３４１　现场监测项目
包括水位、水量、水温、ｐＨ值、电导率、浑浊度、色、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指标，同时还应

测定气温、描述天气状况和近期降水情况。

３４２　现场监测方法
３４２１　水位

（１）地下水水位监测是测量静水位埋藏深度和高程。水位监测井的起测处 （井口固定点）和附

近地面必须测定高度。可按ＳＬ５８—９３《水文普通测量规范》执行，按五等水准测量标准监测。
（２）水位监测每年２次，丰水期、枯水期各１次。
（３）与地下水有水力联系的地表水体的水位监测，应与地下水水位监测同步进行。
（４）同一水文地质单元的水位监测井，监测日期及时间尽可能一致。
（５）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自记水位仪、电测水位仪或地下水多参数自动监测仪进行水位监测。
（６）手工法测水位时，用布卷尺、钢卷尺、测绳等测具测量井口固定点至地下水水面竖直距离

两次，当连续两次静水位测量数值之差不大于 ±１ｃｍ／１０ｍ时，将两次测量数值及其均值记入表３１
《地下水采样记录表》内。

（７）水位监测结果以米 （ｍ）为单位，记至小数点后两位。
（８）每次测水位时，应记录监测井是否曾抽过水，以及是否受到附近井的抽水影响。

３４２２　水量
（１）生产井水量监测可采用水表法或流量计法。
（２）自流水井和泉水水量监测可采用堰测法或流速仪法。
（３）当采用堰测法或孔板流量计进行水量监测时，固定标尺读数应精确到毫米 （ｍｍ）。
（４）水量监测结果 （ｍ３／ｓ）记至小数点后两位。

３４２３　水温
（１）对下列地区应进行地下水温度监测：
ａ地表水与地下水联系密切地区；
ｂ进行回灌地区；
ｃ具有热污染及热异常地区。
（２）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自动测温仪测量水温，自动测温仪探头应放在最低水位以下３ｍ处。
（３）手工法测水温时，深水水温用电阻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量，水温计应放置在地下水面以

下１ｍ处 （对泉水、自流井或正在开采的生产井可将水温计放置在出水水流中心处，并全部浸入水

中），静置１０ｍｉｎ后读数。
（４）连续监测两次，连续两次测值之差不大于０４℃时，将两次测量数值及其均值记入表３１

《地下水采样记录表》内。

（５）同一监测点应采用同一个温度计进行测量。
（６）水温监测每年１次，可与枯水期水位监测同步进行。
（７）监测水温的同时应监测气温。
（８）水温监测结果 （℃）记至小数点后一位。

３４２４　ｐＨ值
用测量精度高于０１的ｐＨ计测定。测定前按说明书要求认真冲洗电极并用两种标准溶液校准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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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３４２５　电导率
用误差不超过１％的电导率仪测定，报出校准到２５℃时的电导率。

３４２６　浑浊度
用目视比浊法或浊度计法测量。

３４２７　色
（１）黄色色调地下水色度采用铂－钴标准比色法监测。
（２）非黄色色调地下水，可用相同的比色管，分取等体积的水样和去离子水比较，进行文字定

性描述。

３４２８　臭和味
测试人员应不吸烟，未食刺激性食物，无感冒、鼻塞症状。

（１）原水样的臭和味
取１００ｍｌ水样置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内，振摇后从瓶口臭水的气味，用适当词语描述，并按六级记录

其强度，见表３２。
与此同时，取少量水样放入口中 （此水样应对人体无害），不要咽下去，品尝水的味道，加以描

述，并按六级记录强度等级，见表３２。
（２）原水煮沸后的臭和味
将上述锥形瓶内水样加热至开始沸腾，立即取下锥形瓶，稍冷后按 （１）法嗅气和尝味，用适当

的词句加以描述，并按六级记录其强度，如表３２。

表３２　臭和味的强度等级

等　级 强　度 说　　　　明

０ 无 无任何臭和味

１ 微弱 一般饮用者甚难察觉，但臭、味敏感者可以发觉

２ 弱 一般饮用者刚能察觉

３ 明显 已能明显察觉

４ 强 已有很显著的臭和味

５ 很强 有强烈的恶臭或异味

　　注：有时可用活性炭处理过的纯水作为无臭对照水。

３４２９　肉眼可见物
将水样摇匀，在光线明亮处迎光直接观察，记录所观察到的肉眼可见物。

３４２１０　气温
可用水银温度计或轻便式气象参数测定仪测量采样现场的气温。

３４３　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校准
３４３１　自记水位仪和电测水位仪应每季校准１次，地下水多参数自动监测仪每月校准１次，以便
及时消除系统误差。

３４３２　布卷尺、钢卷尺、测绳等水位测具每半年检定１次 （检定量具为５０ｍ或１００ｍ的钢卷尺），
其精度必须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允许的误差规定。

３４３３　水表、堰槽、流速仪、流量计等计量水量的仪器每年检定１次。
３４３４　水温计、气温计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０２℃，最大误差不超过±０２℃，每年检定１次。
３４３５　ｐＨ计、电导率仪、浊度计和轻便式气象参数测定仪应每年检定１次。
３４３６　目视比浊法和目视比色法所用的比色管应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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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样品管理

４１　样品运输
４１１　不得将现场测定后的剩余水样作为实验室分析样品送往实验室。
４１２　水样装箱前应将水样容器内外盖盖紧，对装有水样的玻璃磨口瓶应用聚乙烯薄膜覆盖瓶口并
用细绳将瓶塞与瓶颈系紧。

４１３　同一采样点的样品瓶尽量装在同一箱内，与采样记录逐件核对，检查所采水样是否已全部装
箱。

４１４　装箱时应用泡沫塑料或波纹纸板垫底和间隔防震。有盖的样品箱应有 “切勿倒置”等明显标

志。

４１５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照射，气温异常偏高或偏低时还应采取适当保温措施。
４１６　运输时应有押运人员，防止样品损坏或受玷污。
４２　样品交接

样品送达实验室后，由样品管理员接收。

４２１　样品管理员对样品进行符合性检查，包括：
４２１１　样品包装、标志及外观是否完好。
４２１２　对照采样记录单检查样品名称、采样地点、样品数量、形态等是否一致，核对保存剂加入
情况。

４２１３　样品是否有损坏、污染。
４２２　当样品有异常，或对样品是否适合监测有疑问时，样品管理员应及时向送样人员或采样人员
询问，样品管理员应记录有关说明及处理意见。

４２３　样品管理员确定样品唯一性编号，将样品唯一性标识固定在样品容器上，进行样品登记，并
由送样人员签字，见表４１。
４２４　样品管理员进行样品符合性检查、标识和登记后，应尽快通知实验室分析人员领样。

表４１　样 品 登 记 表
监测站名

送样日期 送样时间
监测点 （井）

名　称
样品编号 监 测 项 目 样品数量 样品性状 采样日期 送样人员

监测后样品

处理情况

　　接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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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样品标识
４３１　样品唯一性标识由样品唯一性编号和样品测试状态标识组成。各监测站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唯
一性编号方法。唯一性编号中应包括样品类别、采样日期、监测井编号、样品序号、监测项目等信息。

样品测试状态标识分 “未测”、“在测”、“测毕”３种，可分别以 “ ”、“ ”、“ ”表

示。样品初始测试状态 “未测＂标识由样品管理员标识。
４３２　样品唯一性标识应明示在样品容器较醒目且不影响正常监测的位置。
４３３　在实验室测试过程中由测试人员及时做好分样、移样的样品标识转移，并根据测试状态及时
作好相应的标记。

４３４　样品流转过程中，除样品唯一性标识需转移和样品测试状态需标识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
不得随意更改样品唯一性编号。分析原始记录应记录样品唯一性编号。

４４　样品贮存
４４１　每个监测站应设样品贮存间，用于进站后测试前及留样样品的存放，两者需分区设置，以免
混淆。

４４２　样品贮存间应置冷藏柜，以贮存对保存温度条件有要求的样品。必要时，样品贮存间应配置
空调。

４４３　样品贮存间应有防水、防盗和保密措施，以保证样品的安全。
４４４　样品管理员负责保持样品贮存间清洁、通风、无腐蚀的环境，并对贮存环境条件加以维持和
监控。

４４５　地下水样品变化快、时效性强，监测后的样品均留样保存意义不大，但对于测试结果异常样
品、应急监测和仲裁监测样品，应按样品保存条件要求保留适当时间。留样样品应有留样标识。

５　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

５１　监测项目
５１１　监测项目确定原则
５１１１　选择ＧＢ／Ｔ１４８４８《地下水质量标准》中要求控制的监测项目，以满足地下水质量评价和
保护的要求。

５１１２　根据本地区地下水功能用途，酌情增加某些选测项目。
５１１３　根据本地区污染源特征，选择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要求控制的监测项目，以反映本地
区地下水主要水质污染状况。

５１１４　矿区或地球化学高背景区和饮水型地方病流行区，应增加反映地下水特种化学组分天然背
景含量的监测项目。

５１１５　所选监测项目应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行业性监测技术规范、行业统一分析方法。
５１１６　随着本地区经济发展、监测条件的改善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可酌情增加某些监测项目。
５１２　监测项目
５１２１　常规监测项目

常规监测项目见表５１。

表５１　地下水常规监测项目表

必　测　项　目 选　测　项　目

　ｐＨ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
氮、亚硝酸盐氮、挥发性酚、总氰化物、高锰酸

盐指数、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铁、锰、

大肠菌群

　色、臭和味、浑浊度、氯化物、硫酸盐、碳酸氢盐、石油
类、细菌总数、硒、铍、钡、镍、六六六、滴滴涕、总 α放
射性、总β放射性、铅、铜、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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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　　特殊项目选测
（１）生活饮用水
可根据ＧＢ５７４９《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２００１年）中规

定的项目选取。

（２）工业用水
工业上用作冷却、冲洗和锅炉用水的地下水，可增测侵蚀性二氧化碳、磷酸盐、硅酸盐等项目。

（３）城郊、农村地下水
考虑施用化肥和农药的影响，可增加有机磷、有机氯农药及凯氏氮等项目。

当地下水用作农田灌溉时，可按ＧＢ５０８４《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规定，选取全盐量等项目。
（４）北方盐碱区和沿海受潮汐影响的地区
可增加电导率、溴化物和碘化物等监测项目。

（５）矿泉水
应增加水量、硒、锶、偏硅酸等反映矿泉水质量和特征的特种监测项目。

（６）水源性地方病流行地区
应增加地方病成因物质监测项目。如：

ａ在地甲病区，应增测碘化物；
ｂ在大骨节病、克山病区，应增测硒、钼等监测项目；
ｃ在肝癌、食道癌高发病区，应增测亚硝胺以及其他有关有机物、微量元素和重金属项目。
（７）地下水受污染地区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适当增加或减少有关监测项目。如：

ａ放射性污染区应增测总α放射性及总β放射性监测项目；
ｂ对有机物污染地区，应根据有关标准增测相关有机污染物监测项目；
ｃ对人为排放热量的热污染源影响区域，可增加溶解氧、水温等监测项目。
（８）在区域水位下降漏斗中心地区、重要水源地、缺水地区的易疏干开采地段，应增测水位。

５２　分析方法
５２１　分析方法选择原则
５２１１　优先选用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
５２１２　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监测项目，可选用行业统一分析方法或行业规范。
５２１３　采用经过验证的ＩＳＯ、美国ＥＰＡ和日本ＪＩＳ方法体系等其他等效分析方法，其检出限、准
确度和精密度应能达到质控要求。

５２１４　采用经过验证的新方法，其检出限、准确度和精密度不得低于常规分析方法。
５２２　分析方法

地下水监测分析方法见附录Ｂ。

６　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

６１　实验室分析基础条件
６１１　监测人员
６１１１　监测人员技术要求

地下水监测人员应具备扎实的环境监测、分析化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正确熟练地掌握地下水

监测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熟知有关环境监测管理的法规、标准和规定；学习和了解国内外地下

水监测新技术，新方法。

６１１２　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凡承担地下水监测工作、报告监测数据者，必须参加持证上岗考核。经考核合格、并取得 （某

３１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项目）合格证者，方能报出 （该项目）监测数据。

６１２　实验室环境
６１２１　实验室环境条件要求

（１）实验室应保持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通风良好、布局合理，相互有干扰的监测项目不在
同一实验室内操作，测试区域应与办公场所分离。

（２）监测过程中有废雾、废气产生的实验室和试验装置，应配置合适的排风系统；产生刺激性、
腐蚀性、有毒气体的实验操作应在通风柜内进行。

（３）分析天平应设置专室，安装空调、窗帘，南方地区最好配置去湿机，做到避光、防震、防
尘、防潮、防腐蚀性气体和避免空气对流，环境条件满足规定要求。

（４）化学试剂贮藏室必须防潮、防火、防爆、防毒、避光和通风，固体试剂和酸类、有机类等
液体试剂应隔离存放。

（５）对监测过程中产生的 “三废＂应妥善处理，确保符合环保、健康、安全的要求。
６１２２　实验室环境条件的监控

（１）监测项目或监测仪器设备对环境条件有具体要求和限制时，应配备对环境条件进行有效监
控的设施。

（２）当环境条件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时，必须停止监测。
６１３　实验用水

一般分析实验用水电导率应小于３０μＳ／ｃｍ。特殊用水则按有关规定制备，检验合格后使用。应
定期清洗盛水容器，防止容器玷污而影响实验用水的质量。

６１４　实验器皿
根据监测项目的需要，选用合适材质的器皿，必要时按监测项目固定专用，避免交叉污染。使用

后应及时清洗、晾干、防止灰尘玷污。

６１５　化学试剂
应采用符合分析方法所规定等级的化学试剂。配制一般试液，应采用不低于分析纯级的试剂。取

用试剂时，应遵循 “量用为出、只出不进＂的原则，取用后及时盖紧试剂瓶盖，分类保存，严格防
止试剂被玷污。固体试剂不宜与液体试剂或试液混合贮存。经常检查试剂质量，一经发现变质、失

效，应及时废弃。

６２　监测仪器
６２１　根据监测项目和工作量的要求，合理配备地下水采样、现场监测、实验室测试、数据处理和
维持环境条件所要求的所有仪器设备。

６２２　用于采样、现场监测、实验室测试的仪器设备及其软件应能达到所需的准确度，并符合相应
监测方法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

６２３　仪器设备在投入使用前 （服役前）应经过检定／校准／检查，以证实能满足监测方法标准或技
术规范的要求。仪器设备在每次使用前应进行检查或校准。

６２４　对在用仪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确保功能正常。
６２５　对监测结果的准确度和有效性有影响的测量仪器，在两次检定之间应定期用核查标准 （等精

度标准器）进行期间核查。

６３　试剂的配制和标准溶液的标定
６３１　根据使用情况适量配制试液。选用合适材质和容积的试剂瓶盛装，注意瓶塞的密合性。
６３２　用工作基准试剂直接配制标准溶液时，所用溶剂应为ＧＢ６６８２—１９９２《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
和试验方法》规定的二级以上纯水或优级纯 （不得低于分析纯）溶剂。称样量不应小于０１ｇ，用检
定合格的容量瓶定容。

６３３　用工作基准试剂标定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时，须两人进行实验，分别各做四平行，取两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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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其扩展不确定度一般不应大于０２％。
６３４　试剂瓶上应贴有标签，标明试剂名称、浓度、配制日期和配制人。需避光试剂应用棕色试剂
瓶盛装并避光保存。试剂瓶中试液一经倒出，不得返回。保存于冰箱内的试液，取用时应将试剂瓶置

于室温使其温度与室温平衡后再量取。

６４　原始记录
６４１　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包括分析试剂配制记录、标准溶液配制及标定记录、校准曲线记录、各
监测项目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内部质量控制记录等。地下水监测项目较多，分析方法各异，测试仪器

亦各不相同，各地可根据需要自行设计各类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表式。

６４２　分析原始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便在可能情况下找出影响不确定度的因素，并使实验室
分析工作在最接近原来条件下能够复现。记录信息包括样品名称，样品编号，样品性状，采样时间和

地点，分析方法依据，使用仪器名称和型号、编号，测定项目，分析时间，环境条件，标准溶液名

称、浓度、配制日期，校准曲线，取样体积，计量单位，仪器信号值，计算公式，测定结果，质控数

据，测试分析人员、校对人员签名等。

６４３　记录要求
６４３１　记录应使用墨水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端正、清晰。
６４３２　应在测试分析过程中及时、真实填写原始记录，不得凭追忆事后补填或抄填。
６４３３　对于记录表式中无内容可填的空白栏，应用 “／”标记。
６４３４　原始记录不得涂改。当记录中出现错误时，应在错误的数据上划一横线 （不得覆盖原有记

录的可见程度），如需改正的记录内容较多，可用框线画出，在框边处添写 “作废＂两字，并将正确
值填写在其上方。所有的改动处应有更改人签名或盖章。

６４３５　对于测试分析过程中的特异情况和有必要说明的问题，应记录在备注栏内或记录表边旁。
６４３６　记录测量数据时，根据计量器具的精度和仪器的刻度，只保留一位可疑数字，测试数据的
有效位数和误差表达方式应符合有关误差理论的规定。

６４３７　数值修约按ＧＢ８１７０《数字修约规则》执行。
６４３８　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记录应转换成法定计量单位的表达，并记录换算
公式。

６４３９　测试人员应根据标准方法、规范要求对原始记录作必要的数据处理。在数据处理时，发现
异常数据不可轻易剔除，应按数据统计规则进行判断和处理。

６４４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一组监测数据中，个别数据明显偏离其所属样本的其余测定值，即为异常值。对异常值的判断和

处理，参照ＧＢ４８８３—８５《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进行。
６４４１　对同一样品的分析测试结果

（１）判断测试结果方差中异常值用科克伦 （Ｃｏｃｈｒａｎ）最大方差检验方法；
（２）判断实验室内重复或平行测定结果中的异常值用格拉布斯 （Ｇｒｕｂｂｓ）法或狄克逊 （Ｄｉｘｏｎ）

法；

（３）判断多个实验室平均值中的异常值用格拉布斯 （Ｇｒｕｂｂｓ）法。
６４４２　地下水监测中不同的时空分布出现的异常值，应从测点周围当时的具体情况 （地质水文因

素变化、气象、附近污染源情况等）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用统计检验方法来决定舍取。

６５　有效数字及近似计算
６５１　有效数字用于表示测量数字的有效意义，指测量中实际能测得的数字。由有效数字构成的数
值，其倒数第二位以上的数字应是可靠的 （确定的），只有末位数字是可疑的 （不确定的）。对有效

数字的位数不能任意增删。

６５２　由有效数字构成的测定值必然是近似值，因此，测定值的运算应按近似计算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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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数字 “０”，当它用于指小数点的位置、而与测量的准确度无关时，不是有效数字；当它用于
表示与测量准确程度有关的数值大小时，即为有效数字。这与 “０＂在数值中的位置有关。

（１）第一个非零数字前的 “０”不是有效数字。
（２）非零数字中的 “０”是有效数字。
（３）小数中最后一个非零数字后的 “０”是有效数字。
（４）以 “０”结尾的整数，往往不易判断此 “０”是否为有效数字，可根据测定值的准确程度，

以指数形式表达。

６５４　一个分析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主要取决于原始数据的正确记录和数值的正确计算。在记录
测量值时，要同时考虑到计量器具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以及测量仪器本身的读数误差。对检定合格的

计量器具，有效位数可以记录到最小分度值，最多保留一位不确定数字 （估计值）。

以实验室最常用的计量器具为例：

（１）用万分之一天平 （最小分度值为０１ｍｇ）进行称量时，有效数字可以记录到小数点后面第
四位，如称取１２２３５ｇ，此时有效数字为五位；称取０９２５４ｇ，则为四位有效数字。

（２）用玻璃量器量取体积的有效数字位数是根据量器的容量允许差和读数误差来确定的。如单
标线Ａ级５０ｍｌ容量瓶，准确容积为５０００ｍｌ；单标线Ａ级１０ｍｌ移液管，准确容积为１０００ｍｌ，有效
数字均为四位；用分度移液管或滴定管，其读数的有效数字可达到其最小分度后一位，保留一位不确

定数字。

（３）分光光度计最小分度值为０００５，因此，吸光度一般可记到小数点后第三位，且其有效数字
位数最多只有三位。

（４）带有计算机处理系统的分析仪器，往往根据计算机自身的设定打印或显示结果，可以有很
多位数，但这并不增加仪器的精度和数字的有效位数。

（５）在一系列操作中，使用多种计量仪器时，有效数字以最少的一种计量仪器的位数表示。
６５５　表示精密度的有效数字根据分析方法和待测物的浓度不同，一般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当测定
次数很多时，可取两位有效数字，且最多只取两位有效数字。

６５６　分析结果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数位不能超过方法检出限的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数位。如方法
的检出限为００２ｍｇ／Ｌ，则分析结果报００８８ｍｇ／Ｌ就不合理，应报００９ｍｇ／Ｌ。
６５７　在数值计算中，当有效数字位数确定之后，其余数字应按修约规则一律舍去。
６５８　在数值计算中，某些倍数、分数、不连续物理量的数值，以及不经测量而完全根据理论计算
或定义得到的数值，其有效数字的位数可视为无限。这类数值在计算中按需要几位就可以写几位。

６５９　近似计算规则
（１）加法和减法
几个近似值相加减时，其和或差的有效数字决定于绝对误差最大的数值，即最后结果的有效数字

自左起不超过参加计算的近似值中第一个出现的可疑数字。在小数的加减计算中，结果所保留的小数

点后的位数与各近似值中小数点后位数最小者相同。在运算过程中，各数值保留的位数可以比小数点

后位数最小者多保留一位小数，计算结果则按数值修约规则处理。当两个很接近的近似数值相减时，

其差的有效数字位数会有很多损失。因此，如有可能，应把计算程序组织好，使尽量避免损失。

（２）乘法和除法
几个近似值相乘除时，所得积与商的有效数字位数决定于相对误差最大的近似值，即最后结果的

有效数字位数要与近似值中有效数字位数最少者相同。在运算过程中，可先将各近似值修约至比有效

数字位数最小者多保留一位，最后将计算结果按上述规则处理。

（３）乘方和开方
近似值乘方或开方时，原近似值有几位有效数字，计算结果就可以保留几位有效数字。

（４）对数和反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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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似值的对数计算中，所取对数的小数点后的位数 （不包括首数）应与真数的有效数字位数

相同。

（５）求４个或４个以上准确度接近的数值的平均值时，其有效数字位数可增加一位。
６６　校准曲线的制作

校准曲线是描述待测物质浓度或量与相应测量仪器的响应量或其他指示量之间定量关系的曲线。

某方法标准曲线的直线部分所对应的待测物质浓度或量的变化范围，称为该方法的线性范围。

６６１　按分析方法步骤，通过校准曲线的制作，确定本实验室条件下的测定上限和下限，使用时，
只能用实测的线性范围，不得将校准曲线任意外延。

６６２　制作校准曲线时，包括零浓度点在内至少应有６个浓度点，各浓度点应较均匀地分布在该方
法的线性范围内。

６６３　制作校准曲线用的容器和量器，应经检定合格，使用的比色管应配套。
６６４　校准曲线制作应与批样测定同时进行。
６６５　校准曲线制作一般应按样品测定的相同操作步骤进行 （如经过实验证实，标准溶液系列在省

略部分操作步骤后，测量的响应值与全部操作步骤具有一致结果时，可允许省略部分操作步骤），测

得的仪器响应值在扣除零浓度的响应值后，绘制曲线。

６６６　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截距和斜率，应符合标准方法中规定的要求，
一般情况相关系数的绝对值｜ｒ｜应≥０９９９。
６６７　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测量结果时，要求｜ｒ｜≥０９９９。
６６８　对某些分析方法，如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原子荧光法、等离子发射光谱法、离子色
谱法、气相色谱法等，应检查测量信号与测定浓度的线性关系，当 ｒ≥０９９９时，可用回归方程处理
数据；若ｒ＜０９９９，而测量信号与浓度确实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可用比例法计算结果。
６６９　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只舍不入，保留到小数点后出现非９的一位，如０９９９８９→０９９９８。如果
小数点后都是９时，最多保留小数点后４位。校准曲线斜率ｂ的有效位数，应与自变量ｘ的有效数字
位数相等，或最多比ｘ多保留一位。截距ａ的最后一位数，则和因变量ｙ数值的最后一位取齐，或最
多比ｙ多保留一位数。
６７　监测结果的表示方法
６７１　监测结果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６７２　浓度含量的表示

地下水环境化学监测项目浓度含量以 ｍｇ／Ｌ表示，浓度较低时，则以 μｇ／Ｌ表示。总碱度、总硬
度用ＣａＣＯ３ｍｇ／Ｌ表示。

总α放射性和总β放射性含量以Ｂｑ／Ｌ表示。
６７３　平行双样测定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之内时，则用其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６７４　各监测项目不同监测方法的分析结果，其有效数字最多位数和小数点后最多位数列于附录
Ｂ。
６７５　当测定结果高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实际测定结果值；当测定结果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
时，报所使用方法的检出限值，并加标志位 “Ｌ”。
６７６　测定结果的精密度表示

（１）平行样的精密度用相对偏差表示。
平行双样相对偏差的计算方法：

相对偏差 （％） ＝Ａ－ＢＡ＋Ｂ×１００％

式中：Ａ、Ｂ———同一水样两次平行测定的结果。
多次平行测定结果相对偏差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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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偏差 （％） ＝
ｘｉ－ｘ
ｘ
×１００％

式中：ｘｉ———某一测量值；
ｘ———多次测量值的均值

（２）一组测量值的精密度常用标准偏差或相对标准偏差表示。标准偏差或相对标准偏差的计算
方法：

标准偏差 （ｓ） ＝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ｘｉ－ｘ）槡

２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ｓ／ｘ） ×１００
式中：ｘｉ———某一测量值；

ｘ———一组测量值的平均值；
ｎ———测量次数。

６７７　测定结果的准确度表示
（１）以加标回收率表示时的计算式：

回收率 （Ｐ，％） ＝加标试样的测定值－试样测定值
加标量

×１００

（２）根据标准物质的测定结果，以相对误差表示时的计算式：

相对误差 （％） ＝测定值－保证值
保证值

×１００

６８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６８１　实验室质量控制是地下水监测质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和实验室
间质量控制，前者是实验室内部对分析质量进行控制的过程，后者是指由外部有工作经验和技术水平

的第三方或技术组织 （如实验室认证管理机构、上级监测机构），通过发放考核样品等方式，对各实

验室报出合格分析结果的综合能力、数据的可比性和系统误差作出评价的过程。

６８２　各实验室应采用各种有效的质量控制方式进行内部质量控制与管理，并贯穿于监测活动的全
过程。

６８３　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检验
分析人员在承担新的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时，应对该项目的分析方法进行适用性检验，包括空白

值测定，分析方法检出限的估算，校准曲线的绘制及检验，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及干扰因素等试

验。以了解和掌握分析方法的原理、条件和特性。

６８３１　空白值测定
空白值是指以实验用水代替样品，其他分析步骤及所加试液与样品测定完全相同的操作过程所测

得的值。影响空白值的因素有：实验用水质量、试剂纯度、器皿洁净程度、计量仪器性能及环境条

件、分析人员的操作水平和经验等。一个实验室在严格的操作条件下，对某个分析方法的空白值通常

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空白值的测定方法是：每批做平行双样测定，分别在一段时间内 （隔天）重

复测定一批，共测定５～６批。
按下式计算空白平均值：

ｂ＝
ΣＸｂ
ｍｎ

式中：ｂ———空白平均值；
Ｘｂ———空白测定值；
ｍ———批数；
ｎ———平行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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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式计算空白平行测定 （批内）标准偏差：

Ｓｗｂ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Ｘ２ｉｊ－

１
ｎ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Ｘ( )ｉｊ

２

ｍ（ｎ－１槡 ）

式中：Ｓｗｂ———空白平行测定 （批内）标准偏差；

Ｘｉｊ———为各批所包含的各个测定值；
ｉ———代表批；
ｊ———代表同一批内各个测定值。

６８３２　检出限的估算
检出限为某特定分析方法在给定的置信度 （通常为９５％）内可从样品中检出待测物质的最小浓

度。所谓 “检出＂是指定性检出，即判定样品中存有浓度高于空白的待测物质。检出限受仪器的灵
敏度和稳定性、全程序空白试验值及其波动性的影响。

对不同的测试方式检出限有几种估算方法：

（１）根据全程序空白值测试结果来估算
ａ当空白测定次数ｎ＞２０时，

ＤＬ＝４６σｗｂ
式中：ＤＬ———检出限；

σｗｂ———空白平行测定 （批内）标准偏差 （ｎ＞２０时）。
当空白测定次数ｎ＜２０时，

ＤＬ 槡＝２２ｔｆＳｗｂ
式中：ｔｆ———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单侧）、自由度为ｆ的ｔ值；

Ｓｗｂ———空白平行测定 （批内）标准偏差 （ｎ＜２０时）；
ｆ———批内自由度，等于ｍ（ｎ－１），ｍ为批数，ｎ为每批平行测定个数。

ｂ对各种光学分析方法，可测量的最小分析信号ＸＬ以下式确定：

ＸＬ＝Ｘｂ＋ＫＳｂ
式中：Ｘｂ———空白多次测量平均值；

Ｓｂ———空白多次测量的标准偏差；
Ｋ———根据一定置信水平确定的系数，当置信水平约为９０％时，Ｋ＝３。

与ＸＬ－Ｘｂ （即ＫＳｂ）相应的浓度或量即为检出限ＤＬ：

ＤＬ＝（ＸＬ－Ｘｂ）／Ｓ＝３Ｓｂ／Ｓ
式中：Ｓ———方法的灵敏度 （即校准曲线的斜率）。

为了评估Ｘｂ和Ｓｂ，空白测定次数必须足够多，最好为２０次。
当遇到某些仪器的分析方法空白值测定结果接近于００００时，可配制接近零浓度的标准溶液来代

替纯水进行空白值测定，以获得有实际意义的数据以便计算。

（２）不同分析方法的具体规定
ａ某些分光光度法是以吸光度 （扣除空白）为００１０相对应的浓度值为检出限。
ｂ色谱法：检测器恰能产生与噪音相区别的响应信号时所需进入色谱柱的物质最小量为检出限，

一般为噪音的两倍。

ｃ离子选择电极法：当校准曲线的直线部分外延的延长线与通过空白电位且平行于浓度轴的直
线相交时，其交点所对应的浓度值即为离子选择电极法的检出限。

实验室所测得的分析方法检出限不应大于该分析方法所规定的检出限，否则，应查明原因，消除

空白值偏高的因素后，重新测定，直至测得的检出限小于或等于分析方法的规定值。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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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３３　精密度检验
精密度是指使用特定的分析程序，在受控条件下重复分析测定均一样品所获得测定值之间的一致

性程度。

（１）精密度检验方法
检验分析方法精密度时，通常以空白溶液 （实验用水）、标准溶液 （浓度可选在校准曲线上限浓

度值的０１和０９倍）、地下水样、地下水加标样等几种分析样品，求得批内、批间标准偏差和总标
准偏差。各类偏差值应等于或小于分析方法规定的值。

（２）精密度检验结果的评价
ａ由空白平行试验批内标准偏差，估计分析方法的检出限；
ｂ比较各溶液的批内变异和批间变异，检验变异差异的显著性；
ｃ比较天然地下水样与标准溶液测定结果的标准差，判断天然地下水样中是否存在影响测定精

度的干扰因素；

ｄ比较地下水加标样品的回收率，判断天然地下水中是否存在改变分析准确度的组分。
６８３４　准确度检验

准确度是反映方法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的综合指标。检验准确度可采用：

（１）使用标准物质进行分析测定，比较测得值与保证值，其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应符合方法规
定要求。

（２）测定加标回收率 （加标量一般为样品含量的０５～２倍，且加标后的总浓度不应超过方法的
测定上限浓度值），回收率应符合方法规定要求。

（３）对同一样品用不同原理的分析方法测试比对。
６８３５　干扰试验

通过干扰试验，检验实际样品中可能存在的共存物是否对测定有干扰，了解共存物的最大允许浓

度。干扰可能导致正或负的系统误差，干扰作用大小与待测物浓度和共存物浓度大小有关。应选择两

个 （或多个）待测物浓度值和不同浓度水平的共存物溶液进行干扰试验测定。

６８４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程序
６８４１　对送入实验室的水样应首先核对采样单、样品编号、包装情况、保存条件和有效期等。符
合要求的样品方可开展分析。

６８４２　每批水样分析时，应同时测定现场空白和实验室空白样品，当空白值明显偏高、或两者差
异较大时，应仔细检查原因，以消除空白值偏高的因素。

６８４３　校准曲线控制
（１）用校准曲线定量时，必须检查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斜率和截距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校

准曲线斜率、截距的统计检验和校准曲线的精密度检验。

（２）校准曲线斜率比较稳定的监测项目，在实验条件没有改变、样品分析与校准曲线制作不同
时进行的情况下，应在样品分析的同时测定校准曲线上１～２个点 （０３倍和０８倍测定上限），其测
定结果与原校准曲线相应浓度点的相对偏差绝对值不得大于５％～１０％，否则需重新制作校准曲线。

（３）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离子色谱法、冷原子吸收 （荧光）测汞法等仪器分析

方法校准曲线的制作必须与样品测定同时进行。

６８４４　精密度控制
凡样品均匀能做平行双样的分析项目，每批水样分析时均须做１０％的平行双样，样品数较小时，

每批应至少做一份样品的平行双样。平行双样可采用密码或明码两种方式，地下水监测平行双样允许

偏差见附录Ｃ。若测定的平行双样允许偏差符合附录Ｃ规定值，则最终结果以双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报出；若平行双样测试结果超出附录 Ｃ的规定允许偏差时，在样品允许保存期内，再加测一次，取
相对偏差符合附录Ｃ规定的两个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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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４５　准确度控制
地下水水质监测中，采用标准物质和样品同步测试的方法作为准确度控制手段，每批样品带一个

已知浓度的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如果实验室自行配制质控样，应与国家标准物质比对，并且不得使

用与绘制校准曲线相同的标准溶液配制，必须另行配制。常规监测项目标准物质测试结果的允许误差

见附录Ｃ。
当标准物质或质控样测试结果超出了附录Ｃ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表明分析过程存在系统误差，

本批分析结果准确度失控，应找出失控原因并加以排除后才能再行分析并报出结果。

对于受污染的或样品性质复杂的地下水，也可采用测定加标回收率作为准确度控制手段。地下水

各监测项目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见附录Ｃ。
６８４６　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的审核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执行三级审核制。第一级为采样或分析人员之间的相互校对，第

二级为科室 （或组）负责人的校核，第三级为技术负责人 （或授权签字人）的审核签发。

第一级主要校对原始记录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仪器设备、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测试数据

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校对人员应在原始记录上签名。

第二级主要校核监测报告和原始记录的一致性，报告内容完整性、数据准确性和结论正确性。

第三级审核监测报告是否经过了校核，报告内容的完整性和符合性，监测结果的合理性和结论的

正确性。

第二、第三级校核、审核后，均应在监测报告上签名。

６９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
６９１　主动、积极、有计划地参加由外部有工作经验和技术水平的第三方或技术组织组织的实验室
间比对和能力验证活动，以不断提高各实验室监测技术水平。

６９２　国家、省、市环境监测站应制订并实施年度实验室间比对、质控考核计划，定期使用标准物
质或稳定的模拟地下水样对下级站组织实验室间比对和质控考核活动，判断各实验室间测定结果间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利有关实验室及时查找原因，减少系统误差。

６９３　上级环境监测机构定期对下属监测站的质量保证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组织优质实验室和优
秀监测人员的考评工作，并经常组织技术讲座、培训和技术交流等活动，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队伍整

体技术水平。

７　资料整编

７１　原始资料收集与整理
７１１　各环境监测站应指派专人负责地下水监测原始资料的收集、核查和整理工作。收集、核查和
整理的内容包括监测任务下达，监测井布设，样品采集、保存、运送过程，采样时的气象、水文、环

境条件，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试剂、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校准曲线的绘制，分析测试记录及结

果计算，质量控制等各个环节形成的原始记录。核查人员对各类原始资料信息的合理性和完整性进行

核查，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应及时查明原因，由原记录人员予以纠正；当原因不明时，应如实向科室

主任或监测报表 （或报告）编制人说明情况，但不得任意修改或舍弃可疑数据。

７１２　收集、核查、整理好的原始资料及时提交监测报表 （或报告）编制人，作为编制监测报表

（或报告）的唯一依据。

７１３　整理好的原始资料与相应的监测报表 （或报告）一起，须经科室主任校核、技术负责人 （或

授权签字人）审核后，方能上报监测报表 （或报告）。

７１４　将审核后的原始资料与相应的监测报表 （或报告）副本一起装订成册，妥善保管，定期存

档。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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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绘制监测点 （井）位分布图

监测点 （井）位分布图幅面为 Ａ３或 Ａ４，正上方为正北指向。底图应含河流、湖泊、水库，城
镇，省、市、县界，经纬线等，应标明比例尺和图例。每个监测点 （井）旁应注明监测点 （井）编

号及监测点 （井）名称。对某一监测点 （井）如须详细表述周围地质构造、污染源分布等信息时可

采用局部放大法。

７３　开发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开发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地下水监测信息 “传输 －处理 －综合 －发布 －共享”为

一体的、为地下水环境保护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技术支撑。

７３１　需求分析
为开发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首先应进行充分的系统需求分析。以本规范为基础，详细分析

本规范全部内容，包括监测点 （井）分类、监测目的、监测项目、样品采集、测试分析过程、资料

整理等，同时通过系统调研，了解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科研单位、社会公众等不同用户对地

下水监测信息的各种需求，编写系统分析报告，并附有数据流程图、输入表及输出表等。系统分析报

告应通过有关专家审定。

７３２　编码
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要使用大量的信息编码 （或称代码），如监测点 （井）位编码、

监测点 （井）类型编码、河流编码、流域编码、使用功能编码、监测期编码、监测项目编码、分析

方法编码、分析仪器编码等等。在编码时，应优先使用国家标准编码法，没有国家标准时，应采用行

业标准编码法。只有在既无国家标准、又无行业标准时，方可自行编码。编码时要注意编码的科学

性、唯一性和可扩充性。

７３３　原始数据
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能存贮监测原始数据及其一系列相关的背景数据，即任一个监测数据

要与监测点 （井）位、点 （井）位类型、监测时间、分析方法、分析仪器、气象参数、水文地质参

数及其他相关信息关联。这有利于监测数据的深加工利用，以满足不同处理方法和不同用户的要求。

７３４　计量单位
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所有信息、数据的计量单位均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７３５　数据准确性
一个建立在计算机上的信息系统能否成功运行，主要取决于能否正确地存入准确有效的数据。地

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存贮的数据必须是按本规范要求测得的、有效的、有质量保证的数据。系统应

有数据检查、修改的功能，以保证贮存在计算机内数据的准确性。

对计算机管理的数据录入报表，填报人员、复核人员及技术负责人 （或授权签字人）要认真检

查、复核和审核。

７３６　数据上报
我国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现状是分级管理、逐级上报。管理级别分为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

市）、地 （市、州）和县 （县级市）四级。各级环境监测网络的牵头单位分别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省 （自治区、直辖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地 （市、州）环境监测站和县级环境监测站。各级环境监

测网络站组成成员及控制的监测井名单由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下级网络站的信息管理系

统应含有上一级网络站所需要的监测信息，以利于逐级上报时提取。

７３７　系统目标
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具有灵活、开放、可扩充的特点，界面友好、操作简便、与其他系统

兼容性好并留有扩充空间和二次开发的余地。除满足本规范要求的各类监测报表外，还应满足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例行报表、报告及辅助决策要求，同时应满足信息传输、各类用户随机查询和网上发

布的要求。

２２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７４　监测报表格式
７４１　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表

表７１　地下水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表
监测站名 年度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和

标准代号
使用仪器名称及型号 检　出　限

　　注：１按本站实际情况填写此表；
２“监测项目”栏必测项目在上，选测项目在下。

填表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７４２　监测点 （井）位汇总

表７２　地下水监测点 （井）位汇总表

监测站名 年度

监测井

编号

监测井

名称

所 在 位 置

市 （县）区 （乡、镇）东经 北纬

流域

水系

水位／
ｍ

埋深／
ｍ

地下水类型

埋藏

条件

含水介

质类型

使用功能

开始监测时间

年 月

　　注：１“埋藏条件”按滞水、潜水、承压水填写；“含水介质类型”按孔隙水、裂隙水、岩溶水填写。
２“开始监测时间”指设监测点 （井）后开始监测的年、月。

填表人 复核人 审核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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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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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监测结果汇总

表７３　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汇总表
监测站名 年度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地下水类型 使用功能 采样日期

月　日

监测项目 计 量 单 位 监　测　结　果

　　注：１监测结果如小于检出限时填所使用方法的检出限值，并在后面加 “Ｌ”（如０００１Ｌ），监测结果大于测量
上限时，填最大可测量值再在后面加 “Ｇ”（如９９９Ｇ）；

２监测项目按本站实测项目填写，必测项目在上，选测项目在下。

填表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７４４　监测结果年度统计

表７４　地下水监测结果年度统计表
监测站名 年度

统计类别

（　　）
监测项目

统计指标

样本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超标率 （％）
样本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超标率 （％）

　　注：１根据统计需要，“统计类别”可以有多种选择，如监测站位 （井）、监测水期、地下水层次、地下水类

型等；

２“监测项目”栏按本站实测项目填写，必测项目、选测项目自左至右依次填写；

３超标率 （％） ＝超标样本数
样本数

×１００

填表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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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规范性附录）

水样保存、容器的洗涤和采样体积

项 目 名 称 采样容器 保 存 剂 及 用 量 保存期
采样量①／
ｍｌ

容器

洗涤

色 Ｇ，Ｐ １２ｈ ２５０ Ⅰ
臭和味 Ｇ ６ｈ ２００ Ⅰ
浑浊度 Ｇ，Ｐ １２ｈ ２５０ Ⅰ

肉眼可见物 Ｇ １２ｈ ２００ Ⅰ
ｐＨ值 Ｇ，Ｐ １２ｈ ２００ Ⅰ

总硬度 Ｇ，Ｐ
２４ｈ

　加ＨＮＯ３，ｐＨ＜２ ３０ｄ
２５０ Ⅰ

溶解性总固体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总矿化度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硫酸盐 Ｇ，Ｐ ３０ｄ ２５０ Ⅰ
氯化物 Ｇ，Ｐ ３０ｄ ２５０ Ⅰ
磷酸盐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Ⅳ

游离二氧化碳 Ｇ，Ｐ ２４ｈ ５００ Ⅰ
碳酸氢盐 Ｇ，Ｐ ２４ｈ ５００ Ⅰ

钾 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Ⅱ
钠 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Ⅱ
铁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锰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铜 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②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锌 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②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钼 Ｐ 　加ＨＮＯ３，ｐＨ＜２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钴 Ｐ 　加ＨＮＯ３，ｐＨ＜２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挥发性酚类 Ｇ
　用Ｈ３ＰＯ４调至ｐＨ＝２，用００１～００２ｇ抗坏血

酸除去余氯
２４ｈ １０００ Ⅰ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Ⅳ
高锰酸盐指数 Ｇ ２ｄ ５００ Ⅰ
溶解氧 溶解氧瓶 　加入硫酸锰、碱性碘化钾溶液，现场固定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化学需氧量 Ｇ 　Ｈ２ＳＯ４，ｐＨ＜２ ２ｄ ５００ Ⅰ

五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瓶 　０～４℃避光保存 １２ｈ １０００ Ⅰ
Ｐ 　冷冻保存 ２４ｈ １０００ Ⅰ

硝酸盐氮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亚硝酸盐氮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氨　氮 Ｇ，Ｐ 　Ｈ２ＳＯ４，ｐＨ＜２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氟化物 Ｐ １４ｄ ２５０ Ⅰ
碘化物 Ｇ，Ｐ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溴化物 Ｇ，Ｐ １４ｈ ２５０ Ⅰ
总氰化物 Ｇ，Ｐ 　ＮａＯＨ，ｐＨ＞９ １２ｈ ２５０ Ⅰ

汞 Ｇ，Ｐ
　ＨＣｌ，１％，如水样为中性，１Ｌ水样中加浓
ＨＣｌ２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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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名 称 采样容器 保 存 剂 及 用 量 保存期
采样量①／
ｍｌ

容器

洗涤

砷 Ｇ，Ｐ 　Ｈ２ＳＯ４，ｐＨ＜２ １４ｄ ２５０ Ⅰ

硒 Ｇ，Ｐ 　ＨＣｌ，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Ｃｌ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镉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②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六价铬 Ｇ，Ｐ 　ＮａＯＨ，ｐＨ＝８－９ ２４ｈ ２５０ Ⅲ

铅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②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铍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钡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镍 Ｇ，Ｐ 　ＨＮＯ３，１Ｌ水样中加浓ＨＮＯ３１０ｍｌ １４ｄ ２５０ Ⅲ

石油类 Ｇ 　加入ＨＣｌ至ｐＨ＜２ ７ｄ ５００ Ⅱ

硫化物 Ｇ，Ｐ

　１Ｌ水样加ＮａＯＨ至ｐＨ＝９，加入５％抗坏血酸
５ｍｌ，饱和ＥＤＴＡ３ｍｌ，滴加饱和Ｚｎ（Ａｃ）２至胶

体产生，常温避光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滴滴涕 Ｇ ２４ｈ １０００ Ⅰ

六六六 Ｇ ２４ｈ １０００ Ⅰ

有机磷农药 Ｇ ２４ｈ １０００ Ⅰ

总大肠菌群 Ｇ（灭菌）
　水样中如有余氯应在采样瓶消毒前按每１２５ｍｌ
水样加０１ｍｌ１００ｇ／Ｌ硫代硫酸钠，以消除氯对
细菌的抑制作用

６ｈ １５０ Ⅰ

细菌总数 Ｇ（灭菌） 　４℃保存 ６ｈ １５０ Ⅰ

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Ｐ 　ＨＮＯ３，ｐＨ＜２ ５ｄ ５０００ Ⅰ

苯系物 Ｇ

烃类 Ｇ

　用１＋１０ＨＣｌ调至 ｐＨ≤２，加入００１～００２ｇ
抗坏血酸除去余氯

１２ｈ １０００ Ⅰ

１２ｈ １０００ Ⅰ

醛类 Ｇ 　加入０２～０５ｇ／Ｌ硫代硫酸钠除去余氯 ２４ｈ ２５０ Ⅰ

　　注：１“＂表示应尽量现场测定；

“＂表示低温 （０～４℃）避光保存。

２Ｇ为硬质玻璃瓶；Ｐ为聚乙烯瓶 （桶）。

３①为单项样品的最少采样量；

②如用溶出伏安法测定，可改用１Ｌ水样中加１９ｍｌ浓ＨＣｌＯ４。
４Ⅰ、Ⅱ、Ⅲ、Ⅳ分别表示四种洗涤方法：

Ⅰ———洗涤剂洗１次，自来水洗３次，蒸馏水洗１次；

Ⅱ———洗涤剂洗１次，自来水洗２次，１＋３ＨＮＯ３荡洗１次，自来水洗３次，蒸馏水洗１次；

Ⅲ———洗涤剂洗１次，自来水洗２次，１＋３ＨＮＯ３荡洗１次，自来水洗３次，去离子水洗１次；

Ⅳ———铬酸洗液洗１次，自来水洗３次，蒸馏水洗１次。

５经１６０℃干热灭菌２ｈ的微生物采样容器，必须在两周内使用，否则应重新灭菌。经１２１℃高压蒸气灭菌

１５ｍｉｎ的采样容器，如不立即使用，应于６０℃将瓶内冷凝水烘干，两周内使用。细菌监测项目采样时不能

用水样冲洗采样容器，不能采混合水样，应单独采样后２ｈ内送实验室分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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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规范性附录）

地下水监测分析方法 （４）

序号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

浓度 （量）

有效数字

最多位数

小数点后最

多位数 （５）
方法依据

１ 水　温 　温度计法 ０１℃ ３ １ ＧＢ／Ｔ１３１９５—１９９１
２ 色　度 　铂钴比色法 — — — ＧＢ／Ｔ１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３ 臭和味 　臭气和尝味法 — — — （２）

４ 浑浊度

　１分光光度法
　２目视比浊法
　３浊度计法

３度
１度
１度

３
３
３

０
０
０

ＧＢ／Ｔ１３２００—１９９１
ＧＢ／Ｔ１３２００—１９９１

（１）

５ ｐＨ值 　玻璃电极法 ０１（ｐＨ值）
００１（ｐＨ值）

１
２

１
２ ＧＢ／Ｔ６９２０—１９８６

６ 溶解性总固体 　重量法 ４ｍｇ／Ｌ ３ ０ ＧＢ／Ｔ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７ 总矿化度 　重量法 ４ｍｇ／Ｌ ３ ０ （１）
８ 全盐量 　重量法 １０ｍｇ／Ｌ ３ ０ ＨＪ／Ｔ５１—１９９９
９ 电导率 　电导率仪法 １μＳ／ｃｍ（２５℃） ３ ０ （１）

１０ 总硬度

　１ＥＤＴＡ滴定法
　２钙镁换算法
　３流动注射法

５００ｍｇ／Ｌ
（以ＣａＣＯ３计）

—

—

３
—

—

２
—

—

ＧＢ／Ｔ７４７７—１９８７
（１）
（１）

１１ 溶解氧
　１碘量法
　２电化学探头法

０２ｍｇ／Ｌ
—

３
３

１
１

ＧＢ／Ｔ７４８９—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１９１３—１９８９

１２ 高锰酸盐指数

　１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
　２碱性高锰酸钾氧化法
　３流动注射连续测定法

０５ｍｇ／Ｌ
０５ｍｇ／Ｌ
０５ｍｇ／Ｌ

３
３
３

１
１
１

ＧＢ／Ｔ１１８９２—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１８９２—１９８９

（１）

１３ 化学需氧量

　１重铬酸盐法
　２库仑法
　３快速ＣＯＤ法
　 （①快速密闭催化消解
法②节能加热法）

５ｍｇ／Ｌ
２ｍｇ／Ｌ
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０
０
０

ＧＢ／Ｔ１１９１４—１９８９
（１）

需与ＧＢ／Ｔ１１９１４—１９８９
方法进行对照

（１）

１４ 生化需氧量

　１稀释与接种法
　２微生物传感器快速测
定法

２ｍｇ／Ｌ
—

３
３

１
１

ＧＢ／Ｔ７４８８—１９８７
ＨＪ／Ｔ８６—２００２

　

１５ 挥发性酚类

　１４氨基安替比林萃取
光度法

　２蒸馏后溴化容量法

０００２ｍｇ／Ｌ

—

３

—

３

—

ＧＢ／Ｔ７４９０—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９１—１９８７

１６ 石油类
　１红外分光光度法
　２非分散红外光度法

００１ｍｇ／Ｌ
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２
２

ＧＢ／Ｔ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ＧＢ／Ｔ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１７ 亚硝酸盐氮

　１Ｎ（１－萘基）二乙胺
光度法

　２离子色谱法
　３气相分子吸收法

０００３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５μ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２
１

ＧＢ／Ｔ７４９３—１９８７

（１）
（１）

１８ 氨　氮

　１纳氏试剂光度法
　２蒸馏和滴定法
　３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４电极法
　５气相分子吸收法

００２５ｍｇ／Ｌ
０２ｍ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０００５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１
２
２
４

ＧＢ／Ｔ７４７９—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７８—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８１—１９８７

（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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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

浓度 （量）

有效数字

最多位数

小数点后最

多位数 （５） 方法依据

１９ 硝酸盐氮

　１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２紫外分光光度法
　３离子色谱法
　４气相分子吸收法
　５离子选择电极流动注
射法

００２ｍｇ／Ｌ
００８ｍｇ／Ｌ
００４ｍｇ／Ｌ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２１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ＧＢ／Ｔ７４８０—１９８７
（１）
（１）
（１）
（１）
　

２０ 凯氏氮 　蒸馏光度法或滴定法 ０２ｍｇ／Ｌ ３ １ ＧＢ／Ｔ１１８９１—１９８９

２１ 酸　度 　１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２电位滴定法

—

—

３
４

１
２

（１）
（１）

２２ 总碱度
　１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２电位滴定法

—

—

４
４

１
２

（１）
（１）

２３ 氯化物

　１硝酸银滴定法
　２电位滴定法
　３离子色谱法
　４离子选择电极流动注
射法

２ｍｇ／Ｌ
３４ｍｇ／Ｌ
００４ｍｇ／Ｌ
０９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０
１
２
１

ＧＢ／Ｔ１１８９６—１９８９
（１）
（１）
（１）
　

２４ 游离余氯和总氯

　１Ｎ，Ｎ二乙基１４苯
二胺滴定法

　２Ｎ，Ｎ二乙基１４苯
二胺分光光度法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３

３

２

２

ＧＢ／Ｔ１１８９７—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１８９８—１９８９
　

２５ 硫酸盐

　１重量法
　２铬酸钡光度法
　３火焰原子吸收法
　４离子色谱法

１０ｍｇ／Ｌ
１ｍｇ／Ｌ
０２ｍｇ／Ｌ
０１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０
０
１
１

ＧＢ／Ｔ１１８９９—１９８９
（１）

ＧＢ／Ｔ１３１９６—１９９１
（１）

２６ 氟化物

　１离子选择电极法 （含

流动电极法）

　２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３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
法

　４离子色谱法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ＧＢ／Ｔ７４８４—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８３—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８２—１９８７

（１）

２７ 总氰化物

　１异烟酸吡唑啉酮比色
法

　２吡啶巴比妥酸比色法

０００４ｍｇ／Ｌ

０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ＧＢ／Ｔ７４８６—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８６—１９８７

２８ 硫化物

　１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２直接显色分光光度法
　３间接原子吸收法
　４碘量法

０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０４ｍｇ／Ｌ
０００６ｍｇ／Ｌ
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ＧＢ／Ｔ１６４８９—１９９６
ＧＢ／Ｔ１７１３３—１９９７

（１）
（１）

２９ 碘化物
　１催化比色法
　２气相色谱法

１μｇ／Ｌ
１μｇ／Ｌ

３
３

１
１

（１）
（２）

３０ 砷

　１硼氢化钾硝酸银分光
光度法

　２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法
　３二乙基二硫化氨基甲
酸银分光光度法

　４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５原子荧光法

００００４ｍｇ／Ｌ

０００２ｍｇ／Ｌ
０００７ｍｇ／Ｌ

０１ｍｇ／Ｌ
０５μ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１
１

ＧＢ／Ｔ１１９００—１９８９

（１）
ＧＢ／Ｔ７４８５—１９８７

（１）
（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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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

浓度 （量）

有效数字

最多位数

小数点后最

多位数 （５） 方法依据

３１ 铍

　１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２铬天菁Ｒ光度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２μｇ／Ｌ
０２μｇ／Ｌ
００２μ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１
２

ＨＪ／Ｔ５９—２０００
ＨＪ／Ｔ５８—２０００

（１）

３２ 镉

　１在线富集流动注射火
焰原子吸收法

　２火焰原子吸收法

　３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４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５阳极溶出伏安法
　６示波极谱法
　７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２μ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直接法）

１μｇ／Ｌ
（螯合萃取法）

０１０μｇ／Ｌ
１μｇ／Ｌ
０５μｇ／Ｌ
１０－６ｍｏｌ／Ｌ
０００６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０

２

０

２
０
１
１
３

环监测 ［１９９５］
０７９号文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

（１）
ＧＢ／Ｔ７４７１—１９８７

（１）
（１）
（１）

３３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０００４ｍｇ／Ｌ ３ ３ ＧＢ／Ｔ７４６７—１９８７

３４ 铜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３２，９二甲基１，１０菲罗
啉分光光度法

　４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
钠分光光度法

　５在线富集流动注射火
焰原子吸收法

　６阳极溶出伏安法
　７示波极谱法
　８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５ｍｇ／Ｌ
（直接法）

１μｇ／Ｌ
（螯合萃取法）

１０μｇ／Ｌ
００６ｍ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２μｇ／Ｌ

０５μｇ／Ｌ
１０－６ｍｏｌ／Ｌ
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１
２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

（１）
ＧＢ／Ｔ７４７３—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４７４—１９８７

（１）

（１）
（１）
（１）

３５ 汞

　１冷原子吸收法
　２原子荧光法
　３双硫腙光度法

０１μｇ／Ｌ
００１μｇ／Ｌ
２μｇ／Ｌ

３
３
３

１
２
０

ＧＢ／Ｔ７４６８—１９８７
（１）

ＧＢ／Ｔ７４６９—１９８７

３６ 铁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０３ｍ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ＧＢ／Ｔ１１９１１—１９８９
（１）
（１）

３７ 锰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高碘酸钾氧化光度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１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０１ｍ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２
３

ＧＢ／Ｔ１１９１１—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１９０６—１９８９

（１）

３８ 镍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２５ｍ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ＧＢ／Ｔ１１９１２—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１９１０—１９８９

（１）

３９ 铅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３在线富集流动注射—
火焰原子吸收法

　４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５阳极溶出伏安法
　６示波极谱法
　７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２ｍｇ／Ｌ
（直接法）

１０μｇ／Ｌ
（螯合萃取法）

１０μｇ／Ｌ
５０μ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０５ｍｇ／Ｌ
００２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１

０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９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９

（１）
环监 ［１９９５］
０７９号文

ＧＢ／Ｔ７４７０—１９８７
（１）

ＧＢ／Ｔ１３８９６—１９９２
（１）

０３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续表

序号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

浓度 （量）

有效数字

最多位数

小数点后最

多位数 （５） 方法依据

４０ 硒

　１原子荧光法
　２２，３二氨基萘荧光法
　３３，３＇二氨基联苯胺光
度法

　４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０５μｇ／Ｌ
０２５μｇ／Ｌ
２５μｇ／Ｌ
　

１５μ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１
２
１
　
０
　

（１）
ＧＢ／Ｔ１１９０２—１９８９

（３）
　

ＧＢ／Ｔ１５５０５—１９９５
　

４１ 锌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在线富集流动注射火

焰原子吸收法

　３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４阳极溶出伏安法
　５示波极谱法
　６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２ｍｇ／Ｌ
２μｇ／Ｌ

０００５ｍｇ／Ｌ
０５ｍｇ／Ｌ
１０－６ｍｏｌ／Ｌ
０００６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０

３
１
１
３

ＧＢ／Ｔ７４７５—１９８７
（１）

ＧＢ／Ｔ７４７２—１９８７
（１）
（１）
（１）

４２ 钾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３ｍｇ／Ｌ
０５ｍｇ／Ｌ

３
３

２
１

ＧＢ／Ｔ１１９０４—１９８９
（１）

４３ 钠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１０ｍｇ／Ｌ
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１

ＧＢ／Ｔ１１９０４—１９８９
（１）

４４ 钙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ＥＤＴＡ络合滴定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２ｍｇ／Ｌ
１００ｍ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ＧＢ／Ｔ１１９０５—１９８９
ＧＢ／Ｔ７４７６—１９８７

（１）

４５ 镁

　１火焰原子吸收法
　２ＥＤＴＡ络合滴定法

　３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０００２ｍｇ／Ｌ
１００ｍｇ／Ｌ

０００２ｍ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２

３

ＧＢ／Ｔ１１９０５—１９８９
ＧＢ／Ｔ７４７７—１９８７
（Ｃａ、Ｍｇ总量）

（１）

４６ 挥发性卤代烃

　１气相色谱法

　２吹脱捕集气相色谱法

　３ＧＣ／ＭＳ法

００１～
０１０μｇ／Ｌ
０００９～
００８μｇ／Ｌ
００３～０３μｇ／Ｌ

３

３

３

２

３

２

ＧＢ／Ｔ１７１３０—１９９７

（１）

（１）

４７ 苯系物

　１气相色谱法
　２吹脱捕集气相色谱法

　３ＧＣ／ＭＳ法

０００５ｍｇ／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μｇ／Ｌ
００１～
００２μｇ／Ｌ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ＧＢ／Ｔ１１８９０—１９８９

（１）

（１）

４８ 甲　醛 　１乙酰丙酮光度法
　２变色酸光度法

００５ｍｇ／Ｌ
０１ｍｇ／Ｌ

３
３

２
１

ＧＢ／Ｔ１３１９７—１９９１
（１）

４９ 有机磷农药

　１气相色谱法 （乐果、

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

拉硫磷、敌敌畏、敌百虫）

　２气相色谱法 （速灭磷、

甲拌磷、二嗪农、异稻瘟

净、甲基对硫磷、杀螟硫

磷、溴硫磷、水胺硫磷、

稻丰散、杀扑磷）

００５～０５μｇ／Ｌ

０２～５８μｇ／Ｌ

３

３

２

１

ＧＢ／Ｔ１３１９２—１９９１

ＧＢ／Ｔ１４５５２—１９９３

　

５０ 有机氯农药

（六六六、滴涕涕）

　１气相色谱法
　２ＧＣ／ＭＳ法

４～２００ｎｇ／Ｌ
０５～１６ｎｇ／Ｌ

３
３

０
１

ＧＢ／Ｔ７４９２—１９８７
（１）

５１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１电位滴定法
　２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５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４
３

０
２

ＧＢ／Ｔ１３１９９—１９９１
ＧＢ／Ｔ７４９４—１９８７

１３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续表

序号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

浓度 （量）

有效数字

最多位数

小数点后最

多位数 （５） 方法依据

５２ 粪大肠菌群
　１多管发酵法
　２滤膜法 — — —

（１）
（１）

５３ 细菌总数 　培养法 — — — （１）

５４ 总α放射性
　１有效厚度法
　２比较测量法
　３标准曲线法

１６×１０－２

Ｂｑ／Ｌ

３
３
３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５５ 总β放射性 　比较测量法 ２８×１０－２

Ｂｑ／Ｌ
３ １ （２）

　　注：（１）《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２）《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１年。
（３）《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三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４）我国尚没有标准方法或国内标准方法达不到检出限要求的一些监测项目，可采用ＩＳＯ、美国ＥＰＡ或日

本ＪＩＳ相应的标准方法，但在测定实际水样之前，要进行适用性检验，检验内容包括：检出限、最低
检出浓度、精密度、加标回收率等，并在报告数据时作为附件同时上报。考虑检测技术的进步，如溶

解氧、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等能实现连续自动监测的项目，可使用连续自动监测法，但使用前

须进行适用性检验。

（５）小数点后最多位数是根据最低检出浓度 （量）的单位选定的，如单位改变，其相应的小数点后最多位

数也随之改变。

２３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附录Ｃ
（规范性附录）

地下水监测实验室质量控制指标

———测定值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允许差

项　目
样品含量

范围／
（ｍｇ／Ｌ）

精密度 （％） 准确度 （％）

室内

（｜ｄｉ｜／ｘ）
室间

（ｄ／ｘ＝）
加标

回收率

室内

（｜ＲＥ｜）
室间

（｜ＲＥ｜）

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水温／℃ ｜ｄｉ｜＝０５℃ 温度计法

ｐＨ值 １～１４单位 ｜ｄｉ｜＝００５单位 ｜ｄ｜＝０１单位 玻璃电极法

电导率／
（μＳ／ｃｍ）

＜１００ ≤１０ ≤１５ ≤８ ≤１０

＞１００ ≤８ ≤１０ ≤５ ≤５
电导仪法

硫酸盐

１～１０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离子色谱法

铬酸钡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１０～１０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离子色谱法

铬酸钡光度法

＞１００ ≤５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５ 重量法

氯化物

１～５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５０～２５０ ≤８ ≤１０ ９０～１１０ ≤５ ≤１０

＞２５０ ≤５ ≤５ ９５～１０５ ≤５ ≤５

离子色谱法

硝酸银滴定法

电位滴定法

硝酸银滴定法

电位滴定法

铁

＜０３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３～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５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ＥＤＴＡ络合滴定法

锰

＜０１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高碘酸钾氧化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高碘酸钾氧化光度法

铜

＜０１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分光光度法

极谱法

分光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３３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续表

项　目
样品含量

范围／
（ｍｇ／Ｌ）

精密度 （％） 准确度 （％）

室内

（｜ｄｉ｜／ｘ）
室间

（ｄ／ｘ＝）
加标

回收率

室内

（｜ＲＥ｜）
室间

（｜ＲＥ｜）

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锌

＜００５ ≤２０ ≤３０ ８５～１２０ ≤１０ ≤１５

００５～１０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极谱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钾

＜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３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３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８ ≤８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钠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５～１０５ ≤８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８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钙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５０ ≤１０ ≤１５ ９５～１０５ ≤８ ≤１０

＞５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８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镁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８

火焰原子吸收法

ＥＤＴＡ络合滴定法

总碱度

（以ＣａＣＯ３计）

＜５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电位滴定法

＞５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电位滴定法

总硬度

（以ＣａＣＯ３计）
＜５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ＥＤＴＡ滴定法
流动注射法

＞５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ＥＤＴＡ滴定法

溶解性总固体

总矿化度

全盐量

５０～１００ ≤１５ ≤２０ — ≤１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０ ≤１５ — ≤５ ≤１０
重量法

挥发酚

＜００５ ≤２０ ≤２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０５～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８ ≤１０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４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溴化容量法

４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４３



ＨＪ／Ｔ１６４ ２００４

续表

项　目
样品含量

范围／
（ｍｇ／Ｌ）

精密度 （％） 准确度 （％）

室内

（｜ｄｉ｜／ｘ）
室间

（ｄ／ｘ＝）
加标

回收率

室内

（｜ＲＥ｜）
室间

（｜ＲＥ｜）

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０２ ≤２０ ≤２５ ８５～１１５ ≤２０ ≤２５

０２～０５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５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电位滴定法

氨　氮

００２～０１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９０～１０５ ≤５ ≤１０

　纳氏试剂光度法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滴定法、电极法

亚硝酸盐氮

＜００５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Ｎ（１萘基）乙二
胺光度法

００５～０２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５
　离子色谱法
　Ｎ（１萘基）乙二
胺光度法

＞０２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８ ≤１０ 　离子色谱法

硝酸盐氮

＜０５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５～４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４ ≤５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８ ≤１０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凯氏氮

＜０５ ≤２５ ≤３０ — ≤１５ ≤２０

＞０５ ≤２０ ≤２５ — ≤１０ ≤１５

　经消解、蒸馏，用
纳氏试剂比色法、水

杨酸比色法、滴定法

测定

高锰酸盐

指数

＜２０ ≤２０ ≤２５ — ≤２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 ≤１５ ≤２０
　酸性法、碱性法

溶解氧
＜４０ ≤１０ ≤１５ — — —

＞４０ ≤５ ≤１０ — — —

　碘量法
　电化学探头法

化学需氧量

５～５０ ≤２０ ≤２５ — ≤１５ ≤２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５ ≤２０ — ≤１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０ ≤１５ — ≤５ ≤１０

　重铬酸盐法

五日生

化需氧量

＜３ ≤２０ ≤２５ — ≤２０ ≤２５
３～１００ ≤１５ ≤２０ — ≤１５ ≤２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５ — ≤１０ ≤１５

　稀释与接种法

氟化物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离子选择电极法
　氟试剂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硒
＜００１ ≤２０ ≤２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０１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荧光分光光度法
　原子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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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样品含量
范围／
（ｍｇ／Ｌ）

精密度 （％） 准确度 （％）

室内

（｜ｄｉ｜／ｘ）
室间

（ｄ／ｘ＝）
加标
回收率

室内
（｜ＲＥ｜）

室间
（｜ＲＥ｜）

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总　砷
＜００５ ≤１５ ≤２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新银盐光度法
原子荧光法

Ａｇ·ＤＤＣ光度法
＞００５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Ａｇ·ＤＤＣ光度法

总　汞

＜０００１ ≤３０ ≤４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 ≤２０ ≤２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００５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冷原子吸收法
原子荧光法

冷原子吸收法
冷原子荧光法
双硫腙光度法

总　镉

＜０００５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０００５～０１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双硫腙光度法
阳极溶出伏安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０１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８ ≤１０ 火焰原子吸收法
示波极谱法

六价铬

＜００１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９０～１０５ ≤５ ≤１０

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

铅

＜００５ ≤１５ ≤２０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００５～１０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８ ≤１０
双硫腙光度法
阳极溶出伏安法
火焰原子吸收法

＞１０ ≤８ ≤１０ ９５～１０５ ≤５ ≤１０ 火焰原子吸收法

总氰化物

＜００５ ≤２０ ≤２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５ ≤２０

００５～０５ ≤１５ ≤２０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５ ≤１０ ≤１５ ９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异烟酸吡唑啉酮光
度法
　吡啶巴比妥酸光度
法

硝酸银滴定法

　　说明：
１准确度控制用加标回收率和标准样 （或质控样）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ＲＥ）表示。
２精密度控制以平行双样最大允许相对偏差表示。
３符号说明：
（１）ｄｉ———绝对偏差，ｄｉ＝ｘｉ－ｘ
式中：ｘｉ———平行双样单个测定值；

ｘ———平行双样的均值，ｘ＝
ｘ１＋ｘ２
２

（２） ｜ｄｉ｜———绝对偏差的绝对值

（３）ｄｉ／ｘ——— 实验室内相对偏差，用％表示；ｄｉ／ｘ＝
ｘ１－ｘ２
ｘ１＋ｘ２

×１００％

（４）珔ｄ＝ １ｎ
ｎ

ｉ＝１
｜ｄｉ｜＝

１
ｎ（｜ｄ１｜＋｜ｄ２｜＋…… ＋｜ｄｎ｜）

珔ｄ为同一样品在实验室间平行双样绝对偏差绝对值之和的均值，又称平均偏差。
式中：ｎ———为实验室总数。
（５）珔ｄ／ｘ＝———室间相对平均偏差。

式中：ｘ＝ ＝
ｎ

ｉ＝１
ｘｉ＝

１
ｎ（ｘ１＋ｘ２＋…… ＋ｘｎ），即为同一样品在实验室间平行双样均值的总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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