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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环字 2∞ 0第 0乃 8号 山东天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 蓬莱蔚阳水泥有限公司 样品种类 地下水

受检单位 蓬菜蔚阳水泥有限公司 样品来源 现场采样

受检单位地址 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孙陶村西北 检测 日期 2020,06.08-2020,06.12

二、地下水检测结果

一、委托单位信息 共 4页 ,第 1页

报

日寸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采样点位及检测结果 (mg九 )

限值

(mg/L)危废输送管道北侧约

10m处

拟建危废暂存仓混合仓

西侧约 1Om处

2020-06-08

pH值 (无量纲 ) 7,66 7.70 6,5-9,5

氨氮 0.14 0.18 ≤(0,50

悬浮物 10 5 /

BOD5 1.6 /

石油类 未检出 (〈 0,01) 未检出 (<0.01) /

总硬度 396 407 ≤≡450

溶解性总固体 890 893 ≤≡1000

硫酸盐 182 169 ≤(250

氯化物 242 240 ≤ 25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未检出 ((0.05ω 未检出 (<0,05ω ≤0,3

耗氧量 1,41 1.37 ≤3,0

氟化物 0,3 0.3 ≤ 1.0

挥发酚 未检出 (<0,002) 未检出 (<0,OO2) ≤≡0.002

硫化物 未检出 ((1) 未检出 (<1) ≤(0,02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2 ≤3.0

备注 样品状态:无色无味透明液体。限值的数值由委托单位提供。

结论 不予判定。 / )

告编写人:g彻磁该圩

间:勿∞莎,`)

审核人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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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寸间: 彡叻丐)κ⒈亻|

(检验检测专用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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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采样点位及检测结果 (mg/L)
限值

(mg/L)危废输送管道北侧约

1Om处

拟建危废暂存仓混合仓

西侧约 1Om处

2020-06-08

硝酸盐 11,1 11,5 ≤20.0

亚硝酸盐 未检出 (<0,Oo1) 未检出 (<0,0oD ≤≡1,00

铁 未检出 (<0,07) 未检出 (<0,σ ) ≤0,3

锰 未检出 (<0.02) 未检出 (<0,∞ ) ≤ 0.10

备注 样品状态:无色无味透明液体。限值的数值由委托单位提供。

结论 不予判定。

采样 日期 检测项 目

采样点位及检测结果 (mg/L)
限值

(mg/L)事故水池西南侧

约 10m处
孙陶村 西正李家村

2020-06-08

pH值 (无量纲 ) 7.75 7,68 7,72 6.5-9,5

氨氮 0.12 0,17 0.10 ≤(0,50

悬浮物 8 9 8 /

BOD5 1.5 1.7 /

石油类 未检出 (<0,01) 未检出 (<0.01) 未检出 (<0.01) /

总硬度 399 409
'
△

≤450

溶解性总固体 906 913 917 ≤ 1000

硫酸盐 187 179 0
乙ο

ν ≤ξ250

氯化物 210 242 239 ≤ 250

阴离子表面活

性齐刂
未检出 (<0.05ω 未检出(<0,050) 未检出(<0.050) ≤0.3

耗氧量 1.21 1,28 1.44 ≤ 3,0

氟化物 0.3 n
υ 0.3 ≤ 1,0

挥发酚 未检出 (<0.0o2) 未检出(<0,002) 未检出(<0.0o2) ≤≡0,002

硫化物 未检出 (<1) 未检出 (<l) 未检出 (<1) ≤(0.02

备注 样品状态:无色无味透明液体。限值的数值由委托单位提供。

结论 不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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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采样点位及检测结果 (mg/L)
限值

(mg/L)事故水池西南侧

约 10m处
孙陶村 西正李家村

2020-06-08

总大肠菌群
(MPN/100m1)

°
乙

0
乙

9
乙 ≤3,0

硝酸盐 11,8 ’

“ 9.9 ≤ 20.0

亚硝酸盐 未检出 (<0.00D 未检出(<0.001) 未检出 (<0,00D ≤≡1,00

铁 未检出 ((0,07) 未检出 (<0,07) 未检出 (<0.07) ≤0,3

锰 未检出 (<0,∞ ) 未检出 (<0,⒆ ) 未检出 (<0.02) ≤0,10

备注 样品状态:无色无味透明液体。限值的数值由委托单位提供。

结论 不予判定。

三、检测技术规范、依据及使用仪器

样品类别 分析项 目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仪器设备

地下水

pH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 (5.D玻璃电极法

GB/T

5750,4-2006

PHS3C数字式酸度

计 TC-014

氨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

指标 (9.l)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

UⅤ-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⒍005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ME20姐 /02电子分

析天平 T⒍006

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lBOD夕 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250丬 数显生化培

旁青缃旨 TC-020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970-2018
UV-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⒍005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 (7,l)乙二胺四乙酸二

钠滴定法

GB/T

5750.衽 -2006 滴定管

溶解性总

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 (8,1)称量法

GB/T

5750.4-2006

ME2∝ E/02电 子分

析天平 T⒍006

硫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1.3)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

UV-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⒊005

挥发酚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 (9.l)迢一氨基安替吡啉三

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

GB/T

5750,4-2006

UV-1801隽旨夕卜T丁 J己

分光光度计 T⒍005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 (10.1) 亚甲蓝分光光

度法

GB/T

5750.4-2006

UⅤ-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⒐OO5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

合指标 (1,D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GB/T

5750.7-2006
滴定管

丶
彐
税
彳

d
出

Ⅵ卜
 丿



报告编号:环字 ⒛20第 0958号 山东天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共 4页 ,第 4页

样品类别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仪器设备

地下水

氟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

指标 (3,D离 子选择电极法

GB/T

5750,5-2006

PX卜 1B数字式离子

计 TC-016

氯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2。 D 硝酸银容量法

GB/T

5750.5-2006
滴定管

硫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

指标 (6,2)碘量法

GB/T

5750,5—2006
滴定管

总大肠菌

群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

标 (2,1)多 管发酵法

GB/T

5750,12-2006
/

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5,2) 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

UV-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⒍005

亚硝酸盐

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 (10,D重氮偶合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

UV-1801紫 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⒊005

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2,1)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WFX13OB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T∝0O4

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3,D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WF和 130B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T⒍OO4

*******本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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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说 明

Test 】Report statemeⅡ t

报告未加盖本公司“检测专用章”、骑缝章无效。

Thc Report`血 val记 n△thout spccial seal ofhsp∞ jon,

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 批准人签字无效。

‰ Repon【 s hvalid雨山out thc approvcr、 signaurcs~

报告全部或部分复制、私自转让、盗用、冒用、涂改或以其它形式篡改的均属无效。

山呼 mauthoized rcproducc血 m1σ paG pLaq,aIteratlon,forgery or falsinc湎 on。f Jle∞ntent o mlawⅢ

报告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广眚宣传。

The repσt can not be uscd for adve而 smg mthout∞ nscn|

委托检测仅对所送样品检测结果负责。委托单位对样品的代表性和资料的真实性负牡,否则本单位不

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The∞哎 rcsdt is涮 y rcsponsb℃ for the smple dcIlvered or scnt by山 c dien△‰ appIlcant shodd mdemkc Jle

responsbⅡ ~for tbe provlded sample飞 represcntamveness and doCu【 nent authen‘o⒐ o山cnv△se,L⑾ong has not唧

rcIcvant rcsponsibⅡ i△es

委托单位对检测报告如有异议,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之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

r山e appI△ ant has盯V ques△ons about ulc rcsuIts,shall pro说 de a wntten appⅡ cahon to LuDong诫 山血 丘neen davs aner thc

repon reachcs Jle c1icnt0山 田汛se it o not a∞ epted.

本单位保证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对委托单位的商业信息、技术文件等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

LuD。ng asstIrcs obJ∞jviV mdi叩 artid灯 of thC tes1md mf11Is山 e obIig甜 on of confidcnudi。 f。r appIicant’ s commerci缸

iJr1fomatlon,and tcchn"Ⅱ docvmcnt.

山东天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ADD):山 东省蓬莱市紫荆山街道马家泊村 80号

由阝编(zIP》  265600

电氐廴TEL): 0535-3352277

传真(FAX):0535335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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