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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不得涂改、增删，无签发人签字无效。 

2. 本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骑缝章无效。 

3. 未经 CTI 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 

4. 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作为商业广告使用。 

5. 本报告只适用于本次采集/收到的样品，报告中所附限值标准均由客户提供，仅供参考。 

6. 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所有超过标准规定时效期的样品均不再留样。 

7. 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记录档案管理费，本次检测的所有记录档案保存期限六年。 

8. 对本报告有疑议，请在收到报告 10 天之内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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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信息： 

样品类型 地下水 样品来源 送样 

接样日期 2020-03-03 检测日期 2020-03-03~2020-03-05 

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结果 
参照标准

限值 
单位 

1 
无色、无

味、透明 

色度 SUM30334006 ND ≤15 度 

臭和味 SUM30334006 
无任何臭

和味 
无 \ 

浑浊度 SUM30334006 ND ≤3 NTU 

肉眼可见物 SUM30334006 
无任何肉

眼可见物 
无 \ 

pH 值 SUM30334001 7.36 6.5～8.5 无量纲 

总硬度 SUM30334009 1.6 ≤4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SUM30334008 23 ≤1000 mg/L 

硫酸盐 SUM30334004 ND ≤250 mg/L 

氯化物 SUM30334004 0.26 ≤250 mg/L 

挥发酚类 SUM30334005 ND ≤0.00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SUM30334002 ND ≤3.0 mg/L 

氨氮 SUM30334002 0.02 ≤0.50 mg/L 

总大肠菌群 SUM30334003 未检出 ≤3.0 CFU/100mL 

菌落总数 SUM30334003 未检出 ≤100 CFU/mL 

亚硝酸盐氮 SUM30334004 ND ≤1.00 mg/L 

硝酸盐氮 SUM30334004 ND ≤20.0 mg/L 

汞 SUM30334010 ND ≤0.001 mg/L 

砷 SUM30334010 ND ≤0.01 mg/L 

镉 SUM30334009 ND ≤0.005 mg/L 

六价铬 SUM30334007 ND ≤0.05 mg/L 

铅 SUM30334009 ND ≤0.01 mg/L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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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结果 
参照标准

限值 
单位 

2 
无色、无

味、透明 

色度 SUM30334016 ND ≤15 度 

臭和味 SUM30334016 
无任何臭

和味 
无 \ 

浑浊度 SUM30334016 ND ≤3 NTU 

肉眼可见物 SUM30334016 
无任何肉

眼可见物 
无 \ 

pH 值 SUM30334011 7.31 6.5～8.5 无量纲 

总硬度 SUM30334019 1.7 ≤4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SUM30334018 26 ≤1000 mg/L 

硫酸盐 SUM30334014 ND ≤250 mg/L 

氯化物 SUM30334014 0.22 ≤250 mg/L 

挥发酚类 SUM30334015 ND ≤0.00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SUM30334012 ND ≤3.0 mg/L 

氨氮 SUM30334012 0.02 ≤0.50 mg/L 

总大肠菌群 SUM30334013 未检出 ≤3.0 CFU/100mL 

菌落总数 SUM30334013 未检出 ≤100 CFU/mL 

亚硝酸盐氮 SUM30334014 ND ≤1.00 mg/L 

硝酸盐氮 SUM30334014 ND ≤20.0 mg/L 

汞 SUM30334020 ND ≤0.001 mg/L 

砷 SUM30334020 ND ≤0.01 mg/L 

镉 SUM30334019 ND ≤0.005 mg/L 

六价铬 SUM30334017 ND ≤0.05 mg/L 

铅 SUM30334019 ND ≤0.01 mg/L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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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结果 
参照标准

限值 
单位 

3 
无色、无

味、透明 

色度 SUM30334026 ND ≤15 度 

臭和味 SUM30334026 
无任何臭

和味 
无 \ 

浑浊度 SUM30334026 ND ≤3 NTU 

肉眼可见物 SUM30334026 
无任何肉

眼可见物 
无 \ 

pH 值 SUM30334021 7.04 6.5～8.5 无量纲 

总硬度 SUM30334029 2.0 ≤4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SUM30334028 24 ≤1000 mg/L 

硫酸盐 SUM30334024 ND ≤250 mg/L 

氯化物 SUM30334024 0.30 ≤250 mg/L 

挥发酚类 SUM30334025 ND ≤0.00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SUM30334022 ND ≤3.0 mg/L 

氨氮 SUM30334022 ND ≤0.50 mg/L 

总大肠菌群 SUM30334023 未检出 ≤3.0 CFU/100mL 

菌落总数 SUM30334023 未检出 ≤100 CFU/mL 

亚硝酸盐氮 SUM30334024 ND ≤1.00 mg/L 

硝酸盐氮 SUM30334024 ND ≤20.0 mg/L 

汞 SUM30334030 ND ≤0.001 mg/L 

砷 SUM30334030 ND ≤0.01 mg/L 

镉 SUM30334029 ND ≤0.005 mg/L 

六价铬 SUM30334027 ND ≤0.05 mg/L 

铅 SUM30334029 ND ≤0.01 mg/L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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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结果 
参照标准

限值 
单位 

4 
无色、无

味、透明 

色度 SUM30334036 ND ≤15 度 

臭和味 SUM30334036 
无任何臭

和味 
无 \ 

浑浊度 SUM30334036 ND ≤3 NTU 

肉眼可见物 SUM30334036 
无任何肉

眼可见物 
无 \ 

pH 值 SUM30334031 7.12 6.5～8.5 无量纲 

总硬度 SUM30334039 1.8 ≤4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SUM30334038 20 ≤1000 mg/L 

硫酸盐 SUM30334034 ND ≤250 mg/L 

氯化物 SUM30334034 0.25 ≤250 mg/L 

挥发酚类 SUM30334035 ND ≤0.00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SUM30334032 ND ≤3.0 mg/L 

氨氮 SUM30334032 0.02 ≤0.50 mg/L 

总大肠菌群 SUM30334033 未检出 ≤3.0 CFU/100mL 

菌落总数 SUM30334033 未检出 ≤100 CFU/mL 

亚硝酸盐氮 SUM30334034 ND ≤1.00 mg/L 

硝酸盐氮 SUM30334034 ND ≤20.0 mg/L 

汞 SUM30334040 ND ≤0.001 mg/L 

砷 SUM30334040 ND ≤0.01 mg/L 

镉 SUM30334039 ND ≤0.005 mg/L 

六价铬 SUM30334037 ND ≤0.05 mg/L 

铅 SUM30334039 ND ≤0.01 mg/L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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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结果 
参照标准

限值 
单位 

5 
无色、无

味、透明 

色度 SUM30334046 ND ≤15 度 

臭和味 SUM30334046 
无任何臭

和味 
无 \ 

浑浊度 SUM30334046 ND ≤3 NTU 

肉眼可见物 SUM30334046 
无任何肉

眼可见物 
无 \ 

pH 值 SUM30334041 6.53 6.5～8.5 无量纲 

总硬度 SUM30334049 1.6 ≤450 mg/L 

溶解性总固体 SUM30334048 24 ≤1000 mg/L 

硫酸盐 SUM30334044 ND ≤250 mg/L 

氯化物 SUM30334044 0.26 ≤250 mg/L 

挥发酚类 SUM30334045 ND ≤0.00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SUM30334042 ND ≤3.0 mg/L 

氨氮 SUM30334042 ND ≤0.50 mg/L 

总大肠菌群 SUM30334043 未检出 ≤3.0 CFU/100mL 

菌落总数 SUM30334043 未检出 ≤100 CFU/mL 

亚硝酸盐氮 SUM30334044 ND ≤1.00 mg/L 

硝酸盐氮 SUM30334044 ND ≤20.0 mg/L 

汞 SUM30334050 ND ≤0.001 mg/L 

砷 SUM30334050 ND ≤0.01 mg/L 

镉 SUM30334049 ND ≤0.005 mg/L 

六价铬 SUM30334047 ND ≤0.05 mg/L 

铅 SUM30334049 ND ≤0.01 mg/L 

参照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 Ⅲ类 

备注：1.“ND”表示未检出，涉及项目检出限详见表 3。 

2.“\”表示此项不作要求。 

3.结果只适用于本次收到的样品。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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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仪器信息： 

检测项目 
对应仪器 

名称 型号 实验室编号 检校有效期 

地下

水 

浑浊度 浊度仪 WGZ-1B TTE20131400 2020-05-09 

pH 值 pH 计 pHS-3C TTE20151592 2020-05-08 

总硬度 
滴定管（聚四氟乙烯

芯） 
25mL ATTEHLSU00064 2021-02-06 

溶解性总固体 电子天平 FA2004 TTE20120414 2020-08-28 

硫酸盐 离子色谱仪（IC） ICS-1100 TTE20141126 2020-05-30 

氯化物 离子色谱仪（IC） ICS-1100 TTE20141126 2020-05-30 

挥发酚类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 
UV-7504 TTE20152522 2020-05-26 

高锰酸盐指数 
滴定管（聚四氟乙烯

芯） 
25mL ATTEHLSU00064 2021-02-06 

氨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 
UV-7504 TTE20152522 2020-05-26 

总大肠菌群 电热恒温培养箱 DHP-9160B ATTEHLSU00034 2020-05-30 

菌落总数 电热恒温培养箱 DHP-9160B ATTEHLSU00034 2020-05-30 

亚硝酸盐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 
UV-7504 TTE20152522 2020-05-26 

硝酸盐氮 离子色谱仪（IC） ICS-1100 TTE20141126 2020-05-30 

汞、砷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750 TTE20161393 2020-08-28 

镉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光谱仪（ICP） 
8300DV TTE20151165 2020-08-12 

六价铬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 
Lambda 365 TTE20191538 2020-08-28 

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AAS） 
AA900T TTE20162140 2020-12-19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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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检测方法及检出限： 

类别 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检出限 

地下水 

色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1.1 
5 度 

臭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3.1 
/ 

浑浊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2.1 
0.5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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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750.4-2006 4.1 
/ 

pH 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5.1 
/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7.1 
1.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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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750.4-2006 8.1 
/ 

硫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1.2 
0.75mg/L 

氯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2.2 
0.15mg/L 

挥发酚类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9.1 
0.002mg/L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0.5mg/L 

***本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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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测方法及检出限： 

类别 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检出限 

地下水 

氨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9.1 
0.02mg/L 

总大肠菌群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2.2 
/ 

菌落总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1.1 
/ 

亚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10.1 
0.001mg/L 

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5.3 
0.15mg/L 

汞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8.1 
0.0001mg/L 

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6.1 
0.0010mg/L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9.6 
0.004mg/L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10.1 
0.004mg/L 

铅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11.1 
0.0025mg/L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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