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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站区)

受测地址 龙岗区龙岗镇新生社区附近 (原天地石场 )

采样日期 20170328 完成日期 20170407

样品编号 U08933555-1。 2̌ 样品名称 地下水

采样位置 见结呆处 采样方式 瞬时采样

检测依据 详见附表

检测项日
检测结呆

GB/T14848-I993

《地下水质量标准》

Ⅳ类限值

单位

监测井 1# 监测廾 2#

pH值 667 730 55~‘ 5,85~9 无蚩纲

总硬度 (以 CaCα计 ) 103 228 ≤≤550 m酊L

溶解性总同体 I93 64 ≤2000 mg/L

硫酸盐 160 374 ≤ 350 mg/L

氯化物 386 172 ≤350 mVL

铁 (Fc) 085 ^
υ ≤15 m日L

锰 (Mn) 0466 0123 ≤ ⒈0 m酽△

铜 (Cu) 0020 (0009 ≤ 15 mg△

锌 (Zn) 0104 0015 ≤≤50 mg/L

晖发性酚类 (以苯酚计 ) <0002 (0002 ·s001 m酊L

高锰酸盐捐数 145 121 ≤ 10 m留L

硝酸盐 (以 N计 ) 026 016 ≤ 30 mg/L

亚硝酸盐 (以 N计 ) <0001 <0001 ≤01 mgL

氨氮 (NH4) 0l15 0134 ≤05 m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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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日
检测结呆

GB`T14848丬 993

《地下水质量标准》

Ⅳ类限值

单位

监测井 1# 监测井 绊

氟化物 16 02 ≤≤20 m旷L

氰化物 <0002 <0002 ≤01 m留△

汞 (Hg) (00001 <00001 ≤ 0001 m四L

硒 (se) <00004 <00004 ≤01 mg/L

镉 (Cd) 00009 <00005 ≤≤001 m日L

铬 (六价)(Crb+) <0004 (0004 ≤≡01 mg/L

斜士 (Pb) 00428 00756 ≤01 mg/L

镍 (Ⅺ ) 0012 (0006 ≤01 mgL

总大肠茵群 未检山 未检出 ≤ 100 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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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站区 )

受测地址 龙岗区龙岗镇新生社区附近 (原天地石场 )

采样日期 20170328 完成日期 20170407

样 ni编 号 U08933555-3 样品名称 地表水

采样位置 站后面排洪沟 采样方式 瞬时采样

检测依据 详见附表

检测项日 检测结呆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董标准》

表 1V类限值

单位

pH值 766 6~9 无量纲

溶解氧 65 ≥ 2 mg/L

高锰酸盐指数 108 ≤ 15 m四L

化学需氧量 (COD) 0
乙 ≤40 m酊L

五日生化需氧蚩
(BOD5) 96 ≤ 10 mg/L

氦氮 (N比钢 ) 020 ·̄20 m日L

总磷 (以 P计 ) 008 ≤04(湖、库 02) m留L

总氮 (湖 、库,以 N计 ) 130 ≤≡20 m酽L

钅同 <0001 ≤ 10 m酊L

锌 (005 ≤≤20 m留L

氚化物 (以 F计 ) 0141 ≤ I5 mg/L

硒 (00004 ≤002 m留L

砷 <00003 ≤01 mg/L

汞 (000004 ≤0001 m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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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结呆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蚩标准》

表 1Ⅴ类限值

单位

镉 (0001 ≤ 001 mg△

铬 (六价 ) <0004 ≤01 mg/L

铅 <001 ≤01 m留L

氰化物 <0001 ≤≤02 mg℃

挥发酚 <00003 ≤01 mg/L

亻f汕类 (00I ≤ 10 mg/L

硫化物 (0005 ≤ 10 mg/L

粪大肠茵群 260 ≤≤40000 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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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站区)

受测地址 龙岗区龙岗镇新生社区附近 (原天地石场)

采样日煳 20170328 完成日期 20170407

样品编号 U08934555 样品名称 土壤

采样位置 后 山 采样方式 现场采样

检测依据 详见附表

检测项日 检测结呆

GB15618-1995
《+壤环境质量标准》

表 1早地、果园二级限值

单位

pH值 68 )65 无蚩纲

阳离子交换章 1532 。mol(+)/kg

镉 035 ≤ 10 mg/kg

〓水 0038 ≤ 15 mgqcg

0
乙 ≤40 m图饨

铜 306 ≤≤400 mgkg

钳 130 ≤≡500 mgkg

铬 20 ≤300 m四饨

锌 603 ≤≡500 mg/l【g

镍 7 ≤≤200 mg/kg

备注 :“-ˉ P̄表示标准中对此项无限值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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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站区)

受测地址 龙岗区龙岗镇新生社区附近 (原天地石场 )

采样日期 20170328 完成日期 20170407

天气情况 晴
测量期间最大风速

(m^) 16

检测项日 噪声 检测点数 (个 ) 4

检测依据 GB1234⒏⒛Og《 T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主耍测试设备 噪声分析仪

测点位置 (见附图)

检测结呆
GB12348-2008《 ]二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2类标准限值
Leq (dB(A))

昼间

Le。 (dB◇、))

▲1#厂界东面外 1米处 541

昼间ω

▲鳞厂界南面外 1米处 587

▲3W「界两而外 1米处 586

▲缁厂界北面外 1米处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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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测点位置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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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分析方法、仪器及方法来源、最低检出浓度

项日名称 分析方法 仪器 方法来源 最低检出浓度

地下水

pH值 玻璃电极法 酸度计 GB/T57504-2006 001pH值

总硬度 (以 CaCo3计 )
乙工胺四乙酸=钠

滴定法
GB/T57504-2006 10mg/L

溶解性总H体 称量法 电子天平 GB`T57504-2006 4mg/L

硫酸盐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GB/T57505-2006 075mg/L

氯化物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GB/T57505-2006 015m留△

铁 (Fe)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GB/T57506-2006 00045m酽 L

锰 (M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GB`T57506-2006 00005mg月 1

铜 (Cu) 屯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含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GB`T57506-2006 0009mg/L

锌 (Z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午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GB/T57506-2006 0001mgL

阡发麒 (以苯酚计)
⒋氨基安替吡啉三氯

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5750⒋2006 0002m酊△

高锰酸盐指数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GB/T57507-2006 005m鲈 L

硝酸盐 (以 N计 )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GB/T57505-2006 015mε/L

亚硝酸盐 (以 N计 ) 重氮偶合分光光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57505-2006 0001mg刀L

氦氮 (NH4) 水杨酸盐分光光皮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57505-2006 0025mg/L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GB`T57505-2006 01mg刀L

氰化物
异烟酸-巴 比妥酸比

色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57505-2006 0002m酊L

汞 (Hg)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GB`T575062006 0000Im砂 L

硒 (sc)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GB/T57506-2006 00004mg刀L

镉 (Cd)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GB/T57506-2006 00005m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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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分析方法、仪器及方法来源、最低检山浓度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仪器 方法来源 最低检出浓度

铬 (六价)(C俨
+) 工苯碳酰二肼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57506-2006 0004mg/L

白占 (Pb)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石f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GB/T57506-2006 00025m留 L

镍 (Ⅺ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GB/T57506-2006 0006m酊L

总人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恒温培养箱 GB`T575012-2006

地表水

pH值 玻璃电极法 酸度计 GB6920-86 001(pH值 )

溶解氧 电化学探头法
水质多参数测定

仪
HJ506-2009

高锰酸盐指数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GB1I892-89 05m留L

化学需氧量 (COD) 重铬酸盐法 GB11914-89 5m四L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s)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05m留L

氦氮 (N叱N)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HJ536-2009 001mg月 L

总磷 (以 P计 )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11893-89 001mg/L

总氮 (湖、库,以 N计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ΠJ636-2012 005mg/L

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螯合萃取法 )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GB7475-87 0001mg/L

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GB7475-87 005m酽L

氟化物 (以 F计 )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H、R84-2016 0006m留L

硒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HJ694-2014 00004m酽L

山
屮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瘦计 HJ694-2014 00003m酊L

汞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HJ694-2014 000004m酽L

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螯合萃取法 )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GB7475-87 00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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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分析方法、仪器及方法来源、最低检出浓度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仪器 方法来源 最低检山浓度

丶

引

'

铬 (六价 )

工苯碳酰⊥肼分光

光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7467-87 0004mg刀 L

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瘦
法 (螯合萃取法 )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GB7475-87 001mg/L

氰化物
异烟酸-巴 比妥酸比

色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HJ484-2009 0001m酊L

挥发酚
蒸馏后⒋氦基安替比

林分光光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HJ503-2009 00003m酊 L

石汕类 红外光度法 红外测汕仪 HJ637-2012 001mg/L、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GB/T16489-1996

N
0005m留Lo

粪大肠茵群 多管发酵法 恒温培养箱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 四版)(增补版 )

土壤
`
丶

丶

pH值 玻璃电极法 酸度计 NY/T1377-2007 01pH值 乡

阳离子交换量 电子天平 NY/T295-1995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GB/T171411997 001mg刀Kg

汞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GB`T22105⒈2008 0002mg刀 Kg

石中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GB/T221052-2008 001mg刀Kg

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瘦计
GB`T17138-I997 10mε

'Kg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GB`T171411997 01mg'Kg

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瘦计
HJ491-2009 5mg饨

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GB/T17138-I997 05mg/lcg

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瘦计
GB`T17139-I997 5mg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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