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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废水检测

委托单位 山东鲁燕色母粒有限公司 委托人 王金雷

单位地址 卧虎山北街 15号 联系方式 15315292170

受测单位 山东鲁燕色母粒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卧虎山北街 15号

采样日期 2021.04.30 分析日期 2021.04.30-05.05

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仪器设备 方法依据 检出限

废水

pH
便携式 pH计

/PHB-4/SDLY-YQ-315
GB/T 6920-1986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

化学需

氧量

具塞滴定管

/25ML/SDLY-QT-52
HJ 828-2017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4mg/L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恒温恒湿培养箱

/WS70Ⅲ/SDLY-YQ-100
HJ 505-2009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0.5
mg/L

氨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752N/SDLY-YQ-061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
mg/L

总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752N/SDLY-YQ-061
HJ 636-2012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

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0.05
mg/L

总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752N/SDLY-YQ-061
GB/T 11893-1989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1
mg/L

总有机碳
非分散红外吸收总有机碳

测定仪
/TOC-2000/SDLY-YQ-261

HJ 501-2009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0.1 mg/L

可吸附有

机卤素

（AOF、
AOCl、
AOBr）

离子色谱仪
/CIC-100/SDLY-YQ-095

HJ/T 83-2001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

（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

本栏以下空白

备注 /

编制人：

审核人： (检验检测专用章)

批准人： 2021年 05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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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类别：废水

样品状态：淡黄色、臭味、无浮油、半透明

检测项目：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等共 8项

采样日期：2021.04.30 分析日期：2021.04.30-05.05

采样点位：废水总排口

判定标准：GB/T 31962-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 1，A级）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检测值 均值 标准限值 判定结果

pH/(无量纲)

/ 6.91

6.90~6.91 6.5~9.5 不超标
/ 6.90

/ 6.90

/ 6.90

化学需氧量/(mg/L)

NW425-I-005 185

189 500 不超标
NW425-I-006 177

NW425-I-007 159

NW425-I-008 235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NW425-K-001 65.0

66.3 350 不超标

NW425-K-002 62.2

NW425-K-003 55.8

NW425-K-004 82.4

NW425-K-004a（平行样） 82.0

氨氮/(mg/L)

NW425-I-001 45.8

44.2 45 不超标

NW425-I-002 48.4

NW425-I-003 43.0

NW425-I-004 39.7

NW425-I-004a（平行样） 39.5

总磷/(mg/L)

NW425-I-001 3.28

2.98 8 不超标

NW425-I-002 2.83

NW425-I-003 3.46

NW425-I-004 2.35

NW425-I-004a（平行样）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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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 检测值 均值 标准限值 判定结果

总氮/(mg/L)

NW425-I-001 64.9

64.1 70 不超标

NW425-I-002 67.2

NW425-I-003 63.6

NW425-I-004 61.0

NW425-I-004a（平行样） 60.7

总有机碳/(mg/L)

NW425-I-009 27.0

27.6 / /
NW425-I-010 29.0

NW425-I-011 27.7

NW425-I-012 26.9

可吸附有机卤素

（AOF、AOCl、AOBr）
/(mg/L)

NW425-I-013 7.21

7.21 8 不超标
NW425-I-014 7.22

NW425-I-015 7.19

NW425-I-016 7.23

（以下空白）



注意事项

1. 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 报告复印件需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

3. 报告涂改、增删或页数不全无效。

4. 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无效。

5. 对检测报告如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

6. 本报告包括封面、首页、正文及注意事项四部分，并盖有检验检测专用

章(或公章)和骑缝章。

7. 检测报告结果仅对被测地点、被测对象当时情况有效。

8. 未经本机构书面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检测报告。

9. 本报告分正本和副本，正本交委托方，副本留档保存。

检测单位：山东鲁岳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肥城市新城泰临路 011号新城房地产开发公司

第二分公司沿街综合楼 3-4层

邮政编码：271600

联系电话：0538-338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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