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YHY-BG/W-2022-09-8 

委托单位 苏州下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jy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东兴路 (120. 661793, 31. 283544) 

样品编号 S-202209-0095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 1 钱方云 采样员 2/ 监督员 赵蓉

采样门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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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涌华衍水胥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9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伈地址 苏州工1]v.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东华林街南(120. 7256 I 8, 31. 288710) 

样品编号 S-202209-0097 样品名称 管网未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陈益 采杆员2/监督员 顾青清 i ;、

心JI
I 肆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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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嘿华衍71(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 O 

委托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金谷路新昌路(120. 761775, 31. 279350) 

样品编号 S-202209-0098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杆品状念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陈益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采杆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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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1 

委托单位 苏州下业园区洘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囮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月亮湾路万寿街(I20. 72689 J, 31. 266988) 

样品编号 S-202209-0099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陈益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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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2 

委托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1」}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和顺路扬和路 (120. 661793, 31. 283544) 

样品编号 S-202209-0 JO I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 1 吴秀萍 采样员 2/监督员 董晓晨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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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涌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溯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09-0.102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1 吴秀萍

采样日期 2022-09-06 

QYHY-BG成2022呻09-13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唯新路(120. 720683, 31. 36239])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董晓展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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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衍水务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09-0103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1 吴秀萍

采样日期 2022-09-06 

QYHY-BG/W-2022-09-14 

苏州T少业园区消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亭盛街(120. 720303, 3 l. 385112)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杆员2/监瞥员 抢晓晨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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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HY-BGIW-2022-09-14 

检测项口名称 《生活饮用水
序号 （及单位） 卫牛标准》GB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检测依据 主殁仪器设备

5749-2006 

一氯二澳甲烧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IIY-中心-JC-41 
(mg/!.) 

:(0, 1 0. 0160 合格 毛细符柱气相色谓法GK/T 5750.8-2006 398 
1. 2

二氯-¥,臭甲炕 牛恬饮用水标准检验｝计去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HY-中心-JC-42 
(mg/L) 

�o. 05 0. 0209 合格 毛细管杆气相色诮怯Gf3/「5750. 8-200t1 ]98 
1. 2

43 ＿氯乙酸
�o. 05 < 0. 0037 合格

城镇供水水丿贞标准检验方法消炸卉u与消 离了色谱仪/QYIW-小心-.JC-
(rng/L) 诗副产物指标CJ/T 141-2018 9. 8 339 

二卤甲炕（二
氯甲烧， 一氯 该类化合物中
二浪甲烧， 二 各种化合物的 生活饮用水杯泭检验方认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IIY-中心-JC-44 氯-1吴甲炕， 实测浓度与其 0. 689 合格 毛细符杠'"G相色谱认（市/T 5750. 8-200!i 
＝澳甲炼的总 各自限们的I七 I. 2

398 

和） 们之和不超过1
（ － ） 

45 二氯乙酘 �0.1 < 0. 0044 合格 城饥供水水丿队和I!检验方法消宙剂勹悄 离了．色谱仪/QYHY-巾心一JC-
(mg/L) 碍副产物指标CJ/T 1111-2018 9. 9 339 

16 二氯乙陛 ,SO. 01 0. 001 合格 生活饮m水标准检验方法淜沥副产物指 气相色谱仪／叩II怍中心-JC-
(mg/L) 标气相色谱法GB/T 5750. l 0-2006 8. 1 398 

三澳甲院 牛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IIY-中心-JC-47 
Cmg/L) 

:o:;o. 1 0.0041 合格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GB/T 5750.8-2006 :}98 
1. 2

氨氮（以N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认无机II令屈拒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QYHY-48 
(mg/L) 

�o. 5 < 0. 02 合格 杯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GB/T 5750.5- 中心-JC-180
2006 9. 1 

亚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淮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屈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QYHY-19 
(mg/L) 

�l < 0. 001 合格 标诅氮偶合分光光度法GB/T 5750. 5- 中，心-JC-180
2006 10. 1 

50 总有机碳 :::=;5 2. 05 合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计去仆机物指标 总打机碳分祈仪/QYlfY·· 中心－－

(mg/L) 仪器分析认Gl3/T 5750. 7-2006 ,1, l JC-l62 

备注 二氯乙酸、 氯乙酸离了色谱法未通过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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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漏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5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星龙街汀兰巷(120.800392,31. 347492) 

样品编号 S-202209-0.123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l 陈益 采样员2/监督员 徐瑶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 H 期 2022-09-06 ~ 2022-09-28 , 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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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6 

委托单位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刓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 ill:'.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亭南路 (120. 8ll791, 31. 355891) 

样品编号 S-202209-0121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杆员 1 陈益 采样员 2/ 监督员 徐瑶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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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源华1时（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17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消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青年公寓(120. 806518, 31. 329584) 

样品编号 S-202209-0125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l 陈益 采样员2/监督员 徐瑶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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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l

采样日期

S-202209-01'.{3

牛．活饮用水

陈建平

2022-09-06 

QYHY-BG/W-2022-09-18 

苏州I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车郭东路(120. 772023, 31. 258959)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 ，点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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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HY-BG/W-2022-09-19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飞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 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新庆东路（生物产业园二期） (120. 797759, 31. 279219) 

样品编号 S-202209-0131 样品名称 管网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l 陈建平 采样员2/监督员 顾青清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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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滞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09-0110

牛活饮用水

吴秀萍

2022-09-06 

QYHY-BG/W-2022-09-20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金陵西路方厦街(120. 782896, 31. 361368) 

样品名称 忤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张琳琳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

戊广-召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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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漏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付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09-0111

生活饮用水

吴秀萍

2022-09-06 

QYHY-BG/W-2022-09-21 

苏州丁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浦田路奇业路(120. 837526, 31. 371920)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张琳琳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点森华衍

t检测专
-.i._-













�)胃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S-202209-0142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采样员 1 吴秀萍

采样日期 2022-09-06 

QYHY-BG/W-2022-09-22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强胜路胜浦路 (120. 831561, 3t. 335813) 

样品名称

样品状态

采样员 2/ 监督员

管网末梢水

无色透明液体

张琳琳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乙l-i伯坐析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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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涌华衍水务
Hua Yen Water QYHY-BG/W-2022-09-22 

检测项目名称 C生活饮用水
序号 （及单位） 卫牛标准》GB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检测依据 卞殁仪器设备

5749-2006 
一氯勹1臭甲烧 生活饮rn 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诮仪/QYIIY-中心-JC-41 

(mg/I.) 
�o. 1 0.0098 合格 毛细忤杜气相色谱法GH/T 5750.8-ZOO!i 398 1. 2

—． 氯－淏甲炕 'I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llY-中心-JC-12 
(mg/L) 

炙0.06 0. 0150 合格 毛细忤杆气相色评怯GB/T 5750, 8-20UG 398 
1. 2

�3 二氯乙酘
�o. 05 < 0. 0037 合格 城镇供水水l贞标准检验方法悄诽剂与消 离子色谱仪/QYHY-中心-JC-

(mg/L) 苛副产物指标CJ/T 1'11-2018 9. 8 339 
二1卤甲烧（二
氯甲烧， 一氯 该类化合物中
二澳甲烧二 各种化合物的 生沾饮用水标准检验方认有机物指标 ''G相色谱仪/QYHY-中心-JC-44 氯一浪甲炕， 实剌浓度与其 0. 533 合格 毛细符柱/\相色谱法CR/T 57fi0.8-200ti 
三浪甲纾l的总 各自限值的比 l. 2

398 

和） 值之和个超过1
（ 一 ）

45 二氯乙IW �0.1 < 0. 0014 合格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消谣剂 l j悄 离子色滑仪/QVIIV-巾心一JC-
(mg/L) 荀副产物指标（汀/T 1'11-2018 9. 9 339 

16 二氯乙睦
�o. 01 < 0. 001 合格 生活饮/1 l水标准椅验方法消毒副产物指 气相色讲仪/QYIIY一中心-JC-

(mg/L) 林气相色谱认Gll/T 5750. I 0- 2006 8. l 398 

三溃甲炾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指标 气相色谱仪/QYIIY--中心一JC-47 
C mg/L) 

忘0.1 0. 0022 合格 毛细节村气相色谱法GB/T 5750. 8-2006 398 
1. 2

氨氮（以N计） 生活饮HI水标准检验方法尤机II· 金屈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1-/QYHY·48 
(mg/U 

�0.5 < 0.02 合格 标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Gl3/T 5750.5- 中丿心-JC-180 
2006 9. 1 

亚硝酸盐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屈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QYHY-19 
(mg/L) 

�1 < 0. 001 合格 标堂氮偶合分光光度法GB/T 5750. 5- 中心-JC-180
2006 10. 1 

50 总有机碳 :::;5 1. 98 合格 生沾饮用水标准俭验力法行机物指标 总有机碳分析仪瓜＼仆IY-中心－

(mg/L) 仪器分析过、GB/T 5750. 7-2006 4. 1 JC--162 

备注 二氯乙酸、 氯乙酸离了色谱法未通过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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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俨i原华1时（务
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23 

委托单位 苏州T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消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港田路钟南街 (120. 764918, 31. 30768]) 

样品编号 S-202209-0148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 1 熊然 采样员 2/ 监督员 董晓展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I 从下华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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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QYHY-BG/W-2022-09-24 

委托单位 苏州I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受测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打限公司

受测单位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采样位置 中新大道东星华街(120. 778975, 31. 312669) 

样品编号 S-202209-0119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类别 牛活饮用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1 熊然 采杆员2/监督员 董晓晨

采样日期 2022-09-06 检测H期 2022-09-06 ~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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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源华衍水务
Hua Yan Water 

委托单位

受测单位

受测单位地址

采样位置

样品编号

样品类别

采样员1

采样日期

S-202209-0150

牛．活饮用水

熊然

2022-09-06 

QYHY-BG/W-2022-09-25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管网输配部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钟园路思安街(120. 724189, 31. 322727) 

样品名称 管网末梢水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液体

采样员2/监督员 董晓晨

检测日期 2022-09-06 ~ 2022-09-28 

呛测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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