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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 木报告无本中心检验报告专用辛或公辛无效；

2、 本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名无效；

3、 本报告涂改无效；

4、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本中心“检验报告专用幸”或本机构公率无效：

5、 送样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

6、 若对木检测报告有异议， 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中心提出 ，

逾期不予受理俶生物检验报告不得复检。

本中心通讯资料

地 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33号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 0512-69562131 

传真 0512-6956213 1

网址： ht tp :/ / s z. huay也water. c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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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及单位） 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检测依据

1 总大肠岱群 IPN/100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 GB/T5150.12-2006 (2. 3) 
吐

2 耐热大肠团群 即N/100 不得捡出 未检出 合格 GB斤5750.1公2006 (3. 2>
滇L

3 大股歧希氏租 即R/100 不得检出 未捡出 合格 CB/T5750.12-2006 (4. 2) 
吐

4 团洷总数 CFU/吐 :::,100 未检出 合格 GB/T5750.12-200o ( 1. 1) 

5 砑 识g/L ~0.01 <0.0005 合格 GB/T5750. 6-2006 (6.1) 

6 铩 mg/L ~0.005 <0.00005 合格 CB/T5750. 6-2006 ( 4. 2. 1 ) 

7 锋（六价） mg几 ~0.05 (0.004 合格 GB/T5750.6-2006 (10.1) 

8 铅 mg/L ::!,0.01 (0.0003 合格 GB灯5750.6-2006 (11.1) 

9 宗 吨/L ::,,0.001 (0.00005 合格 GB/T5750.6- 2006 (8.1) 

10 硒 me/L =:s:0.01 (0.0005 合格 GB/f5750.6-2006 (7. 1) 

11 氝化物 mg/L :E0.05 (0.002 合格 啦23一2017

12 氮化物 爪1/L ~l 0. 43 合格 GB/T5750. 5-2000 (3. 2) 

13 硝酸盐（以R计） 饿g/L =!:: 10 0.06 合格 GB/r5750. 5-2000 (5. 3) 

14 三氢甲嫔 辽儿 ~0.06 0.0098 合格 GB/T5750.8-2000 (1. 2) 

15 四氯化碳 重c/L ~ 0.002 <0.00005 合格 GB/T5750. 8-2000 ( 1. 2) 

16 淏酸盐 辽八 ~0.01 <0.005 合格 GB/r57印.10-2006 (13. 2) 

17 甲硅 震g/L ::S:0.9 (0.05 合格 GB/r5750.10-2妫 (6.1〉

18 亚氯酸盐 重g/L :::::o. 1 <0.0024 合格 GB/r5750.10-20伪 ( 13. 2) 

19 氯酸盐 飘e/L =5:0. 7 <0. 005 合格 GB/1'5750.10- 2000 (13. 2) 

20 色度 度 ~15 <5 合格 GB/T5750. 4-200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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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检测项目名称（及单位） 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检测依据

21 浑浊度 NTU ~1 0 .087 合格 GB片5750. 4-2000 (2.1 ) 

22 奥和跦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合格 GB/!'5750. 仁2000 ( 3. 1) 

23 钓限可见物 无 无 合格 Gil/万750. 4-2006 ( 4.1) 

24 pH 6. S七. 5 7. 41 合格 GB/15750. 4- 2006 ( 5. 1 ) 

25 铝 爪g/l. ":0, 2 0. 083 合格 哎订r5750. 6- 2006 ( 1. 1 > 

农 铁 ag/L ~0.3 <0. 10 合格 CB/1'5750. 6-妞 ( 4. 2. 1) 

27 猛 邓几 ~0.1 <0.05 合格 GB片5750.6- 2000 (4. 2.1) 

28 铜 扒c/L ~1.0 <0.05 合格 GB/T5750. 6-2000 (小 2.1 〉

农 钤 11g/L ~l.O <0. 03 合格 GB/T5750. 6-加06 ( 5.1) 

30 氯化物 ng/J.. ~250 59.8 合格 GB斤5750.5-2006 (2.2) 

31 畔 m;/L ~250 74. 3 合格 GB/T5750. 于2000 (1. 2) 

, 

32 溶解性总固体 吐/L :S:1000 255 合格 GB/T57印.4-2006 (8. 1) 

33 总硬度（以C心乃计） ag/L ~450 100 合格 GB/万750. 4-2006 ( 7. l >,

34 耗氧证0(衍COD）压法，以 汛g/L ~3 1. 40 合格 GB/15750. 7-2006 (1. 1) 

35 挥贤酚类)（以苯酣 111g/L ~0.002 <0.002 合格 邮25-2017

36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11/L ~0.3 (0.05 合格 田8淀2017

37 总Q放射性 Bq/L ::E:O. 5 0.022 合格 GB/r、5750. 13-2006 (1. 1) 

38 总6放射性 Bq/1.. ~ 1 O.lH 合格 GB/T5750. 均-2006 (2.1>

39 氯气及贯豆岛祝）制剂（ me儿 :?:O. 3 且 ~4 0. 79 合格 GB八'li750. ll-2000 (1.1) 

40 一氯胺 谭g/L ?!=0.5 且 ~3 0.91 合格 GB/!5750.11一2006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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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顶目名称（及单位） 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检测依据

41 臭氧 爪g/L ~0.3 <0.01 CB/T57和. 11-2006 (5. 3) 

42 二氧化氯 爪g/L 0.1--0.8 0.11 GB/T5750. ll-2006 (4. 4) 

43 三氯乙薛 111g/L "'0.01 0.003 合格 GB/T5750. 10-2000 (8. 1) 

" 氛氮（以N计） 爪g/L ~0.5 0.05 合格 GB/T5750. 6-2000 (9.1) 

45 总有机碳 爪g/L ~5 2.14 合格 GB/1'5750. 7-2006 (U) 

备注：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