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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制定“可能产生污染”、“易产生污

染”或“极易产生污染”的工业活动或设施所存在的污染区域进行土壤

和地下水监测，判断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及空间分布，并确定风险等

级及污染物的范围，明确下一步行动与措施。促进通过加强日常监测

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来减少或消除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可能性。 

    整个厂区总面积在 15000 多平方米，配套电镀车间面积为 1500

多平方米，根据排查方案，电镀部周边被确定为可能产生污染区域，

故此根据地下水水流方向确定电镀部和污水处理站周边进行布点。 

    依据《地块土壤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656-2009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布点最低数目，本项目初定土壤设计为 3个点位，

地下水初定为 3 个点位。 

1、土壤采样点布设 

1.1 采样点布设 

   共布设 3 个土壤采样点，其中在电镀厂房后面布置土壤采样点 1

个，危险品仓库周边布置采样点 1 个，在污水站与员工宿舍之间布置

采样点一个。在操场附近布置 1 个土壤对照点。 

1.2 采样深度及分层 

   采样点采样深度为 5m，其中，去除表层的硬化层后，土壤表层 

0.5m 以内设置至少一个采样点，0.5m 以下采用分层采样；初步调查

阶段，应保证在不同性质土层至少有一个土壤样品，采样点应设置在

各土层交界面；地下水位线附近至少设置一个土壤采样点；当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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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土层厚度较大（2米以上）或同一性质土层中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土层增加采样点。每个钻孔至少需采集 3 个

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对照点采样深度为 0-0.5m。 

1.3 检测项目 

    根据污染识别阶段识别出的特征污染物，广东省《广东省重点监

管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结合《深圳市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调查评估工作指引》的要求土壤参数主要包括 以下指标： 

土壤 监测项目 备注 

重金属 总汞、总砷、镉、铅、铜、镍总铬  

挥发与半挥 

发性有机物 

氯甲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

烯、1,1-二氯乙烷、顺式-1,2-二氯乙烯、氯仿、1,1,1-三氯乙烷

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烷、苯、三氯乙烯、1,2-二氯丙烷 

甲苯、1,1,2-三氯乙烷、四氯乙烯、氯苯、1,1,1,2-四氯乙烷 

乙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1,1,2,2-四氯乙烷 

1,2,3-三氯丙烷、1,4-二氯苯、1,2-二氯苯、苯胺、2-氯苯酚 

硝基苯、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 

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 h)蒽 

 

 

2、 现场采样和实验分析 

2.1 现场探测方法和程序 

（1） 钻探技术要求 

    本次现场的钻探工作委托四海诚信钻井队进行，钻探采用直冲式 

XY-150 钻机。在钻探施工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勘探场区的地形地物、

交通条件、钻孔实际位置及现场的电源、水源等情况。严格注意地下

管线安全，核实场区内有无地下设施以及相应的分布和走向，如地下

电缆、地下管线和人防通道等。如遇地下构筑物无法钻进时，须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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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并通知现场工程负责人。安装钻机时，应避开地下管道、电缆及

通道等，并注意高空有无障碍物或电缆。在狭窄场地安装及拆卸钻机

时，应特别注意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安装钻探架的距离，要根据倒架、

倒杆或在最不利的可能操作下，大于钻架或钻杆的最远点离开高压线

的最小距离。当孔位设置地点与最小安全距离相矛盾时，以保证安全 

距离为准。钻机就位后，应严格按照现场工程师的要求进行，不得随

意移动钻孔位置。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现场工程师汇报并经同意

批准后方可继续作业。为保证钻孔质量，开孔时，须扶正导向管，保

持钻孔垂直，落距不宜过高，如发现歪孔影响质量时，要立即纠正。 

钻探时，深度达到地面下 2 m，须立即跟进套管，钻探深度和套管深

度要求保持一致，防止上面的土壤脱落造成交叉污染。钻探过程中收

集的土壤按深度顺序转移至岩芯箱中，每隔约 0.5 m 取土样做现场筛

测。 

（2） 水质监测井建井技术要求 

   水质监测井的钻探过程与钻探操作要求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在

遇饱和地层时不能用管钻掏孔，且套管应及时跟进；监测井钻孔钻探

达到要求深度后，宜进行钻孔掏洗，清除钻孔中的泥浆、泥沙等，再

向钻孔中放入井管，要保证井管垂直，并与钻孔同心；井管下部设置 

50-60 cm 的沉淀管，沉淀管底部放置在隔水层内；滤水管对应含水层，

其长度要大于含水层的厚度，在静止水位以上保留 1.5 m 滤水管。井

管连接好后需严格量测实管和滤水管的长度；砾料应选择石英砂料，

在回填前应冲洗干净，清洗后应使其沥干，防止冲洗石英砂的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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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砾料的填充高度，自井底向上直至与实管的交界处；膨润土回

填时要求每回填 10 cm 用水管向钻孔中均匀注入少量的水，注意防

止在膨润土回填和注水稳定化的过程中膨润土、井管和套管粘连。 

     膨润土回填后使用红粘土回填至地面下 1 m最后使用混凝土固

定监测井井管，从地面下 1 m 直至井盖下部，管套孔隙内注以水泥

固定，孔口用同管材的丝堵或管帽封存。监测井建成后采用贝勒 

管进行扩井，以和周围水体建立良好的水力连接，扩井过程直至抽出

来的水呈澄清状；监测井的设置包括钻孔、下管、填砾及止水、扩井

与井头构筑等步骤。 

（3） 洗井 

    以贝勒管洗井，汲水位置为井管底部，并记录汲水口的大概位置

有无颜色、异味、杂质及分层现。以贝勒管洗井时，因溶解氧与氧化

还原电位不易达到稳定标准，需抽除至少三倍井柱水体积的水量，才

可以停止洗井，这样大致可将井柱的水抽换，以取得代表性水样。 

洗井完成时，测量此时地下水位面至井口的高度。所有洗井工作完成

后，须以干净的刷子和无磷清洁剂清洗洗井器具，并用去离子水冲洗

干净。所有清洗过器具的水须置于清洗器具用水的容器中，不可任意

倾倒或丢弃。 

2.2 采样方法和程序 

2.2.1 采样前准备 

（1） 在采样前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佩戴安全帽、口罩等； 

（2） 根据采样计划，准备采样计划单、钻探记录单、土壤采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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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下水采样记录单、样品追踪单及采样布点图； 

（3） 准备相机、样品瓶、标签、签字笔、保温箱、干冰、橡胶手套、

PE 手套、丁腈手套、蒸馏水、水桶、不锈钢铲子、采样器等； 

（4） 确定采样设备和台数； 

（5） 进行明确的任务分工； 

2.2.2 现场采样时的计划调整原则 

   本项目开展时，如遇到以下情况则适当对采样点位置及采样深度

进行调整: 

（1） 采样时遇到未拆构筑物的混凝土基础，导致无法继续钻进； 

（2） 采样时遇到回填大块混凝土建筑垃圾，导致无法继续钻进； 

（3） 原设计采样深度处于回填建筑垃圾层，无法获取有代表性的样

品； 

（4） 涉及最大采样深度处有疑似污染的迹象。 

2.2.3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现场采集 

（1）现场监测土壤气 

    采用光离子化气体检测仪 PID 对收集的土壤进行现场筛测，分

孔测和塑料袋封闭测顶空，测定挥发性有机物的含量。 

（2）现场采样记录 

在场地调查中，填写详细现场观察的记录单，比如土壤层的深度、土

壤质地、气味、水的颜色，气象条件等，以便用于后期的采样和修复。 

（3）土壤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采集土壤样品时，主要用 XY-150 直冲式钻机，每层土壤在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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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按深度顺序转移至岩芯箱中。土样在钻出以后，针对有机污染

物样品，按照设计要求，不同样品装入不同容器中，瓶装样品注意尽

量充满容器（空气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且在分装土样的过程中尽

量减少土壤样品在空气中的暴露时间。VOCs 样品采集时，在取样管

破开后迅速用针管取样器采取采样管中部的土壤，取样量约 5 g 

左右，迅速转移到装有磁力搅拌棒的棕色玻璃瓶中，密封，4℃下保

存。SVOCs、TPH 和重金属样品采集样品放至专用的样品瓶中密封保

存。在样品采集和运输过程中保证将样品放在装有足够冰盒的保温箱

中，保证样品箱内样品温度 4℃以下。土壤样品保存方式见表 2-1 

表 2-1 土壤样品的保存方式及注意事项 

序号 检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条件 

1 总汞 棕色玻璃瓶 
密封 0~4℃冷藏避光

保存 

2 
金属 

（总汞除外） 

聚乙烯密封袋 

（样品袋） 
密封 0~4℃冷藏保存 

3 
挥发性 

有机物 

40mL 棕色玻璃

瓶（VOA 瓶）、60mL

棕色玻璃瓶 

密封 0~4℃冷藏避光

保存、其中一瓶 VOA 瓶加

甲醇固定 

4 
半挥发性 

有机物 

250mL 棕色玻璃

瓶（采土瓶） 

密封 0~4℃冷藏避光

保存 

（4）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本次采集地下水样样品之前对监测井进行两次洗井工作，即建井后扩

井和采样前洗井。取样前的洗井在第一次扩井 24 小时后进行，洗井

工具选用贝勒管，每口地下水监测井取样前的洗井洗出的水量均为于

井中贮水体积的三倍。不同水井在使用贝勒管取地下水样品之前均需

用去离子水冲洗多次然后用地下水润洗三次之后才能采集地下水样

品。地下水进行采集时贝勒管需紧靠容器壁避免气泡的产生，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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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装满容器并用容器盖密封。不同的水质检测指标需要不同的容器

和不同的保存方式，水样保存方式见表 2-2。 

表 2-2 地下水样品的保存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条件 采样部位 注意事项 

1 氰化物 聚乙烯瓶 0~4℃避光冷藏 

中部 

每个样品装一

瓶，必须装满，

采样后驱赶气

泡，拧紧盖子 

2 氟化物 聚乙烯瓶 0~4℃避光冷藏 

3 重金属类 聚乙烯瓶 / 

4 六价铬 聚乙烯瓶 / 

5 VOC 类 VOA 瓶 0~4℃避光冷藏 

6 
SVOC

类 

棕色硬质 

玻璃瓶 
0~4℃避光冷藏 

（5）现场安全防护 

     由于项目区内采样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需做好防护工作。采

样前购买防护服、安全帽、防护口罩等保护装备。针对危险事故进行

培训，遵从安全规章。采样过程中要求工作人员穿好工作服，戴好安

全帽、防护口罩，在采样机器附近停留时注意安全，以保证工作人员

人身安全。 

3 、实验室分析 

本次调查评价采集的土壤、地下水样品由经计量认证合格与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可的中科检测实验室（具有 CMA、CNAS 等认证资质）进行

样品检测分析，以保障检测质量准确可靠。 

3.1 土壤及地下水样品分析方法 

土壤及地下水样品分析方法详见表 3-1。 

测试方法及检出限： 

样品 

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及型号 

土壤 总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1 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

定》GB/T 22105.1-2008 

0.002 

mg/kg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AFS-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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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及检出限： 

样品 

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及型号 

总砷 

《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2 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

定》GB/T 22105.2-2008 

0.01 mg/kg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AFS-933 

镉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 

0.01mg/kg 原子吸收光谱仪

PinAAcle  900T 铅 0.1mg/kg 

铜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 17138-1997 
1mg/k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7000 

镍 
《土壤质量镍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GB/T 17139-1997 
5mg/k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7000 

挥发

性有

机物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

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05-2011 

1.0×10-3 mg/kg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 1300 ISQ QD 

氯乙烯 1.0×10-3 mg/kg 

1,1-二氯乙烯 1.0×10-3 mg/kg 

二氯甲烷 1.5×10-3 mg/kg 

反式-1,2-二氯

乙烯 
1.4×10-3 mg/kg 

1,1-二氯乙烷 1.2×10-3 mg/kg 

顺式-1,2-二氯

乙烯 
1.3×10-3 mg/kg 

氯仿 1.1×10-3 mg/kg 

1,1,1-三氯乙烷 1.3×10-3 mg/kg 

土壤 

挥发

性有

机物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

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05-2011 

1.3×10-3 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1300 ISQ QD 

1,2-二氯乙烷 1.3×10-3 mg/kg 

苯 1.9×10-3 mg/kg 

三氯乙烯 1.2×10-3 mg/kg 

1,2-二氯丙烷 1.1×10-3 mg/kg 

甲苯 1.3×10-3 mg/kg 

1,1,2-三氯乙烷 1.2×10-3 mg/kg 

四氯乙烯 1.4×10-3 mg/kg 

氯苯 1.2×10-3 mg/kg 

1,1,1,2-四氯乙

烷 
1.2×10-3 mg/kg 

乙苯 1.2×10-3 mg/kg 

间，对-二甲苯 1.2×10-3 mg/kg 

邻-二甲苯 1.2×10-3 mg/kg 

苯乙烯 1.1×10-3 mg/kg 

1,1,2,2-四氯乙

烷 
1.2×10-3 mg/kg 

1,2,3-三氯丙烷 1.2×10-3 mg/kg 

1,4-二氯苯 1.5×10-3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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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及检出限： 

样品 

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及型号 

1,2-二氯苯 1.5×10-3 mg/kg 

土

壤 

半

挥发

性有

机物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0.1 mg/kg 

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GCMS-QP2020 

2-氯苯酚 0.06mg/kg 

硝基苯 0.09mg/kg 

萘 0.09mg/kg 

苯并(a)蒽 0.1 mg/kg 

䓛 0.1 mg/kg 

苯并(b)荧蒽 0.2 mg/kg 

苯并(k)荧蒽 0.1 mg/kg 

苯并(a)芘 0.1 mg/kg 

茚并(1,2,3-c,d)

芘 
0.1 mg/kg 

二苯并(a, h)蒽 0.1 mg/kg 

 

 

地 

下 

水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

度法》HJ 484-2009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

光度法 

0.004 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UV-7504 

氟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
-、Br-、

NO3
-、PO4

3-、SO3
2-、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HJ 84-2016 

0.006 mg/L 
离子色谱仪 

Aquion  

汞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8.1 
1×10-4 mg/L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AFS-933 

铍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4×10-5 mg/L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 ICAP RQ 

钴 3×10-5 mg/L 

镍 
6×10-5 

mg/L 

铜 
8×10-5 

mg/L 

锌 
6.7×10-4 

mg/L 

砷 
1.2×10-4 

mg/L 

镉 
5×10-5 

mg/L 

锑 
1.5×10-4 

mg/L 

地 

下 

水 

铅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9×10-5 

mg/L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 ICAP RQ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0.004 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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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及检出限： 

样品 

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及型号 

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 

5750.6-2006  10.1 

度计 UV-7504 

可萃取性石油烃

（C10-C40） 

《水质 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HJ 894-2017 
0.01mg/L 

    气相色谱仪 

Nexis GC-2030 

 

挥发

性有

机物 

氯乙烯 

《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0.5μg/L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300 ISQ QD 

1,1-二氯乙烯 0.4μg/L 

二氯甲烷 0.5μg/L 

反式-1,2-二氯

乙烯 
0.3μg/L 

顺式-1,2-二氯

乙烯 
0.4μg/L 

氯仿 0.4μg/L 

1,1,1-三氯乙烷 0.4μg/L 

四氯化碳 0.4μg/L 

1,2-二氯乙烷 0.4μg/L 

苯 0.4μg/L 

三氯乙烯 0.4μg/L 

1,2-二氯丙烷 0.4μg/L 

一溴二氯甲烷 0.4μg/L 

甲苯 0.3μg/L 

1,1,2-三氯乙烷 0.4μg/L 

四氯乙烯 0.2μg/L 

二溴氯甲烷 0.4μg/L 

1,2-二溴乙烷 0.4μg/L 

氯苯 0.2μg/L 

乙苯 0.3μg/L 

间，对-二甲苯 0.5μg/L 

邻-二甲苯 0.2μg/L 

苯乙烯 0.2μg/L 

溴仿 0.5μg/L 

1,4-二氯苯 0.4μg/L 

1,2-二氯苯 0.4μg/L 

地下

水 

挥发

性有

机物 

1,2-二溴-3-氯

丙烷 《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0.3μg/L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300 ISQ QD 1,2,4-三氯苯 0.3μg/L 

六氯丁二烯 0.4μg/L 

半挥

发性

有机

2,4,6-三氯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

气相色谱法》HJ 676-2013 

1.2μg/L 
气相色谱仪 7890B 

五氯酚 1.1μg/L 

2,6-二硝基甲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 0.05μg/L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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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及检出限： 

样品 

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方法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及型号 

物 苯 谱-质谱法》HJ 716-2014 GCMS-QP2020 

2,4-二硝基甲

苯 
0.05μg/L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酯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

标》GB/T 5750.8-2006 12 
2μg/L 气相色谱仪 7890B 

六氯苯 
《水质 有机氯农药和氯苯类化合物的

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99-2014 
0.043 μg/L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20 

萘 

《水质 多环芳烃的测定 液液萃取和固

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HJ 478-2009 

0.012μg/L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60

Ⅱ 

蒽 0.004μg/L 

荧蒽 0.005μg/L 

苯并(b)荧蒽 0.004μg/L 

苯并(a)芘 0.004μg/L 

4、质量控制措施及质量保证 

本次监测工作全程采用文明施工清洁作业方案。现场使用的仪器设备、耗材

等妥善放置，监测过程中做到取样不污染采样点环境，产生的杂物、垃圾等妥善

放置，监测结束后彻底清洁现场，使现场保持和采样前状态基本一致。现场监测

过程中向客户借用的仪器、物品等在监测结束后需原样奉还。在监测过程中和客

户保持和睦的关系，遵守客户的各项规章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与客户沟通，尊重

客户，文明施工，最大程度配合客户的需求，监测过程在保证监测质量的条件下，

满足现场及客户的要求，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客户提供满意的监测服务。 

4.1 现场采样安全作业保证 

现场采样过程按照《实验室安全管理程序》执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

规则。现场工程师在外出过程中，应遵守交通规则。现场工程师出发前应根据检

测项目携带必要的防护装备，如活性炭口罩，手套，防滑登山鞋等，同时预备相

关的应急防护器材和医药急救包。采样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带入现场的

试剂、材料等采样介质须妥当保存，安全使用各种检测设备。采样时如出现天气

剧变或其他不安全因素时，应停止采样，保证安全。 

4.2 现场工作要求 

现场记录：现场钻孔采样、洗井等工作应及时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样品

的观感性质、采样点的坐标、采样深度、现场监测数据等信息，并且对每个采样

点位置进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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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部分检测项目加采现场平行和现场空白，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控制采样设备、采样容器以及现场环境对检测的影响。同时，增加运输空白以控

制运输条件对检测的影响。 

4. 3 样品采集、保存及运送质量保证措施 

采样过程中，采取质量保护和质量控制措施，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等因

素污染样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污染物在环境中扩散。建立完整的样品追踪管理

程序，内容包括样品的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的书面记录和责任归属，避免样

品被错 误放置、混淆及保存过期。其具体要求如下： 

（1）采样人员必须通过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切实掌握土壤、地下水采样

技术，熟知采样器具的使用、保存、运输条件。 

（2）所有样品加采不少于 10％的现场平行样，10％的现场空白样。平行样

采样步骤与实际样品同步进行，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3）为防止交叉污染，在每个采样点采样前，采样工具均用 10％的稀盐酸

清洗两遍，然后再用蒸馏水清洗两遍。 

（4）所有样品采集后立即装进指定容器中，密封、避光、冷藏保存。样品

分别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5）采样过程中、样品分装及样品密封现场采样员不得有影响采样质量的

行为，如使用化妆品，吸烟等。 

（6）监测点应有两人以上进行采样，注意采样安全，采样过程要相互监督，

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7）现场原始情况记录表填写清楚明了，做到记录与标签编号统一。 

采样结束装运前应在现场逐项逐个检查，如采样记录表、样品登记表、样品

标签、采样点位图标记等有缺项、漏项和错误处，应及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装箱，

撤离现场。样品在运输中派专人押送，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沾污和破损。按

时将样品送至实验室，送样者和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交接单

上签字确认。 

4. 4 实验室检测质量保证 

实验室进行样品检测时，通过实验室空白、实验室平行、标样分析以及加标

回收，对检测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对于土壤样品分析须做 10％的平行；当 10 个

样品以下时，平行样不少于 1 个。对于地下水样品的分析，每批水样分析时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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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10％的平行样；样品数较少时，每批应至少做一份样品的平行双样，并在样

品检测过程中插入一定数量的标准样品进行监控检测（没有标准样品的检测项目，

以加标回收实验替代）。平行分析的偏差、标准样品的测定误差或加标回收率应

落在允许范围内。 

4.5 报告签发质量保证措施 

对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执行三级审核制。第一级为采样或分析人员之间的相

互校对，第二级为科室（或组）负责人的校核，第三级为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

字人）的审核签发。 

4.6 自行监测的监测方式 

  本公司委托具备 CMA 认证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负责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