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窠永检字(2∞ D第 sO364号

检 验 检
¨
狈刂报 告

TEST REPORT
检 测 类 另刂

Te“ Type
饮用净水水质

样 品 性 状

sample shape
无色透明液体

数   量

Quantity
25 件

样 品 来 源

saluple Origin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江校区

另类

ep

验

”

检

飞
委 托

委 托 单 位

CⅡ ent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江校区

收 样 日 期

saFnpⅡ ng Date
2021,3.11

委托 单 位 地 址

C|ient胍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12OO号 检 测 日 期
△衤un⒏Date

2021,3,11-3,16

检

坝刂

信

息

TestInfom耐 0n

检测卩项目(Test Pr臼 ect) 检测依据(standards)

伫廴          
∷    ∷ GB/T 5750?4T2o06(1)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铂-锚标准比色法

浑浊度       ∷   GB/t575o,4-2006(2。 i)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散射法丬昌尔马肼标准

臭和味      GⅣ T5750,4吃 OO6(3)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嗅气和尝味法

肉眼可见物    GⅣ T5750,⒋⒛∞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营性状和物理指标》直接观察法
pH                 CB/T 5750.4-2006(5,1)          ∷    '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捡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玻璃电极法

总硬度    ∷ ∷
GⅣT5750,纩?0Q6(7)∷

i∷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诂 邴寅忤状和物理婶杯》∷  Ⅱ

,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

溶解性总圃体∷  ∷⒅/T575o,午 20Q6(8∶ 1Ⅱ) ∷      ∴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Ⅱ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称量法
挥发酚类     GB//T575⒍ ⒋⒛06lg,ll

∷        《生活体用水标谁俭验方法 感营性状和物理指标》
∵               ⒋氨基安替吡啉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 5%0.艹 200⒍(1o.1)             ∷
∷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埴揞标》
∷

∷Ⅱ∷ ∷       ∷ 亚̈甲蓝分牝扎度法 Ⅱ∷
硫酸盐      GB/t′ 5犸⒍5⊥⒛06《∷1.l)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硫酸钡比浊法 ∷

氯化物 ∷    cⅣ T5750,5-zO00⑿ ,1) ∷{ ∷∷     ∷Ⅱ∷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佥属指标》硝酸银容量法 ∷

氟化物    ∷ G″T57sO,5呓 O06(3,D    
∷  ∷ ∷ ∷Ⅱ∷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离子选择电极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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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ho1° 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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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1)第∞3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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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GB/T 5750.5△2006(5,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6-2006(1,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6-2006(4,2.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硝酸盐氮

铝

铁、锰、铜、锌、镉

汞

铬 (六价 )

无机非金属指标》

麝香草酚分光光度法

金属指标》铬天青 S分光光度法

金属指标》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T2006(7.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脸方诰 佥属指标》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2006(6,1)

《生滔饮用水杯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2006(8.1)

《生活饮用
i水

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原子荧光法  ·

GB/T5750。 6T2oo6(1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5750∶ 6-2006(11.1)

《生活饮用水杯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7=2oo6(1.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

∷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

ⅡI|r

耗氧量

三氯甲烷 GB/T 5750∶ 8·2006∷ (1,2)                              ∷

《年活饮用水杯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四氯化碳  Ⅱ  GB/T5750,8-⒛ 00(1∶ 2)Ⅱ ∷ ∷      ∷

《生活饮崩永标淮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菌落总数 (纟由菌崽数)GB″ 575⒍ 12咙oo6(1.D       ∷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平皿计数法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2.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微生物指标》多管发酵法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菡群)Gβ/T575o,12-2006(⒊ D∷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杯冫多管发酵淋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1ogy co。 ,Ltd。

检测项目(Te哎 P嘲 eGt, 检测依据lstandardΘ

CJ94△ ?Q∞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轹 器 :篾i草 |参骁篙 蜉
脸项目的

罕唧罕枣
,骟狩合CJ阢叼邸 馓 用诤/X,K质标锄 △相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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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cst rC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10F独立生活区枷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0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j计 )/lm酽 Ll 136,0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O2) ≤0, 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 (《 0,05o)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L) 37.3 ≤ζ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 34,3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g//L) 236.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跏 法,以 G计)/lmyLl 0.38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L) 未检出(《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以 N计ˇlm酽 Ll 1.2 ≤ 10 符合

斜吕(mg/L) 0,068 ≤≤0∷ 20 符合

铬 (六价)/lnl酽 L) 未检出((0,00砝
) ≤(0.05 符合

铁lm酽L) 未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 (mg/L) 未检出((0,05) ≤0,05 符合

铜 lmg/L) 未检出(《 0,Os) ≤ 1.0 符合

锌 lm酽Ll 未检出((0,06) ≤1.0 符合

铅 llB酽 L) 未检出((0。 002) ≤0,01 符合

镉(mg/L) 未检出 (《 0,003) ≤≤0∶ 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⒍ OO1) ≤ 0, 01 符合

汞 lm酽 Ll 未检出(《⒍Ooo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o,00∝ ) ≤0.01 符合

≡氯甲烷 lmyL) *检出(《 QJ OO佗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yL) 未检出(<0,OO01) ≤(0,o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l亻mL,
9
乙 ≤50 符合

总本炀菌群(MPN/lOOmo 未检占 不得检出 符合

耐邶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0叩 Ll Ⅱ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广宀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l° gy Co。 ,Ltd。

安永检字 (2∞ 1)第 sO3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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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哎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9F独立生活区枷 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2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2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 计)/(m酽 L) 130,8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酽 L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050) ≤ 0.20 符合

硫酸盐 (m酽 L) 37,9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 33,7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g//Ll 231∶ 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跏 法,以 0'计 )/lll酽 Ll 0.40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llnyL) 未检出(《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m酽ω ≤ 10 符合

铝 lmg/L) 0,067 ≤0,20 符合

铬 (六价)/lmg/Ll 未检出(<0,OO砼
) ≤≤0.05 符合

铁 lm酽 L) 未检出 (《 0,05) ≤0,2o 符合

锰 lm酽 L) 未检出 (《 0.o5) ≤≤0.05 符合

钎习(mg/L) 未检出((0.OG) ≤ 1.0 符合

锌 (mg/Ll 未检出((0。 ∞) ≤1,0 符合

铅 lln酽 Ll 未检出((0,0O2) ≤0.01 符合

镉(而宫/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m宫/L) 未检出(<0,001) ≤0,01 符合

汞lmyL) 未检出(《 0,o00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0,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yL) 未检出((⒍ 00∞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ln酽 L) 未检出(《 0,00o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l/m0 矮5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刂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本肠菌群)/(MPN/l0ⅡD ¨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检 检
E
s
Τ

Τ

验 测 报 告
REPORT

安永检字 (2∞ 1)第 S0364号

∷o)

←f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h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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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021)第 ∞364号

检 验 检 坝刂报 告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哎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8F独立生活区 3M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3

顼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昧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3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弼O,计 )/(m酽 L) 141,1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含成洗涤剂 lll酽 L) 未检出(≤ 0,050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 L) 38.2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l 35,0 ≤ξI00 符合

溶解性总圃体 (m酽 L) 243.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跏 法,以 02计 )/(mg/Ll 0,40 ≤2.0 符合

浑浊度/(N")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g/L) ≤ 10 符合

铝 (mg/L) 0,070 ≤0,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l 未检出((0,004) ≤0,05 符合

铁 lnl酽 L) 未检出(《 0,05) ≤ξ0,20 符合

锈盂(Ⅲg/L) 未检出 ((0,05) ≤≤0,05 符合

铜 (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m酽Ll 未检出 (<θ。06) ≤ 1.0 符合

铅 (mg/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 (mg/L) 未检出((0,003) ≤0,
0
0

^
υ

^
υ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0,OOD ≤0.01 符合

月乏(mg/L) 未检出 (<0∶ ooo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 0.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o 未检出 (《 0.00∞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机g/Ll 未检出((0,0001) ≤≤0。 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tl/mLl 仓2 ≤ξ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9 来捡由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Om1)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η
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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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7F独立生活区 3M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4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1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l计 )/llll酽 L) 130.0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nlg/L) 未检出((0,002) ≤ξ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g/L) 未检出((0,05O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L) 38.2 ≤≤100 符合

氯化物 lmyL) 33,6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酽 L) 233.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Mn法 ,以 02计 )/lmg//Ll 0,37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⑾g/L) 9
乙 ≤10 符合

铝 lmg/Ll 0.071 ≤ 0∶ 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l 未检出((0,004) ≤(0.05 符合

铁 lm酽L) 未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 lm酽L) 未检出(《 0∶ 05) ≤0,
^
v 符合

铜 (m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合

锌 lmg/Ll 未检出(《 0,0Gl ≤ 1.0 符合

铅lll酽 L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 lm酽⑶ 未检出(《 0.o03) ≤≤0∵ 003 符合

石申(血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汞 ⒃g/L) 禾检出(<0,0001) ≤0,001 符合

硒 (m酽L) 未检出(《 Q,0o∝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 L)· 未检出(<0,,OO∞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而g/Ll 未检出(《 0,00o1) ≤ξ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佃LJ 18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出
′

不得检出 符合

耐蛰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IQQ叩 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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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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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s-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6F独立生活区枷 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5

项  目 捡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 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84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lmyLl 140.9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O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酽 L) 未检出 (《 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L) 38,8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l 34,4 ≤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ln酽 L) 246,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蚰 法,以 0v计 )/llll酽 L) 0.44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检出(《 0,5) ≤0.5 符合

氟化物伽g/L) 未检出(<0,2)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g/L) ≤ 10 符含

铝lmyLl 0,072 ≤(0,20 符合

铬 (六价)/lll酽 Ll 未检出((0,004) ≤ξ0.05 符合

铁 lln酽 1)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 lm酽Ll 未检出《《0,Q5) ≤≡0.05 符合

铜⑾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 合

锌 (mg,/L) 未检出(《 0,06) ≤ 1,0 符合

铅 llng/Ll 未检出 (《 0,002) ≤0,01 符合

镉 lm酽L) 未检出((0,003) ≤ξ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 0,OOD ≤0,01 符合

汞 lmg/L) 未检出(<⒍ O0o1) ≤0.001 符合

面西(mg/L) 未检出 (《 0.00⒁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llng/L), 未检出《《0.,00∞ ) ≤ξ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nl酽 L) *检出((0。 000i) ζ(0.002 ˉ
符合

细菌总数(GWηD 0
〓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r 不得检出 符合

耐郴大肠困群(粪大肠菌群)/(MPN/lQOmD 味 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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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主ng Techno1ogy Co。 ,Ltd.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哎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5F独立生活区 SM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O3s←6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哧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含

pH 7.70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⒐ 计)/(mg/L) 137,9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g/L) 未检出 (《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ω ≤≤0,20 符合

硫酸盐 lmyLl 38.0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 33.4 ≤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m酽o 241.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跏 法,以 O2计 )/lll酽 Ll 0.48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L) 未检出(<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 L) 1,0 ≤ 10 符合

铝 lm宫/Ll 0,070 ≤0,20 符合

铬 (六价)/⑾g/L) 未检出 (《 0,004) ≤≡0.05 符合

钐走(mg/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lm酽 L) 未检出((⒐ 05) ≤0,05 符合

铜 lmg/L) 未检出((0。 OG) ≤ 1,0 符合

锌 (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铅 lln酽 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
Ⅱ
(而 g/L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而 g/L) 未检出(<0。 001) ≤0.01 符合

汞 lmg/Ll 未检出 (《⒍0001) ≤0.001 符合

廊雪(mg/L) 未检出(<0,00⒄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mg/L) 未检出 (《 0.00∞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⑾酽L) 未检出(<0。 OO01) ≤0, 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lⅡo 6 ≤ξ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品 D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OmV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安永检字 (2∞ D第∞364号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η
∷〓
;

第 ⒚ 页 共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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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1)第 s0364号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ho1ogy Co。 ,Ltd。

检验结果(Tcst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4「 独立生活区 跏 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7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计 )/(m酽 Ll 136,7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 (《 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m酽 L) 38.2 ≤ 100 符 合

氯化物 (mg/L) 34,8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m酽 L) 244.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跏 法,以 02计 )/lln酽o 0.48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lll酽L) 未检出(《 Q.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⑾酽L, ≤ 10 符合

铝 lm酽Ll 0,070 ≤0,20 符合

铬 (六价)/∷(m酽 Ll 未检出((0.00Θ ≤舀0,05 符合

铁枷酽L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lmy1)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 llng/L) 未检出 ((0,06) ≤ 1.0 符合

锌 (mg/L) 未检出 ((0,OG) ≤ l,0 符合

铅 (mg//L) 未检出((0,OO2) ≤0,01 符合

钎帚(mg/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而g/L) 未检出(<⒍ 00D ≤0,01 符合

汞 lmg/L) 未检出 (《 0∶ 0001) ≤0.001 符合

硒lmyLl 未检出((0.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 L》 未检出 (《 0,00∞ ) ≤0〈
0
0

^
υ 符合

四氯化碳lmyL) 未检出(《 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u/mL,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 )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Om0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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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02D第 ∞364坩

检 验 检 测 报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创新楼 3F独立生活区 31l饮 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8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4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m酽 L) 143∶ 7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酽 L) 未检出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 (《 0,05ω ≤0.20 符合

硫酸盐lmyo 37.8 ≤ζ100 符合

氯化物lmyo 37,0 ≤舀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nl酽 1) 250.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跏法,以 02计)/(m酽⑶ 0.58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 未检出 (《 0.2)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 L) ≤ 10 符合

铝 lll宫/Ll 0,065 ≤0,20 符合

铬 (六价)/lmg//L) 未检出((0,004) ≤≤0,05 符合

铁lmy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 lmg//Ll 未检出((0,05) ≤ξ0.05 符含

铜 lm酽 L) 未检出 (《 0.06) ≤1.0 符合

锌 lmg/L) 未检出((0,OG) ≤ 1.0 符合

铅 (mg/L) *检出(<0。 OO2) ≤0.01 符合

镉lm酽 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和申(m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汞 lmg/L) 未检出(<0,000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0,OOα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n【g/L) 0,0010 ≤≤0,03 符合

四氯化碳(而yL) 未检出 (《 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Gfu/mL, 15 ≤(50 符合

`憋 大肠菌群(MPN/lOOmD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贽大肠圊群(粪大肠菌群)〃MPN/IQQm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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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h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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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检 测 报 告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莎 rCsulO

采样地点:创新楼 2F独立生活区枷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9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88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帕Ol计 )/lm酽 Ll 138, 2 ≤了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Ll 未检出(≤ 0,002) ≤ξ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yL) 未检出((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L) 35,8 ≤ 100 符合

氯化物 lnl酽 Ll 34.4 ≤≡100 符 合

溶解性总固体 (m酽 L) 240.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M"法 ,以 0P计 )/llng//Ll 0,66 ≤2,0 符合

浑浊度/(N")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l:y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 L) ≤ 10 符合

铝 lmg/L) 0.069 ≤ 0∶ 20 符合

铬 (六价)/lmg/Ll 未检出 (《 0,004) ≤0.05 符合

铁⑾g/Ll 未检出(<0.05) ≤ 0。 20 符合

锰 lm酽L) 未检出((0.05) ≤≤0,05 符合

硐 lln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合

锌 lm酽L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铅 lmg/L) 未检出 (《 0,OO2) ≤0.01 符合

镉 lmg/L) 未检出(<0。 0O3)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 0,001) ≤0.01 符合

汞
∷
lm酽 L) 未检出((0,OOQ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Q?OO∝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mg/L, 未检出 (《 0.00⒆ ) ≤0.03 符含

四氯化碳 lmg/Ll 未检出((0,0001) ≤∈0。 002 符合

细圊总数(cWm0 17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窝 不得检出 符合

耐挚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Qm0 吣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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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1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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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 (Te虻 rCsult)

采样地点:图书馆 1F饮水机右侧第一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0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4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⒍ 计)/(m酽 L) 139∶ 0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L) 未检出((0,O02) ≤ 0, 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nlg/L) 未检出 (《 0.05ω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 36.3 ≤≤100 符合

氯化物 (m酽 L) 35,0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圃体 llll酽 1) 244∶ 0 ≤≤500 符合

耗氧量⑽0D岫 法,以 02计)/lm酽 Ll 0.60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lmg/L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myL) 1.1 ≤ 10 符合

铝 (m宫/L) 0,067 ≤0,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 未检出(《 0.00ω ≤0,05 符合

铁 lmg/L) 未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 lmg/1)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 (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nl酽 L) 未检出((0,OG) ≤ 1,0 符合

钊l(mg/L) 未检出((0.0∞
) ≤0.01 符合

镉lmg/L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0,001) ≤0.01 符合

汞 (mg/Ll 未检出((0,000D ≤0,001 符合

硒 lmg/L) 禾检出(《 0,00∝ ) ≤0, 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 L》 未检出((0t00Oz) ≤0.03 符合

四氯化碳lmyL) 未检出((0.0001) ≤ξ0.002 符合

细菌总数lcfuⅡ0 32 ≤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 )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邶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ˇ !Q0mLl `*检 出 不得检出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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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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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η哎result)

采样地点:图书馆 1F饮水机右侧第二个出水口       ∷       样品标记:s0364-11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lm酽 Ll 142∶ 1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Ll 未检出(<0,050l ≤0,20 符合

硫酸盐 lln宫 /Ll 36.0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l 34,4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圃体 (m酽 L) 247.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炳法 ,以 0v计 )/(m酽 1) 0,36 ≤2,0 符 合

浑浊度/(M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l 未检出((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g/Ll ≤10 符合

铝lmg/Ll 0.066 ≤ξ0.20 符合

铬 (六价)/lmyLl 未检出(《 0,OO4) ≤0,05 符合

铁 lm酽L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 lmg/L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lmg/L) 未检出(<0,Os) ≤ 1.0 符合

锌 llng/Ll 未检出(《 0.OG) ≤1,0 符合

铅 lmg//L) 未检出 ((0,0θ 2) ≤ 0, 01 符 合

镉 llng/L) 未检出 (《 0.003)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0.0OD ≤0,01 符合

月受(m宫/L) 未检出 (《 0.0001) ≤(0.001 符合

硒 (m酽Ll 未检出 (《⒍00∝ ) ≤0,01 符合

≡氯甲烷 (m酽 L) 未检出(<Q.00⑿
) ≤ξ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nl酽 1) 未检出((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Wm0 ●
‘

0
0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诎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Om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1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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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1)第 ∞364号

检 检 测 报 告验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合作中心 2F茶水间枷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⒋ 12

项  国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9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llllg/Ll 143,3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未检出((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l△ 酽L) 37.8 ≤ 100 符合

氯化物 lmyLl 35.2 ≤ξ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nlg/L) 252.0 ≤ξ500 符合

耗氧量 COD洳法,以 0⒓ 计)/(m酽 Ll 0,40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l *检出((Q,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g/Ll 1.2 ≤ 10 符合

铝 lmg/Ll 0,070 ≤0.20 符合

铬 (六价)/llll酽L) 未检出((0,004) ≤0.05 符合

铁 lmg/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lm酽 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 lm酽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m酽L) 未检出 ((0,∞
) ≤ 1.0 符合

铅 llng/1)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 (mg/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机 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汞lm酽Ll 未检出(《⒍00O1) ≤0.001 符合

硒 lm酽Ll 未
∷
检出((0.00o4)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 Ll 未检出(<0,00⒆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lm酽 L) 未检出(<0.0001) ≤ 0, 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l/m㈡ 15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o 未检曲 不得检出 符合

耐蛰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100mω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η
∵“
ι

第 I0页 共 ⒛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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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hology Co。 ,Ltd。



安永检字 (2∞ 1)第∞364号

验检 检 坝刂报 告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9号楼 1F饮水机右侧第一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3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弼Ol计 )/(m酽 L) 144,屡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Ll 未检出((0,002) ≤ 0, 002 符合

阴离子含成洗涤剂lmg/L) 未检出((0,ObO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 37.2 ≤∈100 符合

氯化物 lllyL) 34,6 ≤ξ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m酽 L) 248,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跏法,以 02计)/(m酽 Ll 0,42 ≤2.0 符合

浑浊度/(N") 未检出((0,5) ≤0.5 符 合

氟化物 lmg/Ll 未检出((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 )/lmg/L)
0
乙 ≤1O 符合

铝⑾g/L) 0,063 ≤≤0.20 符合

铬 (六价)/lmg/o 未检出((0,00ω ≤≤0.05 符合

铁 lm酽 L) 未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mg/L) 未检出(《 0,05) ≤≤0.05 符合

铜 lmg/Ll 未检出(《 0、 06) ≤ 1.0 符合

锌(mg/L) 未检∷出((0.06) ≤ 1,0 符 合

铅⑾g/L) 未检出((Q,OO2) ≤ 0, 01 符合

镉(mg/L) 未检出((0,003) ≤ 0∶ 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0,001) ≤0, 01 符合

汞 lm酽 L) 未检出(<0,0001) ≤0,001 符合

硒lmyL) 未检出 (《 0,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lng/L) 未检出(《 0.00Ⅱ ) ≤ξ0∶ 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惫/Ll 未检出 (《 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Ll/m0 26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溢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1Q⒁0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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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D第 sO364坩

检 验 报 告检 测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哎 resulo

采样地点:10号楼 1F饮水机右侧第一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4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昧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2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弼03计 )/lmyLl 144,0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 苯酚计)/llll酽 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ll酽 L) 39,6 ≤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 35.7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圃体 llng/L) 251.0 ≤≡500 符合

耗氧量⑽OD跏 l法 ,以 0P计 )/lmyLl 0,37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 (《 0,2)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D ’

~ ≤ 10 符合

铝lmg/Ll 0,071 ≤0,20 符合

铬 (六价)/lmg//Ll 未检出 (《 0,000 ≤0.05 符合

铁 (m酽 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锰 lln酽 L) 未检出 (《 0,05) ≤ξ0,05 符合

斜司(m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合

锌 lmg/Ll 未检出 ((0。 OG) ≤ 1.0 符合

铅lmy⑴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my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血g/L) 未检出(《 0,00D ≤0.01 符合

汞 lmg/D 未检出(《 0。 00o1) ≤0.001 符合

硒 lm酽 L) 未检出((0.oo∝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ll酽 LlⅡ *检出(《⒐00” ) ≤≤0.03 符 合

四氯化碳 (m酽 L) 未检 l±l(《 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G幻/lnL, 【x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ω 未检￡ 不得检出 符合

耐贽大肠∷因群(粪大肠菌群)/(MPN/10Qm0 味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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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1)第 s0364号

检 验 测 报 告检
E
s
Τ

T REPORT

检验结果(Te哎 resulo

采样地点:8号楼 1F饮水机右侧第一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5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84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计 )/(而酽L) 140,l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l△酽1) 未检出((0.OO2) 【x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g/L) 未检出((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 39,6 ≤ 100 符合

氯化物 lln酽 Ll 34,7 ≤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lll酽 L) 246,0 ≤500 符合

耗氧量⑽OD舢 法 ,以 0?计 )/(mg//Ll 0,硭 1 ≤2,0 符合

浑浊度/(MU) 未检出((Q,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 (《 0.2)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m酽 L) 1.1 ≤10 符合

铝 lm酽Ll 0,075 ≤0.20 符合

铬 (六价)/lln酽 L) 未检出((0,00ω ≤0.05 符合

铁lm酽L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箔鬣(mg/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 lmy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llg/Ll 0.12 ≤ 1,0 符 合

钊各(mg/L) 未检出 (《 0,002) ≤0.01 符合

镉lmyLl 未检出 (《 0,003) ≤(0∶ 003 符合

石申(mg/L) *检出(《 0,001) ≤ 0, 01 符合

汞lmg/L) 朱检出 (《 0,O001) ≤ 0, 001 符合

百西(mg/L) 未检出 (《 0,00∝ ) ≤0,01 符 合

三氯甲烷 lmg/L) 未检出 ((0,0002) ≤ 0,∷ 03 符合

四氯化碳lm酽L) 未检出(<0。 OO01) ≤≡0,002 符合

细菌`总 数(Gfu灬L, 38 ≤ξ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0妒N/100m⑶ 未检由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10Qm0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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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021)第 S0364号

检 验 检 坝刂报 告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哎 resL【lt)

采样地点:体育场报亭东侧饮水机右侧第一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6

项  日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6 6.0~8.5 不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 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m酽 L) 143.0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 (<0,002) ≤ξ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 ((0。 ∞0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o 39.6 ≤ 100 符合

氯化物 (m酽 L) 36,0 ≤ξ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g/L) 255.0 ≤≤500 符合

耗氧量⑽0D扪u法 ,以 02计)/(m酽 Ll 0,44 ≤2.0 符合

浑浊度/(N")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 )/lnl酽 L) ≤10 符合

铝lmg/L) 0,076 ≤≤0,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l 未检出 (<0。 0O4) ≤0,05 符合

铁 (mg/Ll 未检出((0,05) ≤(0.20 符合

锈盂(mg/L) 未检出(《 0.05) ≤0.05 符合

硐 (mg/L) 未检出((0.06) ≤ 1.0 符 合

伊串(m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合

铅lmyLl 未检出 ((0。 0O2) ≤ 0, 01 符合

镉 lllg//L) 未检出((0.00s)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0,OO1) ≤0,01 符合

汞 lmg/Ll 未检出(<0,0OQ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检出 ((0.00⒄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mg/L) 未检出(<0.00⒆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g//Ll 未检出(《 0,OO01) ≤0。 002 符 合

细菌总数(cWmL, 10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挚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亻 lQ0叩 L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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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 D第 sO364号

检 验 检 坝刂报 告
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s-∞sult)

采样地点:体育场报亭西侧饮水机右侧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7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2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⒐ 计)/lm酽 L) 139.6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lll酽 L) 未检出(《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nl酽 Ll 未检出 (《 0,Os0) ≤ 0∶ 20 符合

硫酸盐 lmg/Ll 40,8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l 35.1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lng//Ll 247,0 ≤ξ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跏 法,以 02计 )/lll酽 Ll 0,50 ≤2,0 符合

浑浊度/(NTLl) 未检出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0.2)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 Ll ≤10 符合

斜吕(mg/L) 0.074 ≤(0,20 符合

铬 (六价)/lmg/Ll 未检出 (《 0,00ω ≤≤0,05 符合

铁 lln酽 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每盂(mg/L) 未检出(<0,05) ≤≤0.05 符合

铜 lmg/L) 未检出(<0,OG) ≤ 1.0 符合

锌 lm酽 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g。L(Ⅲ g/L) 未检出((0,0∞ ) ≤0,01 符合

镉(mg/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
0∶ 001) ≤0,01 符合

汞 lm酽 1) 未检出((0,0001) ≤(0,001 符合

石西(mg/1) 未检出 (《 0.00∝ ) ≤ 0。 0I 符合

≡氯甲烷 lm酽D 0,0003 ≤ξ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nlg/L) 未检出 (《 0.0001) ≤了0.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u/mL, 9 ≤ξ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0QmD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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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REPORT

检验结果(Te莎 rCsult)

采样地点:体育馆 1F饮水机左侧第二个出水口 样晶标记:s0364-18

顼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72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计 )/(m酽 Ll 144.2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 苯酚计)/⑾酽L) 未检出(《 0.002) ≤ξ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g/Ll 未检出((0,05O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 Ll 43,5 ≤ 100 符合

氯化物 lln酽 L) 37,0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m酽L) 256,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岫 法,以 02计)/(m酽 Ll 0,52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o.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 )/ll△酽L) ≤ 10 符合

铝 lmg/L) 0.079 ≤(0∶ 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 未检出((0,00ω ≤ξ0,05 符合

铁lmyLl 未检出((0.05) ≤0.20 符合

锰lmg/L) 未检出((0,05) ≤0.05 符合

铒司lmg/L) 未检出(《 0.06) ≤ 1,0 符合

锌 lmyo 0,17 ≤ 1.0 符合

铅 lmg/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mg/L) 未检出 (<0,003)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0,001) ≤0.01 符合

开乏(mg/L) 未检出 (《⒍0Oo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Q,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L) 禾检出 (《 0.00∞ ) ≤(0∶ 03 符 合

四氯化碳 lmg/L) 未检出 (《 0。 OO01) ≤【0。 002 符合

细菌总数(ofu/lm0 3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o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100m⑶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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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检字 (20z1)第 SO364坩

检 验 检 坝刂报 告
TEST REP0RT

检验结果(Te哎 result)

采样地点:体育馆 2F饮水机右侧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19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80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犯O,计 )/lmg//o 142, 3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 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nl酽 L) 未检出((0,050) ≤(0∶ 20 符合

硫酸盐llrlyL) 40,4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l 35,4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g/Ll 250∶ 0 ≤≤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Mn法 ,以 02计 )/lnlg//Ll 0.53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⑾酽L) ≤10 符合

铝 (mg/L) 0,071 ≤0,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l 未检出 (《 0,004) ≤≤0.05 符合

铁 lm酽L) 未检出 (《 0.05) ≤ξ0,20 符合

锰 llll酽L) 未检出(《 0.05) ≤ 0,
∩
υ 符合

铜 l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m酽L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铅 lm酽1) 未检出(<0.00zl ≤0.01 符合

镉 lmg/L) 未检出((0,003) ≤ξ0.003 符合

石申(而 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汞 lm酽L) 未检出((0,OO0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0,0OO4) ≤ 0, 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酽 L》 未检出 (≤ 0.0002)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酽 L) 未检出((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lcfLl/叩 ⑶ 6 ≤50 符合

i总大肠菌群(MPN/100m0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汉MPN/10Qmo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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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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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吼 result,

采样地点:后勤楼 2F开水机右侧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⒛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7,8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以 CacO3计 )/lm酽 Ll 8.6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⑶ 未检出(<0,o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酽 L) 未检出(《 0。 05o) ≤(0,20 符合

硫酸盐(m酽 L) 未检出 (《 5,ω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 1,6 ≤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酽 1) 36,0 ≤(500 符合

耗氧量lCOD跏 法,以 02计 )/lmyL) 0.24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ln酽 L) 未检出 (《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ll酽D 未检出((0.5) ≤ 10 符合

铝lmg/Ll 未检出 ((0。 OOBl ≤ξ0.20 符合

铬 (六价)/lmg/Ll 未检出((0,000 ≤(0,05 符合

铁 lmg/Ll 未检出 (《 0.05) ≤ 0, 20 符合

锰 lm酽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硐 lmg/L) 未检出((0,06) ≤1.0 符合

锌 lmg/L) 未检出((0.06) ≤1,0 符合

铅lmg/L) 未检出(《 0,O02) ≤0,01 符合

镉 lmg/L) 未检出 (《 0,003) ≤ ⒍
n
υ

n
υ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 (《 0.OOI) ≤0.01 符合

汞lmg/L) 未检出(<0∶ o0o1) ≤0,001 符合

硒 lmg/L) 未检出 ((Q,0o∝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mg/Ll· 0.0003 ≤0.03 符合

四氯化碳lmyL) 未检出((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cfu/m0 14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未检出
彡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100mL9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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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1ogy Co。 ,1td。                   ∷

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学生事务发展中心 1F枷 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⒋ 21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6,80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⒐ 计)/〈 m酽 L) 9,3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050) ≤ 0∶ 20 符合

硫酸盐 lm酽 Ll 未检出 (《 5,0)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l 1.2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nl酽 1) 39,0 ≤≡500 符合

耗氧量⑽0D跏 法,以 02计)/(mg/o 0,23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酽 L) 未检出(《 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yL) 未检出((0,5) ≤10 符合

铝 (m酽L) 0,017 ≤0,20 符合

铬 (六价)/l1l酽 Ll 未检出((0,004) ≤0,05 符合

甥失(mg/L) *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 lm酽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铜 lm酽L) 未检出((0.OG) ≤1,0 符合

锌(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铅 lmg/L) 未检出(<0,OO2) ≤0.01 符合

镉 lmg/Ll 未检出 ((0,003) ≤ξ0.003 符合

石申(讪 g/L) 未检出(《0,001) ≤0.01 符合

汞 lmg/L) 未检出 (《 0,000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0,00∝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酽1) 本检出(≤ρ,Q0∞ ) ≤ 0∶ 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g/L) 未检出(《 0。 OO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lcfu/叩 Ll 41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oo品 D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QQmLl *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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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no1ogy Co。 ,Ltd。

检验结果(Te哎 resLIlt)

采样地点:学生事务发展中心 3F3M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22

项  日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昧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 合

pH 6.76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⒐ 计)/lllyω 10.3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g//L) 未检出((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ω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l 未检出(《 5.0)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 1,8 ≤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酽 L) 45.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吣 法,以 0?计 )/llng//L) 0∶ 23 ≤2.0 符 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 0.5) ≤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 未检出((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 )/lll酽 L) 未检出((0.5) ≤10 符合

铝 lmg/L) 0,024 ≤0,20 符合

铬 (六价)/lm酽 L) 未检出 (《 0,00ω ≤ξ0.05 符合

铁 lln酽 Ll 未检出((0.05) ≤ξ0,20 符合

锰 lm酽 1) 未检出 (《 0,∞ ) ≤0.05 符合

铜 l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含

锌 l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铅 lm酽L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衔帚(mg/L) 未检出((0,003) ~【 0,003 符合

石申(m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汞 lmg/Ll 禾检出(<⒍ 000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 0。 Q0Od) ≤0.01 符合

三氯甲烷lm酽 L). 未检出∷((0。 ,0002)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酽L) 未检出((0,0001) ≤0.002 符合

细菌总数(c△ⅡL, 4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ω 未检出
′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MPN/l0OmD 味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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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hg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学生事务发展中心 1F左侧饮水机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23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6,82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⒐计)/枷g/Ll 9.5 ≤ξ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 苯酚计)/(m酽 L) 未检出((0,002) ≤ξ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nl酽 L) 未检出(《 0,05ω ≤0,20 符合

硫酸盐 lIng/L) 未检出 (《 5,0)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 L) 1.6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lll酽 L) 36.0 ≤ξ500 符合

耗氧量 COD跏法,以 02计 )/lln酽 L) 0,28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 (《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l 未检出 ((0。 纷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lm酽 L) 未检出((0,5) ≤10 符合

铝 lm宫/L) 禾检出 ((O。 OO8) ≤0.20 符合

铬 (六价)/lmyo 未检出 (《 0,0O4) ≤≤0,05 符合

铁 lm酽Ll 未检出 (《 0,05) ≤≤0,20 符合

锈盂(mg/L) 未检出 (《 0,05) ≤0.05 符合

钶司(mg/L) 未检出((0,06) ≤ 1,0 符合

锌 lmg/L) 未检出(<0,OG) ≤ 1.0 符合

铅 lm酽L) 未检出(<Q,002) ≤0,01 符合

镉 (m酽L) 未检出(《 0,003) ≤ξ0,003 符合

砷 lmg/Ll 未检出 (<0。 001) ≤0,01 符合

习乏(mg/L) 未检出(<0.0oo1) ≤≤0.001 符合

石西(mg/L) 未检出 (《 0,00⒄ )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lnl酽 L) 未检出 (<0Ⅱ 00∞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m酽 L) 未检出(<0,0001) ≤(0.002 符合

细圊总数oⅣmD 15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hD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困群(粪大肠菌群)/(MPN/100mLl Ⅱ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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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nyong Testing Techho1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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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虬 result)

采样地点:1号楼 sF饮水机出水口 样晶标记 :SO3G←24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4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myL) 143. 1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m酽 1) 未检出 (《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 (《 0,050)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l 37,5 ≤ 100 符合

氯化物 lmg/Ll 35,1 ≤ 100 符含

溶解性总固体 lm酽 L) 248.0 ≤ξ500 符合

耗氧量 lCOD讪 法,以 0?计 )/(m酽⑶ 0.54 ≤2.0 符合

浑浊度/(NTLl) 未检出 (《 0.5)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 未检出(<0,2) ≤ 1.0 符合

硝酸盐氮 (以 N计)/(mg/L) 1.2 ≤10 符合

铝 lmg/Ll 0.069 ≤≤0.20 符合

铬 (六价)/【 nl酽 L) 未检出(<0,0∝ ) ≤≤0,05 符合

铁 lmg//L) 未检出(《 0.05) ≤0,20 符合

锰 lm酽L) 未检出(《 0.05) ≤0,05 符合

铜 lmg/Ll 未检出(<0.0ω ≤ 1,0 符合

锌 lm酽o 0.10 ≤ 1.0 符合

铅 (m酽 L) 未检出 (《 0,002) ≤0.01 符合

镉 (mg/L) 未检出((0,003) ≤ξ0,003 符合

石申(nlg/L) 未检出(<0,00D ≤0,01 符合

习乏(而g/L) 未检出 (《⒍0O01) ≤(0.001 符合

硒 (mg/L) 未检出 (《
0。 0OOd) ≤0.01 符合

三氯甲烷 (mg/L) 未检出 ((0。 OO02)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tnl酽 L) 未检出((0.OO01) ≤(0.002 符合

细困总数tGfu/mLl
,
`

’
“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1) 未检曲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人MPN/10Q” 0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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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Test result)

采样地点:食堂 1F饮水机右侧第二个出水口               样品标记:S0364-25

项  目 检验结果 标准限值 单项判定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符合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符合

pH 8,08 6,0~8,5 符合

色/度 未检出 (《 5) ≤ 5 符合

总硬度 (以 CaCo3计 )/lnl酽o 141.6 ≤≡300 符合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lm酽 L) 未检出(《 0.002) ≤≡0,002 符合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lm酽 L) 未检出(<0,05Ol ≤(0,20 符合

硫酸盐 lmg/L) 35,6 ≤(100 符合

氯化物 lm酽L) 34.亻 ≤≤100 符合

溶解性总固体 lm酽 L) 246,0 ≤500 符合

耗氧量 COD恤l法 ,以 02计)/(m酽 Ll 0.50 ≤2.0 符合

浑浊度/(NTU) 未检出((0,s) ≤0.5 符合

氟化物 lmg/Ll 未检出 (《 Q,2) ≤1,0 №
硝酸盐氮 (以 N计)/lln酽⑶ ≤ 10 螽
铝 lmg/L) 0,062 ≤0,20 靴

铬 (六价)/lll酽 Ll 未检出((⒍ 004) ≤0.05 ∶饴
铁 lm酽Ll 未检出((Q.05) ≤0.20 符合

锰 lmg/Ll 未检出 (《 0,05) ≤了0.05 符合

铜 llllg/L) 未检出 (《 0,06) ≤ 1,0 符合

午帝(mg/L)
0、 07 ≤ 1,0 符合

铅 lm酽L) 未检出((0,002) ≤0.01 符合

镉lmg/Ll 未检出((0,003) ≤0.003 符合

砷 lmg/L) 未检出 (《 0,0o1) ≤0,01 符合

汞 lll宫 /L) 未检出(《 0.0001) ≤ 0,001 符合

硒 lm酽Ll 未检出((0.00∝
) ≤0,01 符合

≡氯甲烷 lmg/L〉 *检出(《⒍00∞ ) ≤0=03 符合

四氯化碳 lm酽 L) 未检出((0.OO01) ≤(0。 002 符合

细菌总数(cfu/lll0 ≤50 符合

总大肠菌群(MpN/100m△ ) 未检 tLE 不得检出 符合

耐热大肠圊群(粪大肠菌群)/(MPN/1QQmLl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含

第 28页 共 9s页

上海安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nyong Tosting Techno1ogy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