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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修订0
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提出年限制标准2用年限制代替原标准以现有企业和新扩改企业分类0以本

标准实施之日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间段03,,-年 34月 53日前建设的单位2执行第一时间段规定的标

准值63,,+年 3月 3日起建设的单位2执行第二时间段规定的标准值0
在标准适用范围上明确综合排放标准与行业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的原则2造纸工业7船舶7船舶

工业7海洋石油开发工业7纺织染整工业7肉类加工工业7合成氨工业7钢铁工业7航天推进剂使用7
兵器工业7磷肥工业7烧碱7聚氯乙烯工业所排放的污水执行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2其他一切排放污

水的单位一律执行本标准0除上述 34个行业外2已颁布的下列 3-个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均纳入本

次修订内容0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2第一时间段的标准值基本维持原标准的新扩改水平2为控制纳入本次修订

的 3-个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特征污染物及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2增加控制项目 38项6第二时

间段2比原标准增加控制项目 98项2:;<7*;<=等项目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适当从严0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2代替 )*+,-+&++2同时代替以下标准1
)*>9+&+5 医院污水排放标准 ?试行@
)*5=9=&+5 甜菜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9A&+5 甘蔗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9-&+5 合成脂肪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5=9+&+5 合成洗涤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5=9,&+5 制革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8&+5 石油开发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3&+5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5==5&+5 电影洗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94+8&+9 铬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4+3&+9 石油化工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94+4&+9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4+5&+9 黄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34&+= 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35&+= 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3A&+= 沥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A,&+= 铁路货车洗刷废水排放标准

本标准附录 B7附录 *7附录 :7附录 <都是标准的附录0
本标准首次发布 3,-5年23,++年第一次修订0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0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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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6789:8388

国家环境保护局4115;4<;<=批准 4110;<4;<4实施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A控制水污染A保护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和海洋等地面水以及地下水水质的

良好状态A保障人体健康A维护生态平衡A促进国民经济和城乡建设的发展A特制定本标准B

4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4C4 主题内容

本标准按照污水排放去向A分年限规定了 D9种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

水量B
4CE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单位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A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排放管理B
按照国家综合排放标准与国家行业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的原则A造纸工业执行67FGHH39I>造纸

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船舶执行67FGGI38F>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A船舶工业执行67HI8D38H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A海洋石油开发工业执行67H9JH38G>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排放标

准?A纺 织 染 整 工 业 执 行 67HI8:39I>纺 织 染 整 工 业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A肉 类 加 工 工 业 执 行

67JFHG:39I>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合成氨工业执行 67JFHG839I>合成氨工业水污

染 物排放标准?A钢铁工业执行 67JFHGD39I>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航天推进剂使用执行

67JHF:H39F>航 天 推 进 剂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A兵 器 工 业 执 行 67JHH:KCJLJHH:KCF39F和

67HI:HLHI:938H>兵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磷肥工业执行 67JGG8K39G>磷肥工业水污染物

排 放标准?A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执行 67JGG8J39G>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A其他

水污染物排放均执行本标准B
4CM 本标准颁布后A新增加国家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业A按其适用范围执行相应的国家水污染

物行业标准A不再执行本标准B

E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A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B本标准出版时A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B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A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B
67FK9:38I 海水水质标准

67F8F8388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678:KF388 辐射防护规定

M 定义

MC4 污水

指在生产与生活活动中排放的水的总称B

J



!"# 排水量

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用于工艺生产的水的排放量$不包括间接冷却水%厂区锅炉%电站排水$
!"! 一切排污单位

指本标准适用范围所包括的一切排污单位$
!"& 其他排污单位

指在某一控制项目中’除所列行业外的一切排污单位$

& 技术内容

&"( 标准分级

&"("( 排入 )*+,+,-类水域 .划定的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和排入 )*+012中二类海域的污水’执

行一级标准$
&"("# 排入 )*+,+,中3%4类水域和排入 )*+012中三类海域的污水’执行二级标准$
&"("! 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执行三级标准$
&"("& 排入未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必须根据排水系统出水受纳水域的功能要

求’分别执行 5"6"6和 5"6"7的规定$
&"("8 )*+,+,中9%:类水域和-类水域中划定的保护区’)*+012中一类海域’禁止新建排污口’
现有排污口应按水体功能要求’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保证受纳水体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
&"# 标准值

&"#"( 本标准将排放的污染物按其性质及控制方式分为二类$
&"#"("( 第一类污染物;不分行业和污水排放方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功能类别’一律在车间或车间

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必须达到本标准要求 .采矿行业的尾矿坝出水口不得视为

车间排放口/$
&"#"("# 第二类污染物;在排污单位排放口采样’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必须达到本标准要求$
&"#"# 本标准按年限规定了第一类污染物和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

水量’分别为;
&"#"#"( 6112年 67月 +6日之前建设 .包括改%扩建/的单位’水污染物的排放必须同时执行表 6%
表 7%表 +的规定$
&"#"#"# 611,年 6月 6日起建设 .包括改%扩建/的单位’水污染物的排放必须同时执行表 6%表 5%
表 <的规定$
&"#"#"! 建设 .包括改%扩建/单位的建设时间’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表/批准日期为准划分$
&"! 其他规定

&"!"( 同一排放口排放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别的污水’且每种污水的排放标准又不同时’其混合污

水的排放标准按附录 =计算$
&"!"# 工业污水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负荷量按附录 *计算$
&"!"! 污染物最高允许年排放总量按附录 >计算$
&"!"& 对于排放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须符合 )*,20+?,,@辐射防护规定A$

表 6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BCDE
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6 总 汞 0"0<
7 烷基汞 不得检出

+ 总 镉 0"6
5 总 铬 6"<

7

FG HIJH?(IIK



表 !"完# $%&’
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 六价铬 )*(

+ 总砷 )*(

, 总铅 !*)

- 总镍 !*)

. 苯并 "/#芘 )*))))0

!) 总铍 )*))(

!! 总银 )*(

!1 总 2放射性 !34&’

!0 总 5放射性 !)34&’

表 1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年 !1月 0!日之前建设的单位# $%&’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 67 一切排污单位 +8. +8. +8.

1 色度 "稀释倍数#
染料工业 () !-) 9

其他排污单位 () -) 9

0 悬浮物 "::#

采矿;选矿;选煤工业 !)) 0)) 9

脉金选矿 !)) ()) 9

边远地区砂金选矿 !)) -)) 9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1) 0) 9

其他排污单位 ,) 1)) <))

<
五日生化需氧量

"3=>(#

甘蔗制糖;苎麻脱胶;湿法纤维板工业 0) !)) +))

甜菜制糖;酒精;味精;皮革;化纤浆粕工业 0) !() +))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1) 0) 9

其他排污单位 0) +) 0))

( 化学需氧量 "?=>#

甜 菜制糖;焦化;合成脂肪酸;湿法纤维板;染料;
洗毛;有机磷农药工业

!)) 1)) !)))

味精;酒精;医药原料药;生物制药;苎麻脱胶;皮

革;化纤浆粕工业

!)) 0)) !)))

石油化工工业 "包括石油炼制# !)) !() ())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 !1) 9

其他排污单位 !)) !() ())

+ 石油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0)

, 动植物油 一切排污单位 1) 1) !))

- 挥发酚 一切排污单位 )*( )*( 1*)

. 总氰化合物
电影洗片 "铁氰化合物#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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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完# $%&’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 硫化物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氨氮
医药原料药+染料+石油化工工业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 氟化物

黄磷工业 () !) !)

低氟地区

"水体含氟量.)*,$%&’#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 磷酸盐 "以 0计# 一切排污单位 )*, (*) -

(1 甲醛 一切排污单位 (*) !*) ,*)

(, 苯胺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

(2 硝基苯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

(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45#

合成洗涤剂工业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6 总铜 一切排污单位 )*, (*) !*)

(7 总锌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总锰
合成脂肪酸工业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 彩色显影剂 电影洗片 !*) /*) ,*)

!!
显 影 剂 及 氧 化 物 总

量
电影洗片 /*) 2*) 2*)

!/ 元素磷 一切排污单位 )*( )*/ )*/

!1
有 机 磷 农 药 "以 0
计#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 粪大肠菌群数
医院8+兽医院及医疗机构含病原体污水 ,))个&’ ()))个&’,)))个&’

传染病+结核病医院污水 ())个&’ ,))个&’ ()))个&’

!2
总余氯 "采用氯化消

毒的医院污水#

医院8+兽医院及医疗机构含病原体污水
.)*,88 9/"接触

时间:(;#

9!"接触

时间:(;#

传染病+结核病医院污水
.)*,88 92*,"接

触时间#
:(*,;

9,"接触
时间:(*,
;#

8指 ,)个床位以上的医院<

88加氯消毒后须进行脱氯处理=达到本标准<

1

>? @AB@-CAAD



表 ! 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

"#$$%年 #&月 !#日之前建设的单位’

序号 行 业 类 别
最高允许排水量或

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

#

矿

山

工

业

有色金属系统选矿 水重复利用率 %()
其他矿山工业采矿*选矿*选煤等 水重复利用率 $+) "选煤’

脉金

选矿

重选 #,-+.!/0"矿石’
浮选 $-+.!/0"矿石’
氰化 1-+.!/0"矿石’
碳浆 1-+.!/0"矿石’

& 焦化企业 "煤气厂’ #-&.!/0"焦炭’
! 有色金属冶炼及金属加工 水重复利用率 1+)

2

石油炼制工业 "不包括直排水炼油厂’
加工深度分类3

4-燃料型炼油厂

5-燃料6润滑油型炼油厂

7-燃料6润滑油型6炼油化工型炼油厂

"包括加工高含硫原油页岩油和石油添加剂生产基地

的炼油厂’

4

8(++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5

8(++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7

8(++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万 09&-(.!/0"原油’

(

合成

洗涤

剂工

业

氯化法生产烷基苯 &++-+.!/0"烷基苯’

裂解法生产烷基苯 %+-+.!/0"烷基苯’

烷基苯生产合成洗涤剂 #+-+.!/0"产品’

, 合成脂肪酸工业 &++-+.!/0"产品’

% 湿法生产纤维板工业 !+-+.!/0"板’

1
制糖

工业

甘蔗制糖 #+-+.!/0"甘蔗’

甜菜制糖 2-+.!/0"甜菜’

$

皮
革
工
业

猪盐湿皮 ,+-+.!/0"原皮’
牛干皮 #++-+.!/0"原皮’
羊干皮 #(+-+.!/0"原皮’

#+

发
酵

*
酿
造
工
业

酒精工业

以玉米为原料 #++-+.!/0"酒精’

以薯类为原料 1+-+.!/0"酒精’

以糖蜜为原料 %+-+.!/0"酒精’

味精工业 ,++-+.!/0"味精’

啤酒工业 "排水量不包括麦芽水部分’ #,-+.!/0"啤酒’

## 铬盐工业 (-+.!/0"产品’

#& 硫酸工业 "水洗法’ #(-+.!/0"硫酸’

#! 苎麻脱胶工业 (++.!/0"原麻’或 %(+.!/0"精干麻’

#2 化纤浆粕 本色3#(+.!/0"浆’
漂白3&2+.!/0"浆’

(

<= >?@>AB??C



表 !"完#

序号 行 业 类 别
最高允许排水量或

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

$%
粘胶纤维工业

"单纯纤维#

短纤维 "棉型中长纤维&毛型中长纤维# !’’(!)*"纤维#

长纤维 +’’(!)*"纤维#

$, 铁路货车洗刷 %-’(!)辆

$. 电影洗片 %(!)$’’’( "!%((的胶片#

$+ 石油沥青工业 冷却池的水循环利用率 /%0

表 1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年 $月 $日后建设的单位# (2)3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 45 一切排污单位 ,6/ ,6/ ,6/

7 色度 "稀释倍数# 一切排污单位 %’ +’ 8

! 悬浮物 "99#

采矿&选矿&选煤工业 .’ !’’ 8

脉金选矿 .’ 1’’ 8

边远地区砂金选矿 .’ +’’ 8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7’ !’ 8

其他排污单位 .’ $%’ 1’’

1
五日生化需氧量

":;<%#

甘蔗制糖&苎麻脱胶&湿法纤维板&染料&洗毛工业 7’ ,’ ,’’

甜菜制糖&酒精&味精&皮革&化纤浆粕工业 7’ $’’ ,’’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7’ !’ 8

其他排污单位 7’ !’ !’’

% 化学需氧量 "=;<#

甜菜制糖&合成脂肪酸&湿法纤维板&染料&洗毛&有

机磷农药工业

$’’ 7’’ $’’’

味精&酒精&医药原料药&生物制药&苎麻脱胶&皮革&
化纤浆粕工业

$’’ !’’ $’’’

石油化工工业 "包括石油炼制# ,’ $7’ %’’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 $7’ 8

其他排污单位 $’’ $%’ %’’

, 石油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7’
. 动植物油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挥发酚 一切排污单位 ’-% ’-% 7-’
/ 总氰化合物 一切排污单位 ’-% ’-% $-’
$’ 硫化物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氨氮
医药原料药&染料&石油化工工业 $% %’ 8
其他排污单位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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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 氟化物

黄磷工业 (* (+ )*

低氟地区

"水体含氟量,*-+$%&’#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 磷酸盐 "以 /计# 一切排污单位 *-+ (-* 0

(! 甲醛 一切排污单位 (-* )-* +-*

(+ 苯胺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

(1 硝基苯类 一切排污单位 )-* .-* +-*

(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34#
一切排污单位 +-* (* )*

(5 总铜 一切排污单位 *-+ (-* )-*

(6 总锌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总锰
合成脂肪酸工业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 彩色显影剂 电影洗片 (-* )-* .-*

)) 显影剂及氧化物总量 电影洗片 .-* .-* 1-*

). 元素磷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有机磷农药 "以 /计#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 乐果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1 对硫磷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2 甲基对硫磷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5 马拉硫磷 一切排污单位 不得检出 +-* (*

)6
五氯酚及五氯酚钠

"以五氯酚计#

一切排污单位 +-* 5-* (*

.*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378#"以 9:计#
一切排污单位 (-* +-* 5-*

.( 三氯甲烷 一切排污单位 *-. *-1 (-*

.) 四氯化碳 一切排污单位 *-*. *-*1 *-+

.. 三氯乙烯 一切排污单位 *-. *-1 (-*

.! 四氯乙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1 甲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2 乙苯 一切排污单位 *-! *-1 (-*

.5 邻;二甲苯 一切排污单位 *-! *-1 (-*

.6 对;二甲苯 一切排污单位 *-! *-1 (-*
!* 间;二甲苯 一切排污单位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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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 氯 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邻,二氯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对,二氯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对,硝基氯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0!,二硝基氯苯 一切排污单位 )*/ (*) /*)

!- 苯 酚 一切排污单位 )*. )*! (*)

!1 间,甲酚 一切排污单位 )*( )*+ )*/

!2 +0!,二氯酚 一切排污单位 )*- )*2 (*)

!3 +0!0-,三氯酚 一切排污单位 )*- )*2 (*)

/) 邻苯二甲酸二丁脂 一切排污单位 )*+ )*! +*)

/( 邻苯二甲酸二辛脂 一切排污单位 )*. )*- +*)

/+ 丙烯腈 一切排污单位 +*) /*) /*)

/. 总硒 一切排污单位 )*( )*+ )*/

/! 粪大肠菌群数
医院45兽医院及医疗机构含病原体污水 /))个&’ ()))个&’/)))个&’

传染病5结核病医院污水 ())个&’ /))个&’ ()))个&’

//
总余氯 "采用氯化消

毒的医院污水#

医院45兽医院及医疗机构含病原体污水 6)*/44
7."接

触时间

8(9#

7+"接触

时间8

(9#

传染病5结核病医院污水 6)*/44
7-*/"接

触时间

8(*/9#

7/"接触

时间8

(*/9#

/- 总有机碳 ":;<#

合成脂肪酸工业 +) !) =

苎麻脱胶工业 +) -) =

其他排污单位 +) .) =

注>其他排污单位>指除在该控制项目中所列行业以外的一切排污单位?

4 指 /)个床位以上的医院?

44 加氯消毒后须进行脱氯处理0达到本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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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

"#$$%年 #月 #日后建设的单位&

序号 行业类别
最高允许排水量或

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

#

矿

山

工

业

有色金属系统选矿 水重复利用率 ’!(
其他矿山工业采矿)选矿)选煤等 水重复利用率 $*( "选煤&

脉金

选矿

重选 #+,*-./0"矿石&
浮选 $,*-./0"矿石&
氰化 %,*-./0"矿石&
碳浆 %,*-./0"矿石&

1 焦化企业 "煤气厂& #,1-./0"焦炭&
. 有色金属冶炼及金属加工 水重复利用率 %*(

2

石油炼制工业 "不包括直排水炼油厂&
加工深度分类3

4,燃料型炼油厂

5,燃料6润滑油型炼油厂

7,燃料6润滑油型6炼油化工型炼油厂

"包括加工高含硫原油页岩油和石油添加剂生产基地

的炼油厂&

4

8!**万 09#,*-./0"原油&

1!*:!**万 09#,1-./0"原油&

;1!*万 09#,!-./0"原油&

5

8!**万 09#,!-./0"原油&

1!*:!**万 091,*-./0"原油&

;1!*万 091,*-./0"原油&

7

8!**万 091,*-./0"原油&

1!*:!**万 091,!-./0"原油&

;1!*万 091,!-./0"原油&

!

合成

洗涤

剂工

业

氯化法生产烷基苯 1**,*-./0"烷基苯&

裂解法生产烷基苯 ’*,*-./0"烷基苯&

烷基苯生产合成洗涤剂 #*,*-./0"产品&

+ 合成脂肪酸工业 1**,*-./0"产品&

’ 湿法生产纤维板工业 .*,*-./0"板&

%
制糖

工业

甘蔗制糖 #*,*-./0"甘蔗&

甜菜制糖 2,*-./0"甜菜&

$

皮
革
工
业

猪盐湿皮 +*,*-./0"原皮&
牛干皮 #**,*-./0"原皮&
羊干皮 #!*,*-./0"原皮&

#*

发
酵

)
酿
造
工
业

酒精工业

以玉米为原料 #**,*-./0"酒精&

以薯类为原料 %*,*-./0"酒精&

以糖蜜为原料 ’*,*-./0"酒精&

味精工业 +**,*-./0"味精&

啤酒工业 "排水量不包括麦芽水部分& #+,*-./0"啤酒&

## 铬盐工业 !,*-./0"产品&

#1 硫酸工业 "水洗法& #!,*-./0"硫酸&

#. 苎麻脱胶工业
!**-./0"原麻&

’!*-./0"精干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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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号 行 业 类 别
最高允许排水量或

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

$%
粘胶纤维工

业单纯纤维

短纤维 "棉型中长纤维&毛型中长纤维# ’(()(*’+,"纤维#

长纤维 -(()(*’+,"纤维#

$! 化纤浆粕 本色.$!(*’+,"浆#/漂白.0%(*’+,"浆#

$1

制

药

工

业

医

药

原

料

药

青霉素 %2((*’+,"青霉素#
链霉素 $%!(*’+,"链霉素#
土霉素 $’((*’+,"土霉素#
四环素 $3((*’+,"四环素#
洁霉素 30((*’+,"洁霉素#
金霉素 ’(((*’+,"金霉素#
庆大霉素 0(%((*’+,"庆大霉素#
维生素 4 $0((*’+,"维生素 4#
氯霉素 02((*’+,"氯霉素#
新诺明 0(((*’+,"新诺明#
维生素 5$ ’%((*’+,"维生素 5$#
安乃近 $-(*’+,"安乃近#
非那西汀 2!(*’+,"非那西汀#
呋喃唑酮 0%((*’+,"呋喃唑酮#
咖啡因 $0((*’+,"咖啡因#

$2

有6

机

磷

农

药

工

业

乐果66 2((*’+,"产品#

甲基对硫磷 "水相法#66 ’((*’+,"产品#

对硫磷 "708!法#66 !((*’+,"产品#

对硫磷 "7849’法#66 !!(*’+,"产品#

敌敌畏 "敌百虫碱解法# 0((*’+,"产品#

敌百虫 %(*’+,"产品#"不包括三氯乙醛生产废水#

马拉硫磷 2((*’+,"产品#

$-

除6

草

剂

工

业

除草醚 !*’+,"产品#

五氯酚钠 0*’+,"产品#

五氯酚 %*’+,"产品#

0甲 %氯 $%*’+,"产品#

0:%;< %*’+,"产品#

丁草胺 %)!*’+,"产品#

绿麦隆 "以 =>粉还原# 0*’+,"产品#

绿麦隆 "以 ?@08还原# ’*’+,"产品#

$3 火力发电工业 ’)!*’+"AB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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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完#

序号 行业类别
最高允许排水量或

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

$% 铁路货车洗刷 !&%’()辆

$* 电影洗片 !’()*%%%’ "(!’’胶片#

$$ 石油沥青工业 冷却池的水循环利用率 +!,

-产品按 *%%,浓度计.

--不包括 /$0!1/023(1/23(原料生产废水.

4 监测

4&5 采样点

采样点应按 6&$&*&*及 6&$&*&$第一1二类污染物排放口的规定设置7在排放口必须设置排放口

标志1污水水量计量装置和污水比例采样装置.
4&8 采样频率

工 业污水按生产周期确定监测频率.生产周期在 9:以内的7每 $:采样一次;生产周期大于 9:
的7每 6:采样一次.其他污水采样7$6:不少于 $次.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日均值计算.
4&< 排水量

以最高允许排水量或最低允许水重复利用率来控制7均以月均值计.
4&=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使用量1产品产量等7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4&4 测定方法

本标准采用的测定方法见表 >.
表 > 测定方法

序号 项目 测 定 方 法 方法来源

* 总汞 冷原子吸收光度法 ?@A6>9B9A
$ 烷基汞 气相色谱法 ?@)C*6$%6B+(
(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6A!B9A
6 总铬 高锰酸钾氧化D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A6>>B9A
!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A6>AB9A
>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A69!D9A
A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6A!B9A
9 总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B9+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B9+
+ 苯并 "E#芘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9+!B9+
*% 总铍 活性炭吸附D铬天菁 0光度法 *#
** 总银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B9+
*$ 总 F 物理法 $#
*( 总 G 物理法 $#
*6 HI值 玻璃电极法 ?@>+$%B9>
*! 色度 稀释倍数法 ?@**+%(B9+
*> 悬浮物 重量法 ?@**+%*B9+
*A 生化需氧量 "@JK!# 稀释与接种法 ?@A699B9A

重铬酸钾紫外光度法 待颁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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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号 项目 测 定 方 法 方法来源

$% 化学需氧量 "&’(# 重铬酸钾法 )*$$+$,-%+
$+ 石油类 红外光度法 )*./$!,%%-$++!
01 动植物油 红外光度法 )*./$!,%%-$++!
0$ 挥发酚 蒸馏后用 ,2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3,+1-%3
00 总氰化物 硝酸银滴定法 )*3,%!-%3
04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
0, 氨氮 钠氏试剂比色法 )*3,3%-%3

蒸馏和滴定法 )*3,3+-%3
05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3,%,-%3
0! 磷酸盐 钼蓝比色法 $#
03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4$+3-+$
0% 苯胺类 62 "$2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
0+ 硝基苯类 还原2偶氮比色法或分光光度法 $#
4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3,+,-%3
4$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35-%3

二乙基二硫化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3,3,-%3
40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35-%3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3,30-%3
44 总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1!-%+
4, 彩色显影剂 $!+成色剂法 4#
45 显影剂及氧化物总量 碘2淀粉比色法 4#
4! 元素磷 磷钼蓝比色法 4#
43 有机磷农药 "以 7计#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4$+0-+$
4% 乐果 气相色谱法 )*$4$+0-+$
4+ 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4$+0-+$
,1 甲基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4$+0-+$
,$ 马拉硫磷 气相色谱法 )*$4$+0-+$
,0 五氯酚及五氯酚钠 气相色谱法 )*%+30-%%

"以五氯酚计# 藏红 /分光光度法 )*+%14-%%
,4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微库仑法 )*./$5+5+-+5

"8’9#"以 &:计#
,, 三氯甲烷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5 四氯化碳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 三氯乙烯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3 四氯乙烯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 苯 气相色谱法 )*$$%+1-%+
,+ 甲苯 气相色谱法 )*$$%+1-%+
51 乙苯 气相色谱法 )*$$%+1-%+
5$ 邻2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1-%+
50 对2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1-%+
54 间2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1-%+
5, 氯苯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55 邻2二氯苯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5! 对2二氯苯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53 对2硝基氯苯 气相色谱法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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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号 项目 测 定 方 法 方法来源

$% &’()二硝基氯苯 气相色谱法 *+,-,.(/.,
$. 苯酚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0 间)甲酚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 &’()二氯酚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 &’(’!)三氯酚 气相色谱法 待颁布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气相1液相色谱法 待制定

!(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气相1液相色谱法 待制定

!$ 丙烯腈 气相色谱法 待制定

!! 总硒 &’-)二氨基萘荧光法 *+,,.0&/%.
!2 粪大肠菌群数 多管发酵法 ,#
!% 余氯量 3’3)二乙基),’()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

3’3)二乙基),’()苯二胺滴定法 *+,,%.2/%.
!. 总有机碳 "456#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待制定

直接紫外荧光法 待制定

注7暂采用下列方法’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8

,#9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三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年8

&#9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放射性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局8

-#详见附录 ;8

< 标准实施监督

<=>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8
<=? 省1自治区1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执行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保证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时’可

以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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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关于排放单位在同一个排污口排放两种或两种以上工业污水$且每种工业污水中同一污染物的排

放标准又不同时$可采用如下方法计算混合排放时该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混 合#&

%混 合’
(
)

*’+
%*,*-*

(
)

*’+
,*-*

".+#///////////////

式中0%混 合11混合污水某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3456
%*11不同工业污水某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3456

,*11不同工业的最高允许排水量$2748"产品#
"本标准未作规定的行业$其最高允许排水量由地方环保部门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6

-*11分别为某种工业产品产量 "849$以月平均计#&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工业污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负荷计算0

;负’%<,<+=>7 "?+#///////////////
式中0;负11工业污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负荷$@348"产品#6

%11某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3456
,11某工业的最高允许排水量$2748"产品#&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某污染物最高允许年排放总量的计算0

;总’;负<-<+=>7 "B+#///////////////
式中0;总11某污染物最高允许年排放量$84C6

;负11某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负荷$@348"产品#6

-11核定的产品年产量$8"产品#4C&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DE 彩色显影剂总量的测定11EFG成色剂法

洗片的综合废水中存在的彩色显影剂很难检测出来$国内外介绍的方法一般都仅适用于显影水洗

水中的显影剂检测&本方法可以快速地测出综合废水中的彩色显影剂&当废水中同时存在多种彩色显

影剂时$用此法测出的量是多种彩色显影剂的总量&
DEHE 原理

电影洗片废水中的彩色显影剂可被氧化剂氧化$其氧化物在碱性溶液中遇到水溶性成色剂时$立

即偶合形成染料&不同结构的显影剂 "IJJ$BK>L$BK>7#与 +MN成色剂偶合成染料时$其最大吸

收的光谱波长均在 OO=P2处$并在 =Q+=2345范围内符合比耳定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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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为例#反应如下$

%&’( 仪器及设备

)*+型或类似型号分光光度计及 +,-比色槽

./-01+//-0及 +///-0的容量瓶

%&’2 试剂

%&’2’& /’.3成色剂$称取 /’.4+56成色剂置于有 +//-0蒸馏水的烧杯中7在搅拌下#加入 +8*
粒氢氧化钠#使其完全溶解7
%&’2’( 混合氧化剂溶液$将 9:";<=.>*;/’.4#?@*9;A.’/4#?@?;*.’/4以及 ?><9B.’/4
依次溶解于 +//-0蒸馏水中7
%&’2’2 标准溶液$精确称取照相级的彩色显影剂 C生产中使用最多的一种D+//-4#溶解于少量蒸

馏水中7其已溶入 +//-4?@*";A作保护剂#移入 +0容量瓶中#并加蒸馏水至刻度7此标准溶液相

当 /’+-4E-0#必须在使用前配制7
%&’F 步骤

%&’F’& 标准曲线的制作

在 5个 ./-0容量瓶中#分别加入以下不同量的显影剂标准液7
编号 加入标准液的毫升数 相当显影剂含量 C-4E0D
/ / /
+ + *
* * <
A A 5
< < G
. . +/

.+

HI JKLJM&KKN



以上 !个容量瓶中皆加入 "#$成色剂溶液%并用蒸馏水加至刻度&分别加入 "#$混合氧化剂溶

液%摇匀&在 ’#()内在分光光度计 ’’*)#处测定其不同试样生成染料的光密度 +以编号 *为零,%绘

制不同显影剂含量的相应光密度曲线&横坐标为 -%.%!%/%"*#01$&
234546 水样的测定

取 -份水样 +一般为 -*#$,分别置于两个 ’*#$的容量瓶中&一个为测定水样%另一个为空白

试验&在前者测定水样中加 "#$成色剂溶液&然后分别在两个瓶中加蒸馏水至刻度%其他步骤同标准

曲线的制作&以空白液为零%测出水样的光密度%在标准曲线中查出相应的浓度&
2347 计算

从标准曲线中查出的浓度8’*9:
废水中彩色显影剂的总量 +#01$, +;",<<<<<<<<<

式中=9>>为废水取样的 #$数&
234? 注意事项

234?43 生成的品红染料在 /#()之内光密度是稳定的%故宜在染料生成后 ’#()之内测定&
234?46 本方法不包括黑白显影剂&

26 显影剂及其氧化物总量的测定方法

电影洗印废水中存在不同量的赤血盐漂白液%将排放的显影剂部分或全部氧化%因此废水中一种

情况是存在显影剂及其氧化物%另一种情况是只存在大量的氧化物而无显影剂&本方法测出的结果在

第一种情况下是废水中显影剂及氧化物的总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废水中原有显影剂氧化物的含量&
2643 原理

通常使用的显影剂%大都具有对苯二酚@对氨基酚@对苯二胺类的结构&经氧化水解后都能得到

对苯二醌&利用溴或氯溴将显影剂氧化成显影剂氧化物%再用碘量法进行碘A淀粉比色法测定&
以米吐尔为例=

醌是较强的氧化剂&在酸性溶液中%碘离子定量还原对苯二醌为对苯二酚&所释出的当量碘%可

用淀粉发生蓝色进行比色测定&

2646 仪器和设备

B-"或类似型号分光光度计及 -C#比色槽%恒温水浴锅%’*#$容量瓶%-#$@’#$及 "*#$
刻度吸管&
264D 试剂

264D43 *4"E溴酸钾A溴化钾溶液=称取 -4/0溴酸钾和 .4*0溴化钾%用蒸馏水稀释至 "$&
264D46 "F"磷酸=磷酸加一倍蒸馏水&
264D4D 饱和氯化钠溶液=称取 .*0氯化钠%溶于 "**#$蒸馏水中&
264D45 -*G溴化钾溶液=称取 -*0溴化钾%溶于 "**#$蒸馏水中&
264D47 ’G苯酚溶液=取苯酚 ’#$%溶于 "**#$蒸馏水中&
264D4? ’G碘化钾溶液=称取 ’0碘化钾%溶于 "**#$蒸馏水中&+用时配制%放暗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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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溶液)称 *+可溶性淀粉,加少量水搅匀,注入沸腾的 -&&./水中,继续煮沸

-.012夏季可加水杨酸 &#’+2
!"#$#3 配制标准液)准确称取对苯二酚 4分子量为 **&#**+5&#’67+,如果是照相级米吐尔 4分子

量为 899#9&+5可称取 &#:7*+,照相级 ;<<4分子量为 ’7’#88+5可称取 &#7-7+,4或根据所使用药

品的分子量及纯度另行计算5,溶于 ’-./的 7=>?@中,移入 ’-&./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加至刻度2
此溶液浓度为 &#&*&&A2
!"#B 步骤

!"#B#C 标准曲线的制作

!"#B#C#C 取标准液 ’-./,加蒸馏水稀释至 *&&&./,此液浓度为 &#&&&’-A,即每毫升含对苯二

酚 &#’-D.E@4甲液52
!"#B#C#" 取甲液 ’-./用蒸馏水稀释至 ’-&./,此溶液浓度为 &#&&&&’-A,即每毫升含对苯二酚

&#&’-D.E@4乙液52
!"#B#C#$ 取7个-&./容量瓶,分别加入标准稀释液 4乙液5&F&#*F&#’F&#8F&#9F&#-D.E@对

苯二酚 4即9#&F:#&F*’#&F*7#&F’&#&./乙液5,加入适量蒸馏水,使各容量瓶中大约为’&./溶液2
!"#B#C#B 用刻度吸管加入 *G*磷酸 ’./2
!"#B#C#H 用吸管取饱和氯化钠溶液 -./2
!"#B#C#I 用吸管取 &#*=溴酸钾J溴化钾溶液 ’./,尽可能不要沾在瓶壁上2用极少量的水冲洗瓶

壁并摇匀2溶液应是氯溴的浅黄色2放入 8-K恒温水浴锅内,放置 *-.012
!"#B#C#% 吸取’&(溴化钾溶液’./,沿瓶壁周围加入容量瓶中2摇匀后放在8-K水浴中-L*&.012
!"#B#C#3 用滴管快速加入 -(苯酚溶液 *./,立即摇匀,使溴的颜色退去24如慢慢加入则易生成白

色沉淀,无法比色52
!"#B#C#M 降温)放自来水中降温 8.012
!"#B#C#CN 用吸管加入新配制的 -(碘化钾溶液 ’./,冲洗瓶壁F放入暗柜 -.012
!"#B#C#CC 吸取 &#’(淀粉指示剂 *&./,加入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加至刻度,加盖摇匀后,放暗柜

中 ’&.012
!"#B#C#C" 将发色试液分别放入 ’O.比色槽中,在分光光度计 -6&1.处,以试剂空白为零,分别测

出 -个溶液的光密度,并绘制出标准曲线2横坐标为 &#*P&#’P&#8P&#9P&#-D.E@Q-&./2
!"#B#" 水样的测定

取水样适量 4约 *L*&./5放入 -&./容量瓶中,并加蒸馏水至 ’&./左右,于另一个 -&./
容量瓶中加 ’&./蒸馏水作试剂空白2以下按步骤 R’#9#*#9LR’#9#*#*’进行,测出水样的光密度,
在曲线上查出 -&./中所含微克分子数2
!"#B#$ 需排除干扰的水样测定

当水样中含有六价铬离子而影响测定时,可用=S=T’将?UV7还原成?UV8,用过量的尿素去除多余

的 =S=T’对本实验的干扰,即可达到消除铬干扰的目的2
准 确取适量的水样 4约 *L*&./5,放入 -&./容量瓶中,加入蒸馏水至 ’&./左右,加入*G*

磷酸 ’./,再加入 8滴 *&(=S=T’,充分振荡,放入 8-K恒温水浴中 *-.012再加入 ’&(尿素’./,
充 分振荡,放入 8-K水浴中 *&.012以下操作按步骤 R’#9#*#-LR’#9#*#*’进行,测出光密度,在曲

线上查出 -&./中所含微克分子数2
!"#H 计算

水样中显影剂及氧化物总量 W4以对苯二酚计5按式 4R’5计算)

W4.+Q/5X-&./
中微摩尔数Y**&

取样体积 4./5 Y*&&& 4R’5ZZZZZZZZZ

!"#I 注意事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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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试验步骤多&时间长&因此要求操作仔细认真’
!"#$#" 所用玻璃器皿必须用清洁液洗净’
!"#$#( 水浴温度要准确在 )*+,-+&每个步骤反应时间要准确控制’
!"#$#. 加入溴酸钾/溴化钾后&必须用蒸馏水冲洗容量瓶壁&否则残留溴酸钾与碘化钾作用生成碘&
使光密度增加’
!"#$#0 在无铬离子的废水中&水样可不必处理&直接进行测定’
!"#$#$ 水样如太浓&则预先稀释再进行测定’

!( 元素磷的测定11磷钼蓝比色法

!(#% 原理

元素磷经苯萃取后氧化形成的钼磷酸为氯化亚锡还原成蓝色铬合物’灵敏度比钒钼磷酸比色法高&
并且易于富集&富集后能提高元素磷含量小于 2#-3456时检测的可靠性&并减少干扰’

水样中含砷化物7硅化物和硫化物的量分别为元素磷含量的 -22倍7822倍和 )22倍时&对本方法

无明显干扰’
!(#" 仪器和试剂

!(#"#% 仪器9分光光度计9):3比色皿’
!(#"#" 比色管9*236’
!(#"#( 分液漏斗9;27-8*78*236’
!(#"#. 磨口锥形瓶98*236’
!(#"#0 试剂9以下试剂均为分析纯9苯7高氯酸7溴酸钾7溴化钾7甘油7氯化亚锡7钼酸铵7磷

酸二氢钾7乙酸丁酯7硫酸7硝酸7无水乙醇7酚酞指示剂’
!(#( 溶液的配制

!(#(#% 磷酸 二 氢 钾 标 准 溶 液9准 确 称 取 2#<)=<4干 燥 过 的 磷 酸 二 氢 钾&溶 于 少 量 水 中&移 入

-22236容量瓶中&定容’此溶液 >?/)< />含量为 2#-34536’取 -236上述溶液于 -22236容量

瓶中&定容&得到 >?/)< />含量为 -@4536的磷酸二氢钾标准溶液’
!(#(#" 溴酸钾/溴化钾溶液9溶解 -24溴酸钾和 A4溴化钾于 <2236水中’
!(#(#( 8#*B钼酸铵溶液9称取 8#*4钼酸铵&加 -C-硫酸溶液 D236&待钼酸铵溶解后再加入

)236水’
!(#(#. 8#*B氯化亚锡甘油溶液9溶解 8#*4氯化亚锡于 -2236甘油中 E可在水浴中加热&促进溶

解F’
!(#(#0 *B钼酸铵溶液9溶解 -8#*4钼酸铵于 -*236水中&溶解后将此液缓慢地倒入 -2236-C*
的硝酸溶液中’
!(#(#$ -B氯化亚锡溶液9溶解 -4氯化亚锡于 -*36盐酸中&加入 A*36水及 -#*4抗坏血酸’
E可保存 <G*天F’
!(#(#H -C-硫酸溶液7-C*硝酸溶液782B氢氧化钠溶液’
!(#. 测定步骤

!(#.#% 废水中元素磷含量大于 2#2*3456时&采取水相直接比色&按下列规定操作’
!(#.#%#% 水样预处理

IF萃取9移取 -2G-2236水样于盛有 8*36苯的 -8*36或 8*236的分液漏斗中&振荡 *3JK
后 静置分层’将水相移入另一盛有 -*36苯的分液漏斗中&振荡 83JK后静置&弃去水相&将苯相并

入第一支分液漏斗中’加入 -*36水&振荡 -3JK后静置&弃去水相&苯相重复操作水洗 ;次’
LF氧化9在苯相中加入 -2G-*36溴酸钾/溴化钾溶液&836-C-硫酸溶液振荡 *3JK&静置

83JK后加入836高氯酸&再振荡 *3JK&移入 8*236锥形瓶内&在电热板上缓缓加热以驱赶过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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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酸和除溴!勿使样品溅出或蒸干"#至白烟减少时#取下冷却$加入少量水及 %滴酚酞指示剂#用 &’(
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呈粉红色#加 %滴 %)%硫酸溶液至粉红色消失#移入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

刻度 !据元素磷的含量确定稀释体积"$
*+,-,.,/ 比色

移取适量上述的稀释液于 0’12比色管中#加 &12&,0(钼酸铵溶液及 3滴 &,0(氯化亚锡甘油

溶液#加水稀释至刻度#混匀#于 &’45’6放置 &’45’178#倾入 591比色皿中#在分光光度计3:’81
波长处#以试剂空白为零#测光密度$
*+,-,.,+ 直接比色工作曲线的绘制

;"移取适量的磷酸二氢钾标准溶液#使 <=>5? ><的含量分别为 ’@%@5@0@ABB%ACD于 0’12
比色管中#测光密度$

E"以 <=>5? ><含量为横坐标#光密度为纵坐标#绘制直接比色工作曲线$
*+,-,/ 废水中元素磷含量小于 ’,’01DF2时#采用有机相萃取比色$按下列规定操作G
*+,-,/,. 水样预处理

萃取比色G移取适量的氧化稀释液于 3’12分液漏斗已含有 512的 %)0硝酸溶液中#加入A12
%0(钼酸铵溶液和 %’12乙酸丁酯#振荡 %178#弃去水相#向有机相加 &12%(氯化亚锡溶液#摇匀#
再加入 %12无水乙醇#轻轻转动分液漏斗#使水珠下降#放尽水相#将有机相倾入 591比色皿中#在

分光光度计 35’或 A&’81波长处#以试剂空白为零测光密度$
*+,-,/,/ 有机相萃取比色工作曲线的绘制

;"移取适量的磷酸二氢钾标准溶液#使 <=>5? ><含量分别为 %@&@5@?@0CD于 3’12分液漏

斗中#加入少量的水#以下按上节萃取比色步骤进行$
E"以 <=>5? ><含量为横坐标#光密度为纵坐标#绘制有机相萃取比色工作曲线$

*+,H 计算

用式 !I5"计算直接比色和有机相萃取比色测得 %2废水中元素磷的毫克数$

JK L
M%
M&NM5

!I5"BBBBBBBBBBBBBBBB

式中GLOO从工作曲线查得元素磷量#CDP
M%OO取废水水样体积#12P

M&OO废水水样氧化后稀释体积#12P

M5OO比色时取稀释液的体积#12$

*+,Q 精确度

平行测定两个结果的差数#不应超过较小结果的 %’($
取平行测定两个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样品中元素磷的含量#测定结果取两位有效数字$

*+,R 样品保存

采样后调节水样 ST值为 34A#可于塑料瓶或玻璃瓶贮存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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