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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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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生态环境污染，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原始记录等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是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中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部分的修

订。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2 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增加了附录 A，明确了地表水总磷监测现场前处理方法； 

——增加了附录 B，给出了采样现场记录要求； 

——删除了流域监测； 

——修改了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中地表水内容的相关表述； 

——完善了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相关内容。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中涉及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部分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2 年 4 月 1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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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原始记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江河、湖泊、水库和渠道等地表水的水环境质量手工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8170 数据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1075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市场监管总局  国市监检测〔2018〕

245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环境质量监测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为了掌握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系中特性指标的动态变化，对水的各种特性指标取样、测定，并记录

或发出讯号的程序化过程。 

3.2 

流域  watershed；basin；catchment 

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分水线所包围的集水区。习惯上指地表水的集水区域。 

3.3 

水系  drainage system 

干流、支流和流域内的湖泊、沼泽或地下暗河相互连接组成的系统。 

3.4 

潮汐河流  tidal river  

受潮汐影响的入海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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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河口  river mouth 

河流汇入海洋、湖泊或其他河流的河段。 

3.6 

潮区界  tidal limit 

潮汐河流河口中发生潮位变化的上界。涨潮时潮波由河口沿河道上溯，潮波变幅等于零的分界点。

其位置并非固定不变，随河水流量大小与涨潮流强弱等因素的不同组合而上下移动。 

3.7 

感潮河段  tidal reach 

流量和水位受潮汐影响的河段。 

3.8 

监测断面  monitoring cross-section 

为测量或采集水质样品，设置在江河或渠道上垂直于水流方向上的整个剖面。 

3.9 

垂线  perpendicular line；vertical line 

为测量或采集水质样品，设置的从水面垂直向下的直线。 

3.10 

背景断面  background cross-section 

为评价某一完整水系的水质状况，未受或很少受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影响，能够反映水环境背景值

的监测断面。 

3.11 

对照断面  contrast cross-section 

具体判断某一区域水环境污染程度时，位于该区域所有污染源上游处，能够反映这一区域水环境本

底值的监测断面。 

3.12 

控制断面  control cross-section 

用来反映水环境受污染程度及其变化情况的监测断面。 

3.13 

消减断面  attenuation cross-section 

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在水体内流经一定距离而达到最大程度混合，污染物受到稀释、降解，其主要

污染物浓度明显降低的断面。 

3.14 

入境断面  entry cross-section 

用来反映水系流入某行政区域时水质状况的监测断面。 

3.15 

出境断面  exit cross-section 

用来反映水系流出某行政区域时水质状况的监测断面。 

3.16 

交界断面  boundary cross-section 

用来反映国与国、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共有河流水质状况的监测断面。 

3.17 

地球化学异常  geochemical anomaly 

与周围地球化学背景有显著差异的地球化学特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6%B1%90/8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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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水土流失  water and soil loss 

在水力、风力、重力、冰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损失，

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和水土损失。 

3.19 

中泓线  midstream of channel；middle thread of channel 

河道各横断面表面最大流速点的连线。 

3.20 

湖水分层  lake stratification 

湖水温度随深度而变化，呈层状分布的现象，可包括湖上层、变温层、湖下层和永滞层等。 

3.21 

变温层  metalimnion 

在温暖季节，湖泊上层水温较高，下层水温较低，上下层之间水温急剧下降，形成的一个过渡层。 

3.22 

溶解态  dissolved form 

可通过孔径为 0.45 μm 滤膜的地表水中的污染物形态。 

3.23 

原位监测  in-situ monitoring 

利用检测器或传感器在采样点所在位置水体直接开展的监测活动。 

4  布点与采样 

4.1  布点 

4.1.1  布点原则 

4.1.1.1  监测断面的布设在宏观上能反映流域（水系）或所在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污染特征。 

4.1.1.2  监测断面的布设应避开死水区、回水区、排污口处，尽量设置在顺直河段上，选择河床稳定、

水流平稳、水面宽阔、无急流或浅滩且方便采样处。 

4.1.1.3  监测断面布设应考虑采样活动的可行性和方便性，尽量利用现有的桥梁和其他人工构筑物。 

4.1.1.4  监测断面的布设应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监测工作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要具有相对的长远性。 

4.1.1.5  监测断面的布设应考虑水文测流断面，以便利用其水文参数，实现水质监测与水量监测的结

合。 

4.1.1.6  监测断面的设置数量，应考虑人类活动影响，通过优化以最少的监测断面、垂线和监测点位

获取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监测数据，有助于了解污染物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 

4.1.1.7  监测断面布设后应在地图上标明准确位置，在岸边设置固定标志。同时，以文字说明断面周

围环境的详细情况，并配以照片，相关图文资料均应存入断面档案。 

4.1.1.8  流域（水系）可布设背景断面、控制断面、消减断面和河口断面。 

4.1.1.9  行政区域可在水系源头设置背景断面或在过境河流设置入境断面或对照断面、控制断面、消

减断面、出境断面或河口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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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设置方法 

4.1.2.1  河流监测断面 

4.1.2.1.1  背景断面 

原则上设置在水系源头，未受或很少受人类活动影响，远离城市居民区、工业区、农药化肥施用区

及主要交通路线。如果拟定断面处于地球化学异常区，应在地球化学异常区上、下游分别设置；如果水

土流失情况较严重，应设置在水土流失区上游。 

4.1.2.1.2  对照断面 

应设置在河流流经本区域大型污染源之前，便于了解该水体在大型污染源汇入之前的水质状况，避

开废水、污水流入或回流处。 

4.1.2.1.3  控制断面 

应设置在排污区（口）下游，污水与地表水基本混匀处。控制断面的数量、控制断面与排污区（口）

的距离可根据以下因素决定：主要污染区数量及其间距、各污染源实际情况、主要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

和其他水文特征等。此外，还应考虑对纳污量的控制程度，即各控制断面控制的纳污量应不小于该河段

总纳污量的 80%。如果某河段的各控制断面均有至少 5 年的监测资料，可根据现有资料优化断面，确

定控制断面的位置和数量。 

4.1.2.1.4  河口断面 

应设置在地貌上具备明显河流特征处，宜靠近河口，原则上在最后一个排污区（口）的下游，能反

映河流汇入海洋、湖泊或其他河流之前的水质状况。 

4.1.2.1.5  入境断面 

应设置在水系进入本区域且尚未受到本区域污染源影响处，宜靠近水系入境处。 

4.1.2.1.6  出境断面 

应设置在本区域最后一个污水排放口下游，污水与河水已基本混匀，宜靠近水系出境处。 

4.1.2.1.7  交界断面 

在国界、省界、市界、县界共有河段内可设置对照断面、控制断面或消减断面。 

4.1.2.1.8  潮汐河流监测断面 

潮汐河流监测断面的设置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潮汐河流监测断面的设置原则与其他河流相同。设有防潮桥闸的潮汐河流，根据需要在桥闸上

游设置断面； 

b） 根据潮汐河流水文特征，潮汐河流的对照断面一般设在潮区界以上。若潮区界在该城市管辖区

域之外，则在城市河段上游设置 1 个对照断面； 

c） 潮汐河流监测断面应设置在水面退平时可采集到地表水（盐度小于 2‰）样品处，当河流水量

减少，长期在水面退平时不能到采集地表水（盐度小于 2‰）样品时应调整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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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9  其他各类监测断面 

其他各类监测断面的设置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网地区流向不定的河流，应根据常年主导流向设置监测断面； 

b） 对水网地区应视实际情况设置若干控制断面，其控制的径流量之和应不少于总径流量的 80%； 

c） 有水工构筑物并受人工控制的河段，视情况分别在闸（坝、堰）上、下游设置断面。如果水质

无明显差别，可只在闸（坝、堰）上游设置监测断面； 

d） 如行政区域内，河流有足够长度，可设置消减断面。消减断面主要反映河流对污染物的稀释净

化情况，设置在控制断面下游，主要污染物浓度有显著下降处。 

4.1.2.2  湖泊和水库监测垂线 

湖泊和水库监测垂线的设置方法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湖泊和水库通常只设置监测垂线，如有特殊情况可参照河流的有关规定设置监测断面； 

b） 湖泊和水库的不同水域，如进水区、出水区、深水区、浅水区、湖心区、岸边区等，按水体类

别设置监测垂线； 

c） 湖泊和水库若无明显功能区别，可用网格法均匀设置监测垂线； 

d） 受污染物影响较大的重要湖泊和水库，应在污染物主要迁移途径上设置控制断面。 

4.1.3  采样点的确定 

江河、渠道监测断面上设置的采样垂线数与各垂线上的采样点的设置应符合表 1 和表 2 的要求，湖

泊、水库监测垂线上的采样点的设置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1  江河、渠道采样垂线数的设置 

水面宽度（b） 垂线数 

b≤50 m 一条（中泓线） 

50 m＜b≤100 m 二条（左、右岸有明显水流处） 

b＞100 m 三条（左、中、右） 

注 1：垂线布设应避开污染带，监测污染带应另加垂线。 

注 2：确能证明断面水质均匀时，可仅在中泓线设置垂线。 

注 3：凡在该断面要计算污染物通量时，应按本表设置垂线。 

 

表 2  江河、渠道采样垂线上采样点的设置 

水深（h） 采样点数 

h≤5 m 上层 a 一点 

5 m＜h≤10 m 上层、下层 b两点 

h＞10 m 上层、中层 c、下层三点 

注：凡在该断面要计算污染物通量时，应按本表设置垂线。 
a 水面下或冰下 0.5 m 处。水深不到 0.5 m 时，在 1/2 水深处。 
b 河底以上 0.5 m 处。 
c 1/2 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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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泊、水库监测垂线采样点的设置 

水深（h） 采样点数 

h≤5 m 
一点（水面下 0.5 m 处，水深不足 1 m 时，在 1/2 水深

处设置采样点） 

5 m＜h≤10 m 二点（水面下 0.5 m，水底上 0.5 m） 

h＞10 m 三点（水面下 0.5 m，中层 1/2 水深处，水底上 0.5 m） 

注 1：根据监测目的，如需要确定变温层（温度垂直分布梯度≥0.2 ℃/m 的区间），可从水面向下每隔 0.5 m

测定并记录水温、溶解氧和 pH 值，计算水温垂直分布梯度。 

注 2：湖泊、水库有温度分层现象时，可在变温层增加采样点。 

注 3：有充分数据证实垂线上水质均匀时，可酌情减少采样点。 

注 4：受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实现底层采样的深水湖泊、水库，可酌情减少采样点。 

 

4.2  采样 

4.2.1  确定采样频次的原则 

依据不同的水体功能、水文要素和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等实际情况，力求以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

最具有时间代表性的样品，既要满足反映水质状况的要求，又要切实可行。 

4.2.2  采样频次与采样时间 

按照监测计划确定的频次开展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可按月开展。 

若月度内断面所处河流因自然原因或人为干扰使其河流特征属性发生较大变化，可开展加密监测。

上年度内每月均未检出的指标，可降低采样频次。 

背景断面或者上年度内水质稳定为Ⅰ、Ⅱ类的断面，可降低采样频次，如按水文周期或季节进行采样。 

受潮汐影响的监测断面，可分别采集涨潮和退潮水样并测定。涨潮水样应在水面涨平时采样，退潮

水样应在水面退平时采样。仅评价地表水环境质量时，可只采集退潮水样。 

4.2.3  采样前的准备 

4.2.3.1  确定采样负责人 

主要负责制定采样计划并组织实施。 

4.2.3.2  制定采样计划 

制定采样计划前，采样负责人应明确监测任务、目的和要求，了解监测断面周围情况，熟悉采样方

法、水样容器洗涤和样品保存技术。有现场测定项目时，还应掌握有关现场测定技术。 

采样计划应包括：监测断面（采样垂线和采样点）、监测项目和数量、采样质量保证措施、采样时

间和路线、采样人员和分工、采样器具和交通工具以及现场测定项目和安全保证等。 

遇到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情况，可不采样或延期采样，并加以说明。 

4.2.3.3  采样器材与现场测定仪器的准备 

采样器材包括采样器、静置容器、样品瓶、水样保存剂和其他所需辅助设备。采样器材的材质和结

构、水样保存、容器洗涤方法应符合标准分析方法要求，如标准分析方法无要求则执行 HJ 493 中的规

定。若启用新容器，事先应充分清洗。 

采样器包括表层采样器、深层采样器、自动采样器、石油类采样器及其他满足采样需求且不影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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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的采样器。 

现场测定仪器包括用于现场测定 pH 值、溶解氧、水温、电导率、透明度、浊度等项目的仪器设备。 

4.2.4  样品采集 

4.2.4.1  采样位置 

采样时应保证采样点位置准确，必要时使用定位仪定位，并拍摄水体现场情况，做好记录。不能抵

达指定采样位置时，应记录现场情况和调整后的实际采样位置。 

4.2.4.2  采样方式和技术要求 

各种采样方式的技术要求如下： 

a） 船只采样：按采样时间及风浪等级选择适当吨位的船只；采样船应位于采样点下游，逆流采集

水样，避免搅动底部沉积物造成水样污染。采样人员应在船只前部采集水样，尽量使采样器远

离船体。若船上不具备静置条件，返回岸上后应立即静置； 

b） 桥上采样：采样人员应能准确控制采样点位置，且能满足现场项目测定要求； 

c） 涉水采样：较浅的河流或靠近岸边水浅的采样点可涉水采样；采样人员应站在采样点下游，逆

流采集水样，避免搅动底部沉积物导致水样污染； 

d） 其他采样方式：可使用无人机、无人船或在闸坝等水利设施上采集水样，但要保证采样点的准

确性； 

e）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集岸边水样，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岸边采集水样时，应记录现场情况； 

f） 在监测断面目视范围内无水或仅有不连贯的积水时，可不采集水样，应记录现场情况； 

g） 结冰期、封冻期、解冻期采样时应在确保安全条件下，于河流主流上选择破冰点，破冰后水流

有明显上涌，可采集水样； 

h） 尽量选择在连续两天无降雨之后采样。若计划采样期间遇连续降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原

则上避开明显有雨水汇入的区域，在水质充分混匀的区域或者汇入点上游区域采集水样，应记

录现场情况； 

i） 潮汐河流或受盐度影响的地表水，若中下层水样的盐度大于 2‰，可只采集表层水样，但应记

录中下层水样的盐度值； 

j） 河流汇入河（湖）的河口断面出现倒流现象时，应采集水样并记录流向。 

4.2.4.3  采样量 

最少采样量应符合标准分析方法或 HJ 493 的规定。 

4.2.4.4  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a） 在同一监测断面分层采样时，应自上而下进行，避免不同层次水体混扰； 

b） 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样器、静置容器和样品瓶在使用前应先用水样分

别荡洗 2～3 次； 

c） 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集的水样倒入静

置容器中，保证足够用量，自然静置 30 min。自然静置时，使用防尘盖遮挡，避免灰尘污染； 

d） 使用虹吸装置取上层不含沉降性固体的水样，移入样品瓶，虹吸装置进水尖嘴应保持插至水样

表层 50 mm 以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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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  特殊样品 

特殊样品的采集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a） 石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硫化物、悬浮物、粪大肠菌群、叶绿素 a 等或标准分析方

法有特殊要求的项目要单独采样； 

b） 采集石油类样品，采样前应先破坏可能存在的油膜，使用专用的石油类采样器，在水面下至

30 cm 水深采集柱状水样。保证水样采集在水面下进行，不得采入水面可能存在的油膜或水底

的沉积物。采样量应满足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且样品瓶不能用采集的水样荡洗； 

c） 采集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和有机物等项目水样时，水样应注满样品瓶，液面之上

不留空间，使用标准分析方法规定的专用保存容器； 

d） 采集的水样含有明显藻类时，可将水样全部通过孔径为 63 μm 的过滤筛后，倒入静置容器中，

保证足够需用量后，自然静置 30 min，使用虹吸管取上层水样，移入样品瓶，立即加入保存

剂； 

e） 采集溶解态金属水样时，现场使用孔径为 0.45 μm 的滤膜过滤后，分装入样品瓶，立即加入保

存剂； 

f） 采集总磷水样时，自然静置 30 min 后仍存在大量可沉降性固体的水样，应在现场重新采集水

样，根据原水浊度测定结果选择延长静置时间或离心的方式进行处理。具体方法见附录 A。 

4.2.4.6  水样保存 

采集的水样按监测项目标准分析方法规定添加适量保存剂，标准分析方法中没有规定的，按 HJ 493

规定执行。添加保存剂的过程中，所用器具不可混用，避免交叉污染。 

4.2.4.7  采样结束前核查 

采样结束前，应核对采样计划、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遗漏，应立即重新采样或补采。 

4.2.4.8  现场监测项目 

可现场测定的项目（pH 值、溶解氧、水温、电导率、透明度、浊度等）优先选用现场测定方法，

并尽量原位监测。 

4.2.5  水样运输与交接 

4.2.5.1  水样运输前，应将样品瓶的外（内）盖盖紧，需要冷藏保存的样品应按照标准分析方法要求

保存，并在运输过程中确保冷藏效果。 

4.2.5.2  装箱时应用减震材料分隔固定，以防破损。 

4.2.5.3  水样采集后宜尽快送往实验室。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各监测项目标准分析方法允许的保

存时间，规划采样送样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以防延误。 

4.2.5.4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沾污、损失和丢失。 

4.2.5.5  水样交付实验室时，应清点样品，核查样品的有效性并填写交接记录表。 

4.2.5.6  采样记录、样品标签及其包装应完整。若发现样品异常或处于损坏状态，应如实记录，并尽

快采取相关处理措施，必要时重新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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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5.1  监测项目 

5.1.1  根据监测目的，选择国家和地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要求控制的监测项目。 

5.1.2  选择对人和生物危害大、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范围广的监测项目。 

5.1.3  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区污染源特征和水环境保护功能，以及本地区经济、监测条件和技术水平适

当增加监测项目。 

5.2  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 GB 3838 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标准分析方法；若适用性

满足要求，其他国家、行业标准分析方法也可选用。 

选用的标准分析方法的测定下限应低于该监测项目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6  监测数据处理 

6.1  有效数字规则 

记录、运算和报告测量结果，应使用有效数字，有效数字位数和小数点后位数应执行相关标准分析

方法的规定。 

6.2  近似计算规则 

由有效数字构成的测定值为近似值，因此测定值运算应遵循近似计算规则。 

6.3  数值修约规则 

数值修约规则执行 GB/T 8170。 

6.4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执行 GB/T 4883。若出现异常值，应查找原因，原因不明的异常值不应随意剔

除。 

6.5  监测结果的表示方法 

6.5.1  监测结果的表示应根据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确定，并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6.5.2  若双份平行测定结果在相对偏差允许范围之内，则结果以平均值表示。 

6.5.3  若测定结果高于标准分析方法检出限，则报告实际测定结果数值；若测定结果低于标准分析方

法检出限，则执行 HJ 630 相关要求，也可使用“方法检出限”后加“L”表示。 

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7.1  质量保证 

从事水质监测的组织机构、监测人员、监测仪器与设备设施等按 RB/T 214、HJ 630、《检验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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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市场监管总局  国市监检测〔2018〕245 号）等相关内

容执行。 

7.2  采样质量控制 

7.2.1  基本要求 

7.2.1.1  按选用的标准分析方法要求采集质量控制样品。 

7.2.1.2  水环境质量监测采样器具和污染源监测采样器具应分架存放，不得混用。采样前对清洗干净

的采样器具进行空白本底抽检，每个采样批次每种器具至少抽取 3%，检测结果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或方

法规定的限值。 

7.2.1.3  对监测质量有影响的试剂耗材使用前应进行抽检，被测目标物检测结果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或

方法规定的限值。 

7.2.2  全程序空白样品 

每个采样批次至少采集一个全程序空白样品，与水样一起送实验室分析，空白测定值应满足标准分

析方法规定的要求。 

7.2.3  现场平行样品 

对均匀样品，凡可做平行双样的监测项目应采集现场平行样品，每个采样批次至少采集一个现场平

行样品。参考标准分析方法中平行样相对偏差的判定要求，若现场平行样品测定结果差异较大，应查找

原因，必要时重新采样。 

在同一个采样点采集现场平行样品，同步进行水样前处理、水样分装、保存剂添加、冷藏和冷冻储

存等操作步骤。可采用等体积轮流分装方式或使用分样工具同时分装方式。现场平行样品中的一份交付

实验室分析，另一份以明码或密码方式交付实验室分析。 

7.3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监测人员应执行相应标准分析方法和 HJ 630 中有关质量控制的规定，做好质量控制。 

7.4  水质监测安全 

7.4.1  实验室应制定监测安全管理制度，内容至少包括：采样、实验室安全操作、剧毒化学试剂的管

理等，并严格执行和定期检查，保证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7.4.2  为了保证采样人员安全，现场应考虑采样方式和气象条件，使用救生衣和救生绳；船只采样，

应选用坚固的船只，在航道上采样时，应悬挂信号旗；桥上采样时，应放置安全警示牌；涉水采样时，

应注意河流水位变化；结冰期、封冻期、解冻期采样时，应检查冰层的位置和范围。 

8  原始记录 

8.1  记录内容 

8.1.1  地表水采样记录 

8.1.1.1  地表水采样记录至少包括：水体名称、断面名称及经纬度、水面宽度和水深、断面周边环境、

采样日期和时间、天气状况、断面水质表观、采样位置、样品编号、监测项目、样品储存容器、采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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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样前处理方式、样品状态感官描述、保存剂、保存方式等。 

8.1.1.2  断面周边环境描述包括：有无排污口、是否为死水区/回水区、有无居民区/工业区/农业区等。 

8.1.1.3  断面水质表观描述包括：水体颜色、气味（嗅）、有无悬浮物或泥沙、水面有无油膜、水体有

无藻类等。 

8.1.1.4  样品状态感官描述包括：样品颜色、有无沉淀等。 

8.1.1.5  若采样现场水体出现特殊情况，应记录现场情况。 

8.1.1.6  应在现场填写“地表水采样记录表”。可参照附录 B 自行设计表格。 

8.1.2  样品交接记录 

样品交接记录至少包括：交接样品日期和时间、样品编号、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员、接样

人员等信息。 

8.1.3  实验室原始记录 

实验室各种原始记录至少包括：样品编号、采样日期和时间、分析方法、分析仪器名称及型号，测

定项目、分析日期和时间、标准溶液名称和浓度及配制日期、取样体积、计量单位、测定值、计算公式、

校准曲线、质控措施、分析人员、校核人员、审核人员等信息。 

8.2  记录要求 

地表水样品采集、样品保存、样品运输、样品交接、样品处理、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等应在原始

记录表格（本）上如实记录，按规定格式认真填写各栏目。原始记录表（本）应有统一编号，个人不得

擅自销毁，用毕按期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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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表水总磷监测现场前处理方法 

 

 

A.1  仪器和设备 

A.1.1  便携式离心机：最大转速≥2000 r/min，设定离心时间≥1 min，单次离心水样体积≥1 L。 

A.1.2  浊度计：符合 HJ 1075 的技术要求。 

A.2  前处理方法 

A.2.1  基本要求 

水样采集后应在现场完成原水浊度测试。如遇到藻类聚集，应经孔径为 63 μm 的过滤筛（网）后

再处理。 

A.2.2  非感潮河段 

非感潮河段水样前处理方法见表 A.1。 

表 A.1  非感潮河段前处理方法 

原水浊度（NTU） 处理方式 具体技术要求 

200＜NTU≤500 重力沉降 自然静置 60 min，取上层水样。 

NTU＞500 离心沉降 2000 r/min 离心 2 min，取上层水样。 

 

A.2.3  感潮河段 

感潮河段水样前处理方法见表 A.2。 

表 A.2  感潮河段前处理方法 

原水浊度（NTU） 处理方式 具体技术要求 

NTU＞200 离心沉降 2000 r/min 离心 1 min，取上层水样。 

 

A.3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原水浊度测定 3 次，3 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不超过 5%，以中位数作为原水浊度值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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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地表水采样记录表 

 

 

地表水采样记录表见表 B.1。 

表 B.1  地表水采样记录表 

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经  度             度    分   秒 断面周边 

环境描述 
 

纬  度             度    分   秒 

采样日期 

（  年  月  日） 
 天气状况  

水面宽度（m）  约 
断面水质表观  

深度（m）  约 

采样位置 

采样时间 
样品 

编号 

监测 

项目 

样品储存容器 采样 

体积 

（ml） 

前处理

方式 

样品状态 

感官描述 

保存剂名称 

（填序号） 

保存方式 

（填序号） 垂线 深度 材质 颜色 容量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注 1：断面周边环境：有无排污口、是否死水区/回水区、有无居民区/工业区/农业区等。 

注 2：天气状况：晴、雨、雪等。 

注 3：断面水质表观：水体颜色、气味（嗅）、有无悬浮物或泥沙、水面有无油膜、水体有无藻类等。 

注 4：前处理方式：①静置 30 min；②静置 60 min；③离心 2000 r/min，1 min；④离心 2000 r/min，2 min；⑤63 μm 筛网过滤；⑥0.45 μm 滤膜过滤。 

注 5：样品状态感官描述包括：样品颜色、有无沉淀等。 

注 6：保存剂名称：①浓硫酸；②浓硝酸；③浓盐酸；④乙酸锌-乙酸钠溶液＋NaOH（40 g/L）；⑤NaOH（4 g/L）；⑥浓磷酸+固体硫酸铜；⑦1%碳酸镁悬浊液；⑧固体氢氧化

钠；⑨其他保存剂直接注明。 

注 7：保存方式：①冷藏；②避光；③标签完好，采取有效减震措施；④其他保存方式直接注明。 

采样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