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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治水污染*保护地表水

水质*保障人体健康*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将标准项目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适用于全国江河-湖泊-运河-渠
道-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适用于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地表水水质特点和环境管理的需要进行选择*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选择确定的特定项目作为基本项目的补充指标+
本标准项目共计 /01项*其中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 23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补充项目 4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 50项+
与 6789/:/111相比*本标准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中增加了总氮一项指标*删除了基

本要求和亚硝酸盐-非离子氨及凯氏氮三项指标*将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调整为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修订了;7-溶解氧-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铅-粪大肠菌群七个项目的标

准值*增加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 30项+本标准删除了湖泊水库特定项目标准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按本标准对地表水各类水域

进行监督管理+
与近海水域相连的地表水河口水域根据水环境功能按本标准相应类别标准值进行管理*近海水功

能区水域根据使用功能按(海水水质标准)相应类别标准值进行管理+批准划定的单一渔业水域按(渔业

水质标准)进行管理.处理后的城市污水及与城市污水水质相近的工业废水用于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按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进行管理+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69=5=5:5=>为首次发布*/155年为第一次修订*/111年为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本标准自 2002年 ?月 /日起实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69=5=5:55>和(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6789/:/111>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修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年 3月 2?日批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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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9::9;:<;97批准 9::9;:=;:>实施

> 范围

>?> 本标准按照地表水环境功能分类和保护目标@规定了水环境质量应控制的项目及限值@以及水质

评价A水质项目的分析方法和标准的实施与监督B
>?9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A湖泊A运河A渠道A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B
具有特定功能的水域@执行相应的专业用水水质标准B

9 引用标准

C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DE卫生部@FGGH年I和本标准表 JK表 L所列分析方法标准及规范中所含条

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为本标准条文@与本标准同效B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

版本B

6 水域功能和标准分类

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M
N类 主要适用于源头水A国家自然保护区O
P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A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A鱼虾类产卵

场A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O
Q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A鱼虾类越冬场A洄游通道A水产养殖

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O
R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O
S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B
对应地表水上述五类水域功能@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值分为五类@不同功能类别分

别执行相应类别的标准值B水域功能类别高的标准值严于水域功能类别低的标准值B同一水域兼有多

类使用功能的@执行最高功能类别对应的标准值B实现水域功能与达功能类别标准为同一含义B

< 标准值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见表 HB
<?9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见表 FB
<?6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见表 TB

U 水质评价

U?>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应根据应实现的水域功能类别@选取相应类别标准@进行单因子评价@评价结

果应说明水质达标情况@超标的应说明超标项目和超标倍数B
U?9 丰A平A枯水期特征明显的水域@应分水期进行水质评价B
U?6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评价的项目应包括表 H中的基本项目A表 F中的补充项目以及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从表 T中选择确定的特定项目B

= 水质监测

=?> 本标准规定的项目标准值@要求水样采集后自然沉降 TGVWX@取上层非沉降部分按规定方法进行

H



分析!
"#$ 地表水水质监测的采样布点%监测频率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
"#& 本标准水质项目的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表 ’(表 )规定的方法*也可采用 +,-方法体系等其他等

效分析方法*但须进行适用性检验!

.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监督实施!

.#$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超标项目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后*必须达到0生活饮用水卫生

规范1的要求!
.#&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本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制定地方补充标准*并报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表 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34567

序号
分类标准值

项 目
8类 9类 :类 ;类 <类

2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3
周平均最大温升@2
周平均最大温降@A

A BC值=无量纲? )(D

E 溶解氧 F
饱和率 DGH

=或 I#J?
) J E A

’ 高锰酸盐指数 @ A ’ ) 2G 2J

J 化学需氧量=K-L? @ 2J 2J AG EG ’G

) 五日生化需氧量=M-LJ? @ E E ’ ) 2G

I 氨氮=NCEON? @ G#2J G#J 2#G 2#J A#G

P 总磷=以 Q计? @
G#GA

=湖%库 G#G2?

G#2

=湖%库 G#GAJ?

G#A

=湖%库 G#GJ?

G#E

=湖%库 G#2?

G#’

=湖%库 G#A?

D 总氮=湖%库*以 N计? @ G#A G#J 2#G 2#J A#G

2G 铜 @ G#G2 2#G 2#G 2#G 2#G

22 锌 @ G#GJ 2#G 2#G A#G A#G

2A 氟化物=以 RS计? @ 2#G 2#G 2#G 2#J 2#J

2E 硒 @ G#G2 G#G2 G#G2 G#GA G#GA

2’ 砷 @ G#GJ G#GJ G#GJ G#2 G#2

2J 汞 @ G#GGGGJ G#GGGGJ G#GGG2 G#GG2 G#GG2

2) 镉 @ G#GG2 G#GGJ G#GGJ G#GGJ G#G2

2I 铬=六价? @ G#G2 G#GJ G#GJ G#GJ G#2

2P 铅 @ G#G2 G#G2 G#GJ G#GJ G#2

2D 氰化物 @ G#GGJ G#GJ G#A G#A G#A

AG 挥发酚 @ G#GGA G#GGA G#GGJ G#G2 G#2

A2 石油类 @ G#GJ G#GJ G#GJ G#J 2#G

AA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G#A G#A G#A G#E G#E

AE 硫化物 @ G#GJ G#2 G#A G#J 2#G

A’ 粪大肠菌群=个67? @ AGG AGGG 2GGGG AGGGG ’GGGG

A

TU &V&VW$XX$



表 !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

序 号 项 目 标准值

’ 硫酸盐(以 )*!+, 计- !./

! 氯化物(以 01+计- !./

2 硝酸盐(以 3计- ’/

, 铁 /42

. 锰 /4’

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

5
55

&

5
55

序号 项 目 标准值 序号 项 目 标准值

’ 三氯甲烷 /4/6 !7 六氯苯

5
55

/4/.

! 四氯化碳 /4//! 2/ 硝基苯
5
55

/4/’8

2 三溴甲烷 /4’ 2’ 二硝基苯

5
55

9 /4.

, 二氯甲烷 /4/! 2! !:,;二硝基甲苯

5
55

/4///2

. ’:!;二氯乙烷 /4/2 22 !:,:6;三硝基甲苯

5
55

/4.

6 环氧氯丙烷 /4/! 2, 硝基氯苯

5
55

< /4/.

8 氯乙烯 /4//. 2. !:,;二硝基氯苯

5
55

/4.

= ’:’;二氯乙烯 /4/2 26 !:,;二氯苯酚

5
55

/4/72

7 ’:!;二氯乙烯 /4/. 28 !:,:6;三氯苯酚

5
55

/4!

’/ 三氯乙烯 /4/8 2= 五氯酚

5
55

/4//7

’’ 四氯乙烯 /4/, 27 苯胺

5
55

/4’

’! 氯丁二烯 /4//! ,/ 联苯胺

5
55

/4///!

’2 六氯丁二烯 /4///6 ,’ 丙烯酰胺

5
55

/4///.

’, 苯乙烯 /4/! ,! 丙烯腈

5
55

/4’

’. 甲醛 /47 ,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5
55

/4//2

’6 乙醛 /4/. ,, 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己基-酯

5
55

/4//=

’8 丙烯醛 /4’ ,. 水合肼

5
55

/4/’

’= 三氯乙醛 /4/’ ,6 四乙基铅

5
55

/4///’

’7 苯 /4/’ ,8 吡啶

5
55

/4!

!/ 甲苯 /48 ,= 松节油

5
55

/4!

!’ 乙苯 /42 ,7 苦味酸

5
55

/4.

!! 二甲苯> /4. ./ 丁基黄原酸

5
55

/4//.

!2 异丙苯 /4!. .’ 活性氯

5
55

/4/’

!, 氯苯 /42 .! 滴滴涕

5
55

/4//’

!. ’:!;二氯苯 ’4/ .2 林丹

5
55

/4//!

!6 ’:,;二氯苯 /42 ., 环氧七氯

5
55

/4///!

!8 三氯苯? /4/! .. 对硫磷

5
55

/4//2

!= 四氯苯@ /4/! .6 甲基对硫磷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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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
!!

序号 项 目 标准值 序号 项 目 标准值

"# 马拉硫磷 $%$" &’ 微囊藻毒素()*

!
!!

$%$$+

", 乐果 $%$, #$ 黄磷

!
!!

$%$$-

"’ 敌敌畏 $%$" #+ 钼

!
!!

$%$#

&$ 敌百虫 $%$" #. 钴

!
!!

+%$

&+ 内吸磷 $%$- #- 铍

!
!!

$%$$.

&. 百菌清 $%$+ #/ 硼

!
!!

$%"

&- 甲萘威 $%$" #" 锑

!
!!

$%$$"

&/ 溴氰菊酯 $%$. #& 镍

!
!!

$%$.

&" 阿特拉津 $%$$- ## 钡

!
!!

$%#

&& 苯并012芘 .%,3+$4& #, 钒
!
!!

$%$"

&# 甲基汞 +%$3+$4& #’ 钛

!
!!

$%+

&, 多氯联苯5 .%$3+$4& ,$ 铊 $%$$$+

注67二甲苯6指对(二甲苯8间(二门苯8邻(二甲苯9

:三氯苯6指 +;.;-(三氯苯8+;.;/(三氯苯8+;-;"(三氯苯9

<四氯苯6指 +;.;-;/(四氯苯8+;.;-;"(四氯苯8+;.;/;"(四氯苯9

=二硝基苯6指对(二硝基苯8间(二硝基苯8邻(二硝基苯9

>硝基氯苯6指对(硝基氯苯8间(硝基氯苯8邻(硝基氯苯9

5多氯联苯6指 ?@A(+$+&8?@A(+..+8?@A(+.-.8?@A(+./.8?@A(+./,8?@A(+."/8?@A(+.&$9

表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0BCD)2
方法来源

+ 水温 温度计法 EA+-+’"F’+

. GH值 玻璃电极法 EA&’.$F,&

- 溶解氧
碘量法 $%. EA#/,’F,#

电化学探头法 EA++’+-F,’

/ 高锰酸盐指数 $%" EA++,’.F,’

"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 EA++’+/F,’

&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 EA#/,,F,#

# 氨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 EA#/#’F,#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 EA#/,+F,#

,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 EA++,’-F,’

’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 EA++,’/F,’

+$ 铜

.;’(二甲基(+;+$(菲口罗啉分光光度法 $%$& EA#/#-F,#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 EA#/#/F,#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0螯合萃取法2 $%$$+ EA#/#"F,#

++ 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E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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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氟化物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 ,-./0120.
离子选择电极法 )*)+ ,-./0/20.
离子色谱法 )*)( 34$50/2())’

’1 硒
(617二氨基萘荧光法 )*)))(+ ,-’’8)(208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1 ,-$5’++)+2’88+

’/ 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 ,-./0+20.

冷原子荧光法 )*))))9 ’&

’+ 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9020.

冷原子荧光法 )*))))+ ’&

’9 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螯合萃取法& )*))’ ,-./.+20.

’. 铬!六价&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 ,-./9.20.

’0 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螯合萃取法& )*)’ ,-./.+20.

’8 氰化物
异烟酸7吡唑啉酮比色法 )*))/

吡啶7巴比妥酸比色法 )*))(
,-./0.20.

() 挥发酚 蒸馏后 /7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 ,-./8)20.

(’ 石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法 )*)’ ,-$5’9/002’889

((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 ,-./8/20.

(1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 ,-$5’9/082’889

直接显色分光光度法 )*))/ ,-$5’.’112’88.

(/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滤膜法 ’&

注;暂采用下列分析方法6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6执行国家标准<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6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6’808年<

表 +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硫酸盐

重量法 ’) ,-’’088208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1’8928’

铬酸钡光度法 0 ’&

离子色谱法 )*)8 34$50/2())’

( 氯化物

硝酸银滴定法 ’) ,-’’089208

硝酸汞滴定法 (*+ ’&

离子色谱法 )*)( 34$50/2())’

1 硝酸盐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 ,-./0)20.

紫外分光光度法 )*)0 ’&

离子色谱法 )*)0 34$50/2())’

+

?@ ABAB2CDDC



续表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铁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0.

邻菲口罗啉分光光度法 ()(* -&

1 锰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2 +,--.(3/0.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0.

甲醛肟光度法 ()(- -&
注4暂采用下列分析方法5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5执行国家标准6

-&7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8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5-.0.年6

表 3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三氯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 +,$9-:-*(/-..:

气相色谱法 ()(((3 2&

2 四氯化碳
顶空气相色谱法 ()((((1 +,$9-:-*(/-..:

气相色谱法 ()(((* 2&

* 三溴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 +,$9-:-*(/-..:

气相色谱法 ()((3 2&

’ 二氯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0: 2&

1 -52;二氯乙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21 2&

3 环氧氯丙烷 气相色谱法 ()(2 2&

: 氯乙烯 气相色谱法 ()((- 2&

0 -5-;二氯乙烯 吹出捕集气相色谱法 ()((((-0 2&

. -52;二氯乙烯 吹出捕集气相色谱法 ()((((-2 2&

-( 三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1 +,$9-:-*(/-..:

气相色谱法 ()((* 2&

-- 四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2 +,$9-:-*(/-..:

气相色谱法 ()((-2 2&

-2 氯丁二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2 2&

-* 六氯丁二烯 气相色谱法 ()((((2 2&

-’ 苯乙烯 气相色谱法 ()(- 2&

-1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1 +,-*-.:/.-

’;氨基;*;联氨;1;巯基;-525’;三氮杂茂

!<=>9&分光光度法
()(1 2&

-3 乙醛 气相色谱法 ()2’ 2&

-: 丙烯醛 气相色谱法 ()(-. 2&

-0 三氯乙醛 气相色谱法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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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苯
液上气相色谱法 )*))+ ,-’’.()/.(

顶空气相色谱法 )*)))01 1&

1) 甲苯

液上气相色谱法 )*))+

二硫化碳萃取气相色谱法 )*)+
,-’’.()/.(

气相色谱法 )*)’ 1&

1’ 乙苯

液上气相色谱法 )*))+

二硫化碳萃取气相色谱法 )*)+
,-’’.()/.(

气相色谱法 )*)’ 1&

11 二甲苯

液上气相色谱法 )*))+

二硫化碳萃取气相色谱法 )*)+
,-’’.()/.(

气相色谱法 )*)’ 1&

12 异丙苯 顶空气相色谱法 )*))21 1&

10 氯苯 气相色谱法 )*)’ 34$560/1))’

1+ ’718二氯苯 气相色谱法 )*))1 ,-$5’6’2’/’((6

19 ’708二氯苯 气相色谱法 )*))+ ,-$5’6’2’/’((6

16 三氯苯 气相色谱法 )*))))0 1&

1. 四氯苯 气相色谱法 )*))))1 1&

1( 六氯苯 气相色谱法 )*))))1 1&

2) 硝基苯 气相色谱法 )*)))1 ,-’2’(0/(’

2’ 二硝基苯 气相色谱法 )*1 1&

21 1708二硝基甲苯 气相色谱法 )*)))2 ,-’2’(0/(’

22 170798三硝基甲苯 气相色谱法 )*’ 1&

20 硝基氯苯 气相色谱法 )*)))1 ,-’2’(0/(’

2+ 1708二硝基氯苯 气相色谱法 )*’ 1&

29 1708二氯苯酚 电子捕获8毛细色谱法 )*)))0 1&

26 170798三氯苯酚 电子捕获8毛细色谱法 )*))))0 1&

2. 五氯酚
气相色谱法 )*))))0 ,-.(61/..

电子捕获8毛细色谱法 )*))))10 1&

2( 苯胺 气相色谱法 )*))1 1&

0) 联苯胺 气相色谱法 )*)))1 2&

0’ 丙烯酰胺 气相色谱法 )*)))’+ 1&

01 丙烯腈 气相色谱法 )*’) 1&

0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液相色谱法 )*)))’ 34$561/1))’

00
邻 苯 二 甲 酸 二!18乙

基己基&酯
气相色谱法 )*)))0 1&

0+ 水合肼 对二甲氨基苯甲醛直接分光光度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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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四乙基铅 双硫腙比色法 )*)))+ ,&

’- 吡啶
气相色谱法 )*).+ /0$1+’(-,23.

巴比土酸分光光度法 )*)4 ,&

’5 松节油 气相色谱法 )*), ,&

’3 苦味酸 气相色谱法 )*))+ ,&

4) 丁基黄原酸 铜试剂亚铜分光光度法 )*)), ,&

4+ 活性氯
6768二乙基对苯二胺!9:9&分光光度法 )*)+ ,&

.7.;7474;8四甲基联苯胺比色法 )*))4 ,&

4, 滴滴涕 气相色谱法 )*))), /0-’3,25-

4. 林丹 气相色谱法 ’<+)=( /0-’3,25-

4’ 环氧七氯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5. ,&

44 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4’ /0+.+3,23+

4( 甲基对硫磷 气相色谱法 )*)))’, /0+.+3,23+

4- 马拉硫磷 气相色谱法 )*)))(’ /0+.+3,23+

45 乐果 气相色谱法 )*)))4- /0+.+3,23+

43 敌敌畏 气相色谱法 )*))))( /0+.+3,23+

() 敌百虫 气相色谱法 )*))))4+ /0+.+3,23+

(+ 内吸磷 气相色谱法 )*)),4 ,&

(, 百菌清 气相色谱法 )*)))’ ,&

(. 甲萘威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 溴氰菊酯
气相色谱法 )*))), ,&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4 阿特拉津 气相色谱法 .&

(( 苯并!>&芘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 /0++534253

高效液相色谱法 +<+)=( /0+.+3523+

(- 甲基汞 气相色谱法 +<+)=5 /0$1+-+.,2+33-

(5 多氯联苯 气相色谱法 .&

(3 微囊藻毒素8%? 高效液相色谱法 )*))))+ ,&

-) 黄磷 钼8锑8抗分光光度法 )*)),4 ,&

-+ 钼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 钴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 ,&

-. 铍

铬菁 ?分光光度法 )*))), @A$1452,)))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A$1432,)))

桑色素荧光分光光度法 )*))), ,&

5

BC DEDE2FGGF



续表

序号 项 目 分 析 方 法
最低检出限

!"#$%&
方法来源

’( 硼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 )*)+ ,-$.(/01///

甲亚胺2,分光光度法 )*+ +&

’3 锑 氢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 +&

’4 镍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5 +&

’’ 钡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415 +&

’5 钒
钽试剂!67,8&萃取分光光度法 )*)15 96$.133):01//3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4/5 +&

’/ 钛
催化示波极谱法 )*)))( +&

水杨基荧光酮分光光度法 )*)+ +&

5) 铊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1)<4 +&

注=暂采用下列分析方法>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1&@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5/年?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A>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年?

:&@水和废水标准检验法!第 13版&A>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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