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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枢纽工程 

环境监测项目 2021 年 02 月份月度报告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位于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右岸为屯昌县境内国营

黄岭农场，左岸为澄迈县红岗林场宝岭，坝址距上游已建松涛水库约55km，距下

游已建的谷石滩水电站坝址约22km。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为南渡江流域规划的工程

之一，其开发任务为以防洪、供水、灌溉为主，兼顾发电，并为改善枯水年期下

游水生态环境和琼北地区水系连通创造条件。 

本工程2020年05月开始施工，我院于2020年08月底与海南省水利水电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了本项目环境委托检测合同。为了掌握工程建设对周围区域环境的影

响，发现存在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减小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保证施工人

员和周围群众的身体健康，为工程施工创造良好环境，我院按招标文件及合同的

相关要求，落实环境监测工作，现将2021年02月份的监测工作进行总结。 

 

1、检测概况 

1.1检测计划 

根据年度的监测计划分节落实到月度计划，2021年度02月份对以下内容进行

现场监测、采样及分析工作，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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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年02月份检测计划表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采样点位 

1 地表水 

水温、pH 值、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石油类、硫化物、粪大肠

菌群，共 10 项 

施工期每年

丰、枯期各监

测 1 次。 

坝址上游 1km、枢纽施工区、

枢纽施工区下游 500m，各设

置一个监测点，共 3 个监测

点 

2 地下水 水位 
每月观测1次，

至观测孔废止 

左坝肩、右坝肩各设置 1 个

监测点，共 2 个监测点 

 

1.2检测实施情况 

根据检测计划实施检测工作情况如下，见表2。 

表2  2021年02月份检测实施情况 

序号 检测时间 样品名称 采样地点 

1 2021.02.25 地表水 坝址上游 1km 

2 2021.02.25 地表水 枢纽施工区 

3 2021.02.25 地表水 枢纽施工区下游 500m 

4 2021.02.25 地下水 左坝肩、右坝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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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检测项目 
（1）地表水水质检测因子（10 项）：水温、pH、石油类、高锰酸盐指数、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粪大肠菌群、硫化物。 

 现场检测项目（1 项）：水温。 

 实验室检测项目（9 项）：pH、石油类、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

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粪大肠菌群、硫化物。 

（2）地下水现场检测项目（1项）：水位。 

1.4检测分析方法 

所有检测项目均选用本实验室通过资质认定的方法进行检测，详见表3、表4。 

表3  地表水10项检测分析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依据 检出限 

1 水温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 GB13195-1991 / 

2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 

3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11892-1989 
0.5mg/L 

4 化学需氧量 
快速密闭催化消解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2mg/L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mg/L 

6 氨氮（NH3-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7 总磷（以 P 计）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0.01mg/L 

8 石油类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970-2018 0.01mg/L 

9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0.005mg/L 

10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HJ 347.2-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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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地下水现场检测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依据 检出限 

1 水位 水位计法 GB50497-2019 / 

 

1.5检测过程 

（1）样品的采集 

水样采集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建筑基

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50497-2019相关要求进行。 

（2）样品保存和运输 

①按《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等要求进行。 

②在运输水样前，将容器的外（内）盖盖紧。装箱时用泡沫塑料等分隔，预

防破损。同一采样点的样品瓶装在同一个箱子中，如分装在几个箱子内，则各箱

内均应有同样的采样记录表。运输前检查所采水样是否已全部装箱，运输时有专

门押运人员。水样采集后4小时内送达实验室，各采样瓶完整，水样移交化验室

时，有交接手续。 

本期检测共采集3组地表水样品、现场监测2组地下水水位，现场均有超过2

人进行采样或现场监测，人员持证上岗，采样过程相互监督，未发现有污染现象。 

（3）样品检测 

实验室检测项目在样品有效期内用本实验室通过资质认定的国家标准方法

进行检测。 

（4）成果审核 

严格执行实验室检测报告三级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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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控制 

严格按实验室资质认定要求，实施检测全过程质量控制，从样品采集、保存、

运输、流转、检测和成果审核均进行质量控制，主要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2.1采样质量控制措施 

（1）采样人员持证培训，熟悉掌握采样技术，熟知现场监测设备及采样器

具的使用、样品固定、保存、运输条件。 

（2）每批水样，加采现场平行样和全程空白样，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进行

空白实验分析。 

（3）采样过程中，现场超过2人进行采样，采样过程相互监护，采样过程未

出现有影响采样质量的行为。 

 

2.2实验室内质量控制 

（1）标准物质 

分析仪器校准选用有证标准物质，当没有有证标准物质时，也可用纯度较高

（一般不低于98%）、性质稳定的化学试剂直接配制仪器校准用标准溶液。 

（2）标准曲线 

采用校准曲线法进行定量分析时，至少使用5个浓度梯度的标准溶液（除空

白外），覆盖被测样品的浓度范围，且最低点浓度须在接近方法测定下限的水平。

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时，按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测试方法无规定时，

校准曲线相关系数要求为r>0.999。 

（3）仪器稳定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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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进样分析时，每分析测试20个样品，测定一次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确

认分析仪器校准曲线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的按分析测试方法

的规定进行。 

（4）精密度控制 

在每批次分析样品中，随机抽取2个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若平行双样分

析的相对变差（RD）在允许范围内，则该平行双样的精密度控制为合格，否则

为不合格。 

（5）准确度控制 

①使用有证标准物质 

批次分析样品数＜20时，至少插入2个标准物质样品。将标准物质样品的分

析测试结果（X）与标准物质认定值（或标准值）（μ）进行比较，计算相对误差

（RE）。若RE在允许范围内，则对该标准物质样品分析测试的准确度控制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②异常样品复检 

每批次送检样品分析测试完毕后，实验室会对该批次样品的分析测试结果按

监测项目进行稳健统计，计算该批次样品的分析测试结果按检测项目进行稳健统

计，计算该批次样品的检测中位置，并对分析测试结果高于中位置5倍以上或低

于中位置1/5的异常样品进行复检。 

（6）分析测试数据记录与审核 

①检测实验室保证分析测试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

结果，不会选择性的舍弃数据、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②检测人员将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如发现的可疑报告数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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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样品分析测试原始记录进行校对。 

③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将由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员负责填写原

始记录；审核人员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

是否异常等，并考虑以下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条件、数据的有效位数、数据计

算和处理过程、法定计量单位和内部质量控制数据等。 

 

2.3成果合理性检查 

在完成每项分析测试合同任务时，技术人员会对最终报出的所有样品分析测

试结果的可靠性及合理性进行全面、综合的质量评价从而判断检测结果的合理

性。以上质控措施贯穿检测全过程工作，各项质量控制结果均报质量负责人审核

批准。 

 

3、检测结果及评价 

经过现场检测及实验室分析，本月地表水所有检测结果及结果评价详见表5，

地下水水位监测结果详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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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地表水检测结果及单项评价 

序

号 

监测 

频次 

监测 

地点 

样品 

编号 

样品 

性状 

检验 

项目 
单位 

GB 
3838-2002
Ⅱ类水质

标准限值 

检验 

结果 

单项 

结论 

1 2021.0
2.25 

坝址上
游1km 

S2011
10MW
A0101 

微黄、
微浑、
无异
味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

境水温变化应

限制在：周平均

最大温升≤1，周

平均最大温降
≤2 

26.4 实测值 

pH 值 无量纲 6～9 7.68 合格 

高锰酸盐指数 mg/L ≤4 2.1 合格 

化学需氧量 mg/L ≤15 10 合格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3 2.4 合格 

氨氮（NH3-N） mg/L ≤0.5 0.079 合格 

总磷（以 P 计） mg/L ≤0.1 0.06 合格 

石油类 mg/L ≤0.05 0.01 合格 

硫化物 mg/L ≤0.1 <0.005 合格 

粪大肠菌群 个/L ≤2000 50 合格 

2 2021.0
2.25 

枢纽施
工区 

S2011
10MW
A0201 

微黄、
微浑、
无异
味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

境水温变化应

限制在：周平均

最大温升≤1，周

平均最大温降
≤2  

26.4 实测值 

pH 值 无量纲 6～9 7.85 合格 

高锰酸盐指数 mg/L ≤4 2.3 合格 

化学需氧量 mg/L ≤15 12 合格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3 2.8 合格 

氨氮（NH3-N） mg/L ≤0.5 0.17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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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0
2.25 

枢纽施
工区 

S2011
10MW
A0201 

微黄、
微浑、
无异
味 

总磷（以 P 计） mg/L ≤0.1 0.07 合格 

石油类 mg/L ≤0.05 0.01 合格 

硫化物 mg/L ≤0.1 <0.005 合格 

粪大肠菌群 个/L ≤2000 3.3×102 合格 

3 2021.
02.25 

枢纽施

工区下

游
500m 

S2011
10MW
A0301 

微黄、

微浑、

无异

味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

境水温变化应

限制在：周平均

最大温升≤1，周

平均最大温降
≤2 

26.4 实测值 

pH 值 无量纲 6～9 7.72 合格 

高锰酸盐指数 mg/L ≤4 2.4 合格 

化学需氧量 mg/L ≤15 14 合格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3 2.6 合格 

氨氮（NH3-N） mg/L ≤0.5 0.190 合格 

总磷（以 P 计） mg/L ≤0.1 0.06 合格 

石油类 mg/L ≤0.05 0.02 合格 

硫化物 mg/L ≤0.1 <0.005 合格 

粪大肠菌群 个/L ≤2000 1.7×103 合格 

表6地下水水位现场检测结果及单项评价 

序号 检测时间 检测地点 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结果 单项结论 

1 2021.02..25 左坝肩 水位 m 42.67 实测值 

2 2021.02..25 右坝肩 水位 m 28.25 实测值 

 9 



4、现场监测及采样图片 

4.1地表水监测采样 

  

坝址上游1km地表水水质采样 

  

枢纽施工区地表水水质采样 

  

枢纽施工区下游500m地表水水质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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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地下水水位监测 

  

左坝肩地下水水位现场监测 右坝肩地下水水位现场监测 

 

5、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因左坝肩和右坝肩开挖活动的影响，位于左坝肩和右坝肩的地下水观测孔被

封堵，经与项目建设管理部进行沟通，为了每月能按合同要求监测到地下水的水

位，本月将左坝肩和右坝肩的现有的观测井作为地下水水位的监测点位（左坝肩

观测井编号：UP-ZP-02；右坝肩观测井编号：UP-YP-04）。 

 

6、措施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6.1将本月检测结果及时上报项目建设管理部，并与项目建设管理部进行有效

的沟通及确认。 

6.2根据年度监测计划，于3月份开展地下水和噪声的监测工作。 

6.3凡施工现场因施工进度未满足检测条件部分，包括检测时间、周期、频次

均顺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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