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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的修订

修订的主要内容 比原标准增加控制项目六项 取消了对非金属硼的控制 为了防止没有污水处理

厂的城市下水道系统的排水对水体的污染 有七个控制项目用括号的形式规定了两种控制浓度

本标准由城市建设排水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并执行

各城市因执行本标准达不到保护排水设施 满足不了水环境功能要求时 可根据本标准的原则制定

地方标准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 代替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给水排水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陈益华 王 岚 王春顺 蒋 兰

本标准 年首次发布 年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代替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排入城市下水道污水中 种有害物质的最高允许浓度

本标准适用于向城市下水道排放污水的排水户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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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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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水质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水质 总铬的测定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汞的测定 高锰酸钾 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铜 锌 铅 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二部分 氰化物的测定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的测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 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溴化容量法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辐射防护规定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萘基 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批准 实施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水质 硒的测定 二氨基萘荧光法

水质 色度的测定

水质 锰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铁 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水质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水质 硝基苯 硝基甲苯 硝基氯苯 二硝基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阴离子洗涤剂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水质 硒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城市污水 易沉固体的测定 体积法

城市污水 油的测定 重量法

城市污水 硫化物的测定

城市污水 氨氮的测定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

定义

污水 受一定污染的来自生活和生产的排出水

城市下水道 指输送污水的管道和沟道 它包含排污渠道 沟渠等

排水户 指向城市下水道排放污水的单位或个人

技术内容

一般规定

严禁排入腐蚀城市下水道设施的污水

严禁向城市下水道倾倒垃圾 积雪 粪便 工业废渣和排入易于凝集 造成下水道堵塞的物质

严禁向城市下水道排放剧毒物质 易燃 易爆物质和有害气体

医疗卫生 生物制品 科学研究 肉类加工等含有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过严格消毒处理 除遵守

本标准外 还必须按有关专业标准执行

放射性污水向城市下水道排放 除遵守本标准外 还必须按 执行

水质超过本标准的污水 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预处理 不得用稀释法降低其浓度 排入城市下

水道

水质标准

排入城市下水道的污水水质 其最高允许浓度必须符合表 的规定



表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最高

允许浓度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最高

允许浓度

值 总铅

悬浮物 总铜

易沉固体 总锌

油脂 总镍

矿物油类 总锰

苯系物 总铁

氰化物 总锑

硫化物 六价铬

挥发性酚 总铬

温度 总硒

生化需氧量 总砷

化学需氧量 硫酸盐

溶解性固体 硝基苯类

有机磷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苯胺 氨氮

氟化物 磷酸盐 以 计

总汞 色度 倍

总镉

注 括号内数值适用于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城市下水道系统

水质监测

总汞 总镉 六价铬 总砷 总铅 以车间或处理设备排水口抽检浓度为准 其他控制项目 以排水户

排水口的抽检浓度为准

所有排水单位的排水口应设有检测井 以便于采样 并在井内设置污水水量计量装置

水质数据 以城市排水监测部门的检验数据为准

水质检验方法见表

表 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检 验 方 法 方法来源

值 玻璃电极法

悬浮物 重量法

易沉固体 体积法

油脂 重量法

红外光度法

矿物油类 红外光度法

氰化物 氰化物的测定



表 完

序号 项目名称 检 验 方 法 方法来源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的测定

挥发性酚 蒸馏后 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蒸馏后溴化容量法

温度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钾法

溶解性固体 重量法 附录 标准的附录

有机磷 气相色谱法

苯胺 萘基 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高锰酸钾 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总镍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总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总铁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总锑 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附录

标准的附录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总铬 总铬的测定

总硒 二氨基萘荧光法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硫酸盐 重量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氨氮 蒸馏和滴定法

纳氏试剂比色法

氨氮的测定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电位滴定法

硝基苯类 气相色谱法

磷酸盐 以 计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色度 色度的测定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溶 解 性 固 体

方法原理

将过滤后水样放在称至恒重的蒸发皿内蒸干 然后在 烘干至恒重 增加的重量为溶解

性固体

仪器

滤膜 孔径 及配套滤器 或中速定量滤纸

烘箱

蒸气浴或水浴

采样及样品保存

所用聚乙烯瓶或硬质玻璃瓶要用洗涤剂冼净 依次用自来水和蒸馏水冲洗干净 在采样之前 再用

即将采集的水样清洗三次 然后 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水样 盖严瓶塞

采集的水样应尽快分析测定 如需放置 应贮存在 冷藏箱中 但最长不得超过七天 不能加入任

何保护剂 以防破坏物质在固 液间的分配平衡

测定步骤

将蒸发皿每次在 烘箱中烘 冷却后称重 直至恒重 两次称重相差不超过

用孔径 滤膜 或中速定量滤纸过滤水样

分取适量过滤水样 如 使残渣量大于 置上述蒸发皿内 在蒸气浴或水浴上蒸干

水浴面不可接触皿底 移入 烘箱内每次烘 冷却后称重 直到恒重 两次称重相差不超

过

计算

按下式进行计算

溶解性固体

式中 溶解性固体 蒸发皿重

蒸发皿重

水样体积

注 采用不同滤材所测得的结果会存在差异 必要时应在分析结果报告上加以注明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锑

锑 为银白色金属 在自然界中主要以 和 形式存在 负三价锑的氢化物毒性剧



烈 在自然界中不稳定 易氧化分解为金属和水 而 和 在弱酸至中性介质中易水解沉淀 所以

在天然水中锑的浓度极低 平均约为 水中锑的污染主要来自选矿 冶金 电镀 制药 铅字印

刷 皮革等行业排放的废水

方法的选择

含锑废水监测 可根据实验室具体条件选用下述方法 光度法 原子吸收光度法

样品保存

锑盐易水解析出沉淀 取样后应立即加盐酸酸化至 保存于聚乙烯塑料瓶中

一 光度法

概述

方法原理

以丙酮作增溶剂 在碘化钾存在下 于 盐酸介质中 锑 与 溴 吡啶偶

氮 二乙氨基酚 简称 生成稳定的紫红色络合物 可于波长 处测量吸光度 其摩

尔吸光系数为 试剂的最大吸收峰在 处 试剂和络合物均很稳定

干扰及消除

在 显色液中存在

不干扰测定 与锑等量的

产生正干扰 产生负干扰 在有酒石酸及硫脲存在的酸性试液中 加入硼氢

化钾 使它与酸作用产生新生态的氢 并与锑 生成挥发性的 而与 和

等离子分离 消除了它们对显色测定的干扰 在还原分离中 相当于三倍锑量的铋 不产生干扰

方法的适用范围

本方法测锑的最低检出浓度为 吸光度为 时所对应的锑浓度 测定上线为

适合于选矿 冶金 印刷 涂料 制药等行业废水中锑的测定

仪器

分光光度计 比色皿

锑化氢分离装置 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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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发生瓶 硼氢化钾存放处 橡皮塞 乳胶软管

塑料管 一端拉成毛细管状 出气口内径小于

标准磨口 吸收液 高度不低于

图 锑化氢发生吸收装置

试剂

锑标准贮备溶液 准确称取纯金属锑 置于 烧杯中 加入

硫酸 于电热板上加热至完全溶解 冷却后 移入 容量瓶中 用 硫酸洗净

烧杯 加入 酒石酸 再用 硫酸稀释至刻度 摇匀后备用 此溶液每毫升含锑

锑标准溶液 准确吸取适量贮备液 用 盐酸逐级稀释至每毫升含锑 该溶液可

保存一个月

溴 吡啶偶氮 二乙氨基酚 简称 乙醇溶液 约

硼氢酸钾 片剂

吸收液 硫酸溶液中 含 高锰酸钾

酒石酸溶液

硫脲溶液

碘化钾溶液

盐酸溶液

盐酸溶液

测定步骤

校准曲线



于八只发生瓶中 分别加入 锑标准溶液 加入

酒石酸 硫脲 盐酸 用水稀释至 摇匀 于吸收管中加入

吸收液 按图 所示 在 硼氢化钾存放处 放入两粒硼氢化钾片剂 装好导气管 塞紧橡皮塞 轻

轻将发生瓶向一侧倾斜 让其中一片 片剂 落入溶液中 待反应停止后 再将另一片剂落入溶液 以驱赶

余气 反应停止后 用少量水洗涤导气管 于吸收液中加入 盐酸 硫脲

滴 摇匀 待紫色褪去后 加入 碘化钾 丙酮 准确加入

乙醇溶液 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 用 比色皿 在 波长处 以空白为参比 测量吸光

度 绘制吸光度 浓度校准曲线

样品测定

分别取水样 视含量而定 于发生瓶中 加入 滴酚酞指示液 用 氢氧化

钠溶液中和至紫红色出现 加入 盐酸 硫脲 用水稀释至 摇匀 以下

按校准曲线进行挥发分离和显色测定

计算

按式 进行计算

式中 由校准曲线查得的锑含量

分取水样的体积

注意事项

还原装置必须严密不漏气 否则易泄出 影响测定结果

导气管出口的口径不能大于 吸收液高度不能低于 否则吸收不完全 结果偏低

在用硼氢化钾还原分离之前 加入硫脲 除作掩蔽剂外 还有预还原锑 为锑 的作用 这

一步很重要 否则锑 还原不完全 结果会显著偏低

二 原子吸收光度法

概述

方法原理

锑的化合物在微富燃的空气 乙炔火焰中原子化 具有较好的灵敏度 可用火焰中锑的基态原子 对

其空心阴极灯发射的特征谱线 的吸收进行定量

干扰及消除

试液中存在的一般阴阳离子不干扰锑的测定 试液中存在低于 盐酸或硝酸也无影响

只 有硫酸浓度大于 对锑的吸收信号有抑制作用 在波长 测量锑 大量铜和铅有光

谱干扰 使信号增强 为此 可选择较小的光谱通带予以克服 铜的浓度小于 铅的浓度小于

没有干扰

方法的适用范围

本方法的最低检测浓度为 测定上限为 本方法可适用于有色冶金 化工制药

含锑矿开采的工业废水的监测

仪器及工作条件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工作条件 此为参考 可根据仪器说明书进行选择



光源 锑空心阴极灯 灯电流

测量波长 光谱通带

观测高度 火焰类型 空气 乙炔火焰 微富燃

试剂

锑标准贮备液 准确称取光谱纯三氧化二锑 溶于 盐酸 定量移入 容

量瓶 加水至标线 摇匀 此溶液每毫升含锑

锑标准使用液 准确移取锑标准贮备液 置于 容量瓶中 加水至标线 摇匀

此溶液每毫升含锑

测定步骤

校准曲线

于六只 容量瓶中 准确加入锑标准使用液 加入 盐

酸 加水至标线 摇匀 按仪器使用说明书选好最佳参数 顺次喷入试液 测量吸光度 绘制吸光度

锑量曲线

样品测定

准确移取适量水样 含锑 置 容量瓶中 加 盐酸 加水至标线 摇匀 以

下测量与校准曲线相同 将测得的吸光度作空白校正后 从校准曲线上查出锑量

计算

按式 进行计算

式中 由校准曲线查得的锑含量

分取水样的体积

注意事项

对于含盐浓度较高的废水样需用标准加入法检查有无基体效应 用背景校正器检查有无背景吸收

若有基体效应 要采取标准加入法定量 若有背景吸收 则应用背景校正器扣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