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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愈发
严峻，水资源污染问题愈发突出。污水水质检测结果可为污水处理提供决策依据，确保污水水质稳定达
标排放，是预防水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污水检测过程中存在着误差，
从而不能提供可靠监测数据，因此提高污水检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是对污水检测的基本要求，对水资源
污染处理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列举了影响水质检测的可能因素，分析了污水水质检测的误差来源，
并探讨了提高污水水质检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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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and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is directly related, water pollution is a hot spot of
social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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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results of sewage water
quality testing can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sewage treatment, and ensure that the
sewage water quality is stable and discharged according to standard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venting water pollu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resulting in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sewage detection, so that reliable monitoring data can not be provided, so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sewage detect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sewage testing,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ause of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This paper lists the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water quality testing, analyzes the sources of error in sewage water quality testing, and
discusse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sewage water quality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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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且
水资源分布不平衡，要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就需要及时预判和发现污染问题。水
污染的及时准确检测可为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惩治污染行为提供证据。这要求对污染
物的检测要快速、准确、可靠。
人类的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污染物排放在水体中，对大自然的水体产生影响。排放物可以分
为两类[1]。其中一类是无毒的污染物，如糖类、脂肪、蛋白质等有机化合物。这类污染物可以在自然界
被微生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含氮化合物、含磷化合物等，这类污染物无毒，但可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造成藻类以及其他生物异常繁殖，引起水体透明度和溶解氧的变化，从而致使水质恶化，给水生物带来
危害，破坏生态平衡；另一类是有毒的污染物，如农药、化肥和重金属的残留等。这类污染物可通过食
物链致使生物体基因发生改变，对人类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严重后果[2]。常用的一些除草剂或除虫
剂，如苯胺、苯并芘和其他多环芳烃等，都可进入水体，在悬浮物、底泥和水生生物体内积累，若长期
饮用含有这些污染物的水，就可能诱发癌症。被重金属污染的水，对人体健康存在极大危害，比如铅中
毒，会引起贫血，甚至精神错乱。我国人口数量大，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垃圾、废水，在
这些垃圾、废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会加剧水污染程度。城市生活废水的处理责任，主要由专
业的污水处理厂承担。诸如焚烧、填埋等垃圾处理方式，对于生态环境仍然具有较强污染性。比如垃圾
填埋场的渗滤液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3] [4]。以上污染物都需要污水检测机构通过水质检测及时发现，并
提供准确检测结果。
近年来，在我国，水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保护水资
源，但不法企业违法排放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完善的水污染检测体
系，要求对水质的检测要准确、稳定，为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提供可靠依据[2] [5]，因此提高污水水质检
测的准确性及稳定性对水污染处理事业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2. 影响污水水质检测的因素分析
提高污水水质检测得准确性和稳定性，需要对影响准确性和稳定性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日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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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检测经验总结，影响水质检测的因素通常有以下几种：水样的预处理方式、检测方式、仪器工作
状态等。

2.1. 仪器工作状态
目前污水检测已经由化学检测发展到了主要采用仪器进行检测。仪器检测具有准确、便捷的特点，
但仪器的稳定性对检测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在检测仪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对检测仪器进行定期的维护、
清洗等。此外检测仪器也需要定期的校准以确保准确性和稳定性。

2.2. 检测方式
有多种仪器可用于水质检测。例如对污水中重金属的检测就有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6] [7] [8]。检测人员需要依据检测目的、水质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测方式。如没
有选择合适的检测设备，或者试样的污染物含量与检测设备的检测限不匹配，则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和稳定性。

2.3. 水样的预处理方式
污水的水样组成复杂，有时多种污染物共同存在，在检测某一种污染物时要避免其他污染物的影响。
这需要对水样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可以对污水进行富集、稀释、过滤、消解等[9] [10] [11] [12]。将试样
制备成适合仪器检测的化学组成和大致浓度。选择合适的预处理方法和工艺是确保检测准确性和稳定性
的基础。

3. 污水水质检测的误差分析
污水检测的误差主要可分为确定误差、不确定误差和干扰误差。

3.1. 确定误差
环境因素和检测设备是引发确定误差的影响因素，在检测过程中最为常见。污水水质随环境影响大，
如水质变化比较大，超出了设备的检测限，则会产生确定误差。在检测前，也需要定期对检测设备进行
校准。

3.2. 不确定误差
不确定误差是偶然发生的因素造成的误差。不确定误差受到检测方式、检测条件的影响。例如实验
室的气压、温湿度的变化都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这些属于不确定误差[13]。即使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
温湿度也不能确保完全稳定，气压也是随时变化。另外依据日常工作的经验，还可能存在的不确定误差
来源可能有：1) 玻璃器皿的容量存在误差；2) 刻度尺受温度的影响存在误差；3) 温度计的误差；4) 实
验室人员的反应能力，个人辨识能力存在误差；5) 个人使用带刻度的仪器读数时的偏好等引起的误差。
这些因素不是错误，但对最终的结果均有影响。这些因素无法完全消除，是无法完全避免的[14]。

3.3. 干扰误差
由于污水水质成分复杂，待测组分的检测容易受到其他组分的影响[15]。例如在利用重铬酸钾法检测
污水的 COD 含量时，污水的氯离子可以与重铬酸钾发生反应，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4] [16]。消除这一
影响的方法是在重铬酸钾中加入适量的硫酸汞，硫酸汞可起到掩蔽剂的作用。在检测设备的检测限满足
的情况下，适当的稀释检测样也可减小干扰因素的影响。在检测过程中，需要质检人员依据经验和实际
情况对样品进行预处理，消除或减少干扰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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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污水质量检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的措施
本章主要在实验室硬件维护、操作方法、实验室制度、人员管理等几个方面探讨提高污水检测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的方法。

4.1. 实验室硬件维护
在实验室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污水中的污染物可能会对检测设备本事或者配件造成污染或腐蚀，给
后续的检测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检测设备维护不好，则会造成检测结果不准确、不稳定[5]。在日常工作
中，需定期对检测设备进行清洁。清洁需要使用专业的清洁工具和设备对仪器进行清理[6]。另外需要对
检测仪器做好保护，确保检测设备安全与稳定。具体到实验过程中电化学仪器检测用到的电极，其具有
一定的使用寿命，设备的电极应当依据使用状况定期更换。此外，实验室的电源需具备良好的接地性，
防止雷击或短路等对检测设备造成损害。实际操作中，可选用 UPS 设备来保持设备电压的稳定来提高检
测的准确度和稳定性。
此外，污水水质检测设备需定期进行实验校准，使用标准的检测物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校准，
确保检测仪器始终处于在正常的工作状态。

4.2. 优化操作方法
在污水水质的质检过程中，不同的检测设备的检测方法和目的不同，需依据检测水质类型选择不同
的检测设备。检测设备的选择需依据行业操作规范、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确定，不能随意选择。此外，
污水的水质检测结果受到环境的影响，例如检测污水中的微生物需要在无菌实验室中进行，常规环境中
的细菌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6] [17]。
正确的污水采样是水质检测准确的基础。对污水采样的操作需定好标准的操作规范，如采样的频率、
时间、数量、地点等，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8] [18]。例如，在河水采样过程中，需要在丰水期和枯水
期分别采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季节、月份、甚至逐天采样，采样的时间需固定，同一批次的
样品至少采集 3 份，留作复检使用。对河水的采样需要在上游、中游、下游分别进行，同时需在河流的
不同深度进行采样。河流底层的水样可能受到底层淤泥的影响，采信时须考虑上述影响因素。采样过程
使用采样仪器进行完成，这样可以确保采样具有代表性，也可减少环境和人为因素对试样造成地影响。
科学的采样方式是确保检测结果正确、稳定的保证。另外，污水处理通常分为污水过滤和沉降阶段，可
依据检测的目的和检测方法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阶段进行取样。
此外，污水中的生物活性物质会对水质检测结果带来影响。因此，针对污水部分指标的检测时，需
进行灭菌处理。通常方式是使用紫外线进行灭菌，但经紫外线照射的污水样品中的细菌可能在储存过程
中再次生长。对试样冷藏处理可控制细菌的生长，也可在试样中加入不影响检测指标的杀菌剂来确保污
水检测不受生物活性物质的影响。
采样得来的污水试样需进行预处理才能用于后续检测，常用的预处理方式有混凝、过滤、吸附、离
子交换、反渗透等[19] [20]。混凝是在污水中加入化学药剂如铝盐、铁盐等絮凝剂使污水发生絮凝的过程。
对于污水中含有的固态污染物需经絮凝后用于过滤，采用过滤的预处理方式将污水分离为固态污染物和
可溶污染物。吸附是指在固液界面或固气界面上，分子粘附在固体表面的现象。吸附可改变气相或液相
中的物质浓度。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硅藻土、分子筛等。离子交换是分离离子态物质的一种预处理
手段。反渗透是指在半透膜一侧加压，水分子从高浓度一侧进入到低浓度一侧，全程须在高压条件下完
成。预处理的目的是去除污水中的杂质，减少杂质对检测设备的影响。同时预处理也是分离、富集污染
物的一种手段。适当的预处理手段可消除无关污染物对检测结果的干扰，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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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方法的选择与检测结果直接相关，对预处理方法的选择，需依据操作人员的经验进行。对于
常见的污水类型可建立操作规范对预处理方式的选择进行标准规范。
检测结果的分析也是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性和稳定性的重要环节。在检测结果的分析过程中，需对数
据进行多级审核。遇到检测结果异常时需仔细分析并找出问题所在，及时发现、即刻解决，不然造成结
果不准确的因素会继续影响后续检测。对检测数据的监管是确保结果准确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手段。对于
操作失误等可克服的误差影响因素，需要严格避免；对于无法避免的误差，如仪器硬件的影响、操作方
法的影响等，需尽量减小其误差。

4.3. 建立完善有效的检测管理机制
污水水质检测实验室须建立完善的检测管理机制，检测人员须严格遵守。相关检测设备的使用需做
好记录，具体到登记使用人员、时间和仪器状态等。这样便于发现仪器的不正常状态，也便于检测结果
的分析和追溯。检测过程中需要对试样分别检测，取平均值。在检测过程中应当设立空白实验对照，空
白实验的检测结果如有较大的波动，则证明检测环境或检测设备有异常，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时排
查解决[8]。

4.4. 人员管理及培训
在污水水质检验领域，检验人员的操作技能和专业素质对检测的准确度和稳定性有较大影响。水质
检测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检测结果供政府机关决策和执法人员执法使用，关系重大，因此对检测人员的
要求很高。检测机构须对检测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其了解最新的检测方法、检测技术，提高其综合素
质水平和实验操作技能。特别是对刚进入污水水质检测行业的操作人员，需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工作一
段时间，确定其检测结果准确稳定后再独立进行工作。检测机构需要定期安排检测人员与其他检测机构
的检测人员进行交流、对比。例如，安排不同人员检测同样的样品并比较结果，这样便于发现问题并解
决。同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培养检测人员良好的操作习惯，端正其工作态度，提高其重视检测结
果的意识。此外，应当定期举办检测知识竞赛，不仅有利于检测人员能力的提升，也可提高监测队伍的
凝聚力和团结。

5. 总结
环境监测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污水检测工作是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
分，污水水质检测的结果可作为行政机关的决策参考，也可用于执法机关的举证。因此，提高污水水质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如何提高污水水质检测准确性及稳定性为目的，综合探讨了污水水质检测过程中存在的影
响因素和误差，影响因素主要有检测仪器工作状态、检测方式和水样的预处理方式等，误差来源主要有
确定误差、不确定误差和干扰误差等。提出了对污水水质检测的设备精细维护，不断探索、完善和优化
检测方法，建立健全完善的检测实验室规章制度，加强实验室检测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不断提高其综合
素质等策略。通过上述策略，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污水水质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和稳定性。以上探讨内容
可为检测污水水质处理的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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