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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西省晋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持证上岗考核合格项目和方法表 

 

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1 1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 2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3 3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4 4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5 5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6 6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7 7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8 8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9 9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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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10 10 石永亮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11 1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12 2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13 3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14 4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15 5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16 6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17 7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925-2017) 

18 8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19 9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0 10 吕晓保 男 48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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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21 1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GB/T 5750.6-2006) 

22 2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锌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GB/T 5750.6-2006) 

23 3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硼、钒、钛、

钡、钴、钼、

铊、铍、锑、

镍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24 4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25 5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钴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26 6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27 7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铅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28 8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铅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29 9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铍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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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30 10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铜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31 11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铜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32 12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银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33 13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锰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34 14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35 15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镉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36 16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37 17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镍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T 5750.6-2006) 

38 18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钠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39 19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铁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40 20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铝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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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41 21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铬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42 22 任剑峰 男 29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锌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43 1 渠杭璐 女 27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低浓度颗粒

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2017） 

44 2 渠杭璐 女 27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沥青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HJ/T 45-1999） 

45 3 渠杭璐 女 27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粉）尘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

及修改单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91） 

46 4 渠杭璐 女 27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硫化氢  环境空气 硫化氢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47 1 卓巧月 女 29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GB/T 16489-1996） 

48 2 卓巧月 女 29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总）氰化

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

法)(HJ 484-2009) 

49 3 卓巧月 女 29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总）氰化

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4.1 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酮

分光光度法）(GB/T 5750.5-2006) 

50 4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低浓度颗粒

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2017） 

51 5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粉）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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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颗粒物） 及修改单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91） 

52 6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苯可溶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可溶物的测定 索氏提取－重量法（HJ 690-2014） 

53 7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降尘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1994） 

54 8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HJ 

482-2009）及修改单 

55 9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

光度法（HJ 479-2009）及修改单 

56 10 卓巧月 女 29 无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HJ/T 

28-1999） 

57 1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1,1-二氯乙

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58 2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1,2-二氯乙

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59 3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1,2-二氯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0 4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1,4-二氯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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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61 5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三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2 6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三氯甲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3 7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三溴甲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4 8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乙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5 9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二氯甲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6 10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六氯丁二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7 11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反式-1,2-

二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8 12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四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69 13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四氯化碳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0 14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异丙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1 15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氯丁二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2 16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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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73 17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氯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4 18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环氧氯丙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5 19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甲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6 20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7 21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8 22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邻-二甲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79 23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间,对-二甲

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80 24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顺式-1,2-

二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39-2012) 

81 25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8） 

82 26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方法 2 直接分光光度

法）（HJ 503-2009） 

83 27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方法 1 萃取分光光度

法）（ HJ 5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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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8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9.1 挥发酚 4-氨基安

替吡啉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GB/T 5750.4-2006） 

85 29 范旭东 男 28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 970-2018） 

86 1 宋君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集合: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87 2 宋君 男 40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88 1 敦世红 女 35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集合: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89 2 敦世红 女 35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90 1 王宁 男 3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集合: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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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91 2 王宁 男 30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92 1 马宇濛 女 3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集合: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93 2 马宇濛 女 30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94 1 张勇 男 50 高级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95 1 路建文 女 39 工程师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 生态环境遥

感监测与评

价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192-2015 

96 2 路建文 女 39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97 1 程慧宇 女 42 高级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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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 李东洋 男 33 工程师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 生态环境遥

感监测与评

价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192-2015 

99 2 李东洋 男 33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00 1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973-2018） 

101 2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102 3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103 4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废气采样 选考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 

[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5]固定污染源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7]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9]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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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23-2011） 

[12]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1991） 

104 5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

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05 6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106 7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107 8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108 9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2014） 

109 10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 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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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110 11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11 12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12 13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13 14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14 15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115 16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16 17 杜超 男 37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17 1 寇旭光 男 31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集合: 

[1]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 

[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5]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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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2 寇旭光 男 31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19 1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973-2018） 

120 2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121 3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122 4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废气采样 选考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 

[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5]固定污染源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7]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9]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23-2011） 

[12]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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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5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24 6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125 7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126 8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127 9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2014） 

128 10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129 11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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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130 12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31 13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32 14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33 15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134 16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35 17 张海涛 男 38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36 1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973-2018） 

137 2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138 3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139 4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废气采样 选考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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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 

[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5]固定污染源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7]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9]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23-2011） 

[12]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1991） 

140 5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

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41 6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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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7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143 8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144 9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2014） 

145 10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46 11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47 12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48 13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49 14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150 15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51 16 韩晓明 男 40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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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973-2018 

153 2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154 3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155 4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废气采样 选考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 

[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5]固定污染源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7]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9]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23-2011） 

[12]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1991） 

156 5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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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017）及修改单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57 6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158 7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159 8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160 9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氮氧化物

（二氧化

氮）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2014） 

161 10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162 11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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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2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64 13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65 14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66 15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167 16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68 17 贾剑峰 男 40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69 1 刘凯艳 女 31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636-2012) 

170 2 刘凯艳 女 31 无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总磷（磷酸

盐）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89) 

171 1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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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172 2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173 3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174 4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175 5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176 6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177 7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178 8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179 9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180 10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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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1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182 12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83 13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184 14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85 15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86 16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87 17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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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8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189 19 秦志江 男 46 其他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90 1 于莉 女 46 其他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91 2 于莉 女 46 其他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92 1 渠振富 男 54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废气采样 选考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固定污染源

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

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 

[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5]固定污染源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7]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9]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10]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23-2011） 

[12]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 5468-1991） 



 25 

总序号 
个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申报说明 分析方法名称、代号及来源  

193 2 渠振富 男 54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94 3 渠振富 男 54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95 4 渠振富 男 54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96 1 张艳红 女 41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197 1 任田田 男 34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198 1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 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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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199 2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00 3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201 4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202 5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203 6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204 7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205 8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206 9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207 10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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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11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209 12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210 13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211 14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12 15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213 16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214 17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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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18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16 19 马志强 男 55 其他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17 1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218 2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19 3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220 4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221 5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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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6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223 7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224 8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225 9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226 10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27 11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228 12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229 13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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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230 14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31 15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232 16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233 17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34 18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35 19 郝继明 男 55 其他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36 1 张丽丽 女 44 其他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237 2 张丽丽 女 44 其他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238 1 原丽 女 48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239 2 原丽 女 48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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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1 古永刚 男 41 助理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241 1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 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242 2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43 3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244 4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245 5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246 6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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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7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248 8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249 9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250 10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51 11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252 12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253 13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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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14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55 15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256 16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257 17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58 18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59 19 张一夫 男 4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60 1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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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2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62 3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263 4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264 5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265 6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266 7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267 8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268 9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269 10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70 11 贾冬 男 36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271 12 贾冬 男 36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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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017）及修改单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272 13 贾冬 男 36 其他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273 14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74 15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275 16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276 17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77 18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78 19 贾冬 男 36 其他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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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1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280 2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281 3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只做温

度计法） 

282 4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流量 堰槽法）(HJ/T 92-2002) 

283 5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284 6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285 7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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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8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287 9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288 10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89 11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290 12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291 13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292 14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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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15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294 16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295 17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96 18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97 19 王俊文 男 32 助理工程师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298 1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2002） 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299 2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外观  外观 描述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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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91) 

301 4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附录 C 浮标法）(GB 50179-2015) 

302 5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925-2017 

303 6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透明度  透明度 塞氏盘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304 7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浑）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HJ 1075-2019) 

305 8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306 9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氧化还原电

位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307 10 李晔 男 47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电导率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308 11 李晔 男 47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 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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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309 12 李晔 男 47 其他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310 13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厂界环境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11 14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312 15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313 16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环境噪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314 17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315 18 李晔 男 47 其他 噪声 道路交通噪

声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316 1 姚景彬 男 31 无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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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1 王至强 男 31 无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318 1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质采样 选考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HJ164-2020）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91-2002）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水质采样方法集合: 

[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3]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GB/T 13580.2-1992） 

[4]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 52—1999） 

[5]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7]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8]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319 2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采

样 

选考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手

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环境空气采样方法集合: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2]布点与采样《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3]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691-2014)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l4-1996) 

[5]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17）及修改单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320 3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土壤采样 选考方法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采样与制样 方法集合: 

[1]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土壤的分解《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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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LY/T 1210-1999） 

321 4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噪声 环境噪声 选考方法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322 5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323 6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应急监测 便携式

GC-MS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法（征求意见稿）） 

324 7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应急监测 便携式多气

体检测仪 

 便携式多气体检测仪操作规程 

325 8 马利敏 男 37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326 1 阴红卫 男 48 其他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327 2 阴红卫 男 48 其他 应急监测 便携式

GC-MS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法（征求意见稿）） 

328 3 阴红卫 男 48 其他 应急监测 便携式多气

体检测仪 

 便携式多气体检测仪操作规程 

329 4 阴红卫 男 48 其他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330 1 王晓霞 女 42 高级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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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1 武海红 女 49 高级工程师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332 1 郝世宏 男 42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333 1 马燕 女 39 工程师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综合技术 

334 1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8） 

335 2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HJ 828-2017） 

336 3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GB 7489－1987） 

337 4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338 5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方法 1 萃取分光光度

法）（ HJ 503-2009） 

339 6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方法 2 直接分光光度

法）（HJ 503-2009） 

340 7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挥发酚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9.1 挥发酚 4-氨基安

替吡啉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GB/T 5750.4-2006） 

341 8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 97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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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9 李睿 男 37 助理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 降尘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