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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的话
多谢您对波特兰水务局的 年饮用水质报告感兴趣。 波特兰拥有两处可信赖而安全的饮用水源：

来自 流域（ ）和哥伦比亚南岸井田（ ）的水

源。我们拥有全球其中一处最佳的饮用水源！ 地方纳税人的金钱都用于确保供水系统的可靠性，致力

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清新可口的饮用水 包括现在和我们的后人。请继续阅读以了解更多有关系统如何

运作的信息，和多个正在进行中、致力加强保护您的水源和健康的项目。

注意：联邦环保署（ ）要求对本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采取具体措辞。 要

获取更多信息，或您对水质或缴付账单方面有疑问，请访问 ，拨打

或发电邮至 ，或拨打 与本人联系。

局长

mailto:Amanda@portland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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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的话
能与阁下分享 年饮用水质报告，本人感到很荣幸。在这份报告中，您将会了解到波特兰水务局如

何维护、监督和处理从 流域（ ）和哥伦比亚南岸井田（

）输送到您的家中、学校和工作地点的用水。您还将可窥见为改进我们供水系统所做的

工作。这些工作确保了未来几十年内，我们仍能够提供符合甚至超越所有饮用水标准的优质水源。要

了解更多有关供水系统，以及您如何能与我们携手一起保护和节约这项宝贵资源，请继续阅读本报告.

专业工程师

总监

波特兰饮用水源

流域，是波特兰受保护的地表水供应水源，位于距离波特兰 英里的胡德山国家森林（

）內。通过对这个流域的精心管理，使我们能够维持四分之一的俄勒冈人口所需

的清洁饮用水的供应。在一个具代表性的年份里，该流域收集到 英寸的惊人降雨量（包括降雨和

降雪），流入到 河里，再进入两个能容纳近 亿加仑饮用水的水库中。

年完成的《水源评估报告》（请访问 或拨打

）中指出，对水源供应的唯一担忧是天然产生的微生物污染物，如蓝氏贾第虫、隐孢子
虫、粪大肠菌群和总大肠菌群。这些生物几乎在所有淡水生态系统中存在，可能以较低水平存在于

的供水中。 水域是一个未经过滤的饮用水源，目前尚未对隐孢子虫进行处理。然而，

波特兰水务局已经着手在 年 月前安装饮用水过滤系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页。

哥伦比亚南岸井田，是波特兰受保护的地下水资源，提供了来自三个不同含水层的 个活跃水井的高

品质饮用水。位于哥伦比亚河南岸的井田是俄勒冈州第二大饮用水源，每天可产生高达 万加仑的

水。在日常维护、发生浊流事件、紧急情况或当波特兰需要额外夏季供水时，井田会被用作

的补充或替代水源。

通过与格雷舍姆（ ）和费尔维尤（ ）的紧密合作，波特兰水务局与区内的企业共同努

力，防止有害物质泄漏渗入到地下而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波特兰亦会举办一些公众活动，例如「蓄水

层探索」（ ）、「环井田自行车赛」（ ）和「地下水 计划」（

），藉此教育当地居民如何协助保护地下水源。要了解更多关于井田防护计划，或是

即将举行的活动项目，请访问 或拨打

克拉克默斯河给水管理区（ ）、格雷舍姆市（ ）、莱克奥斯韦戈

市（ ）、密尔沃基市（ ）、罗克伍德给水民众公用设施管理区（

）、森赖斯水务局（ ）和图拉丁谷给水管理区（

）为部分居住在服务区边界的波特兰顾客提供饮用水。从这些供应商接受供水服务

的客户除了收到此报告之外，还将收到关于这些供应商水源的详细水质报告。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sourcewaterassessment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groun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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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本局对水源或其处理方式作出变更时，通过电邮收取更新信息， 请前往

登记

关于本巿饮用水系统的信息：
 

• 波特兰的供水系统建立于 年

• 波特兰的饮用水系统来自两个高品质的水源 流域和哥伦比亚河南岸井田 为波特兰和

周边地区将近一百万人输送用水。

• 波特兰饮用水系统的源头始于 流域，位置在波特兰市中心区以东 英里。

• 用水中会加添氯气来杀灭细菌和微生物。

• 用水中亦会加添氨及氢氧化钠作维持氯气的水平，并调节水中的酸碱值（ ）。

• 饮用水通过引力从 流向波特兰市。

• 水泵将地下水从哥伦比亚河南岸井田的蓄水层中抽出。

• 用水存储于水库及储水缸中，为供应家庭用户、灭火及紧急事故用水等需要作好准备。

• 本局每年采集和检测的水样超过 个。

• 通过本市街道下的供水总管道构建长度超过 英里。

• 让数以千计的消防栓得以守护着本市的安全。

关于水质的常见问题

本报告包含哪些测试结果？

波特兰水务局监控饮用水中超过 种监管和无监管的污染物。本报告中的所有监测数据都来自

年。如果某个已知的、与健康相关的污染物在本报告中没有出现，表明波特兰水务局没有在饮用水中

检测到它。

波特兰的饮用水是如何处理的？

目前，波特兰饮用水会通过三步的处理流程。 加入氯气来消毒。 加入氨以形成氯胺来确保在整个

配送系统中能够维持足够消毒量。 加入氢氧化钠来提升水的 值，降低对管道材料的腐蚀，同时

控制铅和铜在管道材料中的含量水平。要了解更多有关铅的信息，请参阅第 页。要了解即将进行的

处理方法变更，请参阅第 页。

波特兰的水经过过滤处理了吗？

没有。无论是地下水还是 水源的水目前都没有过滤。地下水是不要求进行过滤的。自 年

以来， 水源一直能满足《地表水处理规则》中的免除过滤标准。然而，为应对在 年时多

次检测到隐孢子虫的事故，波特兰将在 年之前为 安装过滤系统。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页和第 页。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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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的饮用水中有加入氟吗？

没有，氟未有被加进水中。氟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一种天然微量元素。建议您向您的牙医咨询有关

氟化物的治疗，尤其是对青少年，以帮助防止蛀牙。

波特兰的水质是软还是硬？

波特兰的水质很软。 的水质硬度一般为 至 ，相当于每加仑 至 格令硬度。波特兰

有时会用地下水来补充 的供水。波特兰的地下水硬度大概是 （大约每加仑 格令），

这属于中等硬度。

波特兰饮用水的 值是多少？

波特兰饮用水的 值一般为 至 之间。

如何为我的食水作检测？

要进行免费的水中含铅量检测，可联系铅问题专线（ ） 或拨打 。如

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测试，私人实验室可收费检测您的自来水。并非所有的实验室都授权测试所有污染

物。有关授权实验室的信息，请连系俄勒冈州卫生局（ ）

或拨打

什么原因导致用水暂时变色？

由于波特兰的水没有进行过滤，波特兰的供水系统中存在来自 流域中的天然沉积物和有机物。

在秋天，您有时会看到水中带有像茶的无害色泽。由于使用消防栓、建筑活动、灭火或总管道破裂等

原因，当水流转变时，便有可能会暂时激起停留于总管道底部的沉积物。建筑物内较老旧的供水管道

腐蚀，亦可能会引致铁锈色用水的出现，特别是用水已在管道停留多个小时的情况下。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 。

有水质问题或水压问题吗？请联系水质专线（ ）：

如果您打开水龙头时，发现水质变了颜色，或者水流量比正常较低，您懂得如何处理吗？

可查看本局的《给客户的水质和水压指引》，寻找维护和排错小提示。请到线上访问：

可拨打 索取印刷版本。

 

http://www.leadline.org/
mailto:ORELAP.Info@state.or.us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discoloredwater
mailto:WBWaterLine@portlandoregon.gov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WQfaq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guide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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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环保署（ ）所提及的，在饮用水中可以发现到什么

在美国各地，饮用水（自来水和瓶装水）的来源包括河流、湖泊、溪流、池塘、水库、泉水和水井。

当水流过陆地表面或通过地下时，它会溶解天然存在的矿物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溶解放射性物质，

并且会吸收因动物或人类活动而产生的物质。

为了确保自来水可以安全饮用， 颁布了一个法规，限制在公共供水系统中某些污染物的含量，并要

求对这些污染物进行监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针对瓶装水中的污染物也设定限制，以便对大众

健康提供同样的保护。

饮用水源的污染物包括：微生物污染物，如来自野生动物的病毒，细菌和原生动物 无机污染物，例如

天然存在的盐和金属；杀虫剂和除草剂，可能来自农业，城市雨水径流或家居和商业用途；有机化学

污染物，如来自工业过程的副产品、或氯与天然存在的有机物质结合的产物；和`放射性污染物，如天

然存在的氡。

饮用水，包括瓶装水中含有一些少量污染物是符合人们的合理预期的。污染物的存在并不一定表明水

具有健康风险。关于污染物和潜在健康影响的更多信息，可拨打环保署（ ）的安全饮用水热线

（ ） 或访问

波特兰市新的水管冲洗计划
 

负责冲洗新工作的职工人员已于街道上准备就绪，开始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就是为波特兰市内全长

英里配水管道的内部进行清洁！这项计划，是为波特兰市饮用水提升处理的基础设施和在

年落成的新水质过滤厂房作好预备工作的一部分。要获得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页。

全国各地的食用水供应机构都会通过以高速冲水离开供水栓的方式，对总管道的内部进行清洗和清洁。

在没有进行过滤的水务系统，例如波特兰的供水系统，淤泥和其他有机物质会累积在总管道的底部。

这些物质会对水质造成影响，特别当这些物质因建筑或其他活动而被激起时，用户就有可能看到变色的

食用水。这种高速的冲水方法，也称为单向的冲洗方式，可对管道的内部进行冲刷清洗，除去在总管

道内藏积的物质。这项例行的清洁工作可改善波特兰供水系统现时的卫生状况，确保系统未来的健康

和完整性。

一般而言，当单向清洗工作在邻近地方进行时，用户不会看到它对自来水带来的影响。然而，一些罕

见的状况也可能会出现，就是用户会看见变色的水或水压变得偏低。如遇到这些状况，请向水质专线

（ ）作出通报。要取得连系信息，请参阅第 页。

更多信息，请访问：

欲知清洗工作在那里进行，请访问：

 

http://www.epa.gov/safewater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flushing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Water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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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测到的污染物

监管污染物

在波特兰水中监测到 环保署水平标准

污染物的来源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污染

物浓度

（ ）

或处理技

术（ ）

最大污染

物浓度目

标值

（

）

来自 流域未经处理的源水

浑浊度 不适用 自然沉积侵蚀

粪便大肠菌群

（在 个月内 个菌落

）

未检测到 不适用 动物粪便

蓝氏贾第鞭毛虫 未检测到 处理技术 不适用 动物粪便

 

从 流域和哥伦比亚南岸井田

入水口到供水系统处理过的饮用水

砷

在天然沉积物中发现
钡

铜 不适用

氟化物

硝酸盐 氮
在天然蓄水层沉积物、动

物粪便中发现

 

来自于水库，储水缸和总管道构建的输水系统中已处理的饮用水

微生物污染物

总大肠菌群

（每月呈阳性百分比）
未检测到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整个环境中发现

消毒剂残留

氯残留总量当前的年度平均值
最高消毒

剂残留水

平

最高消毒

剂残留水

平目标值 使用氯对水进行消毒

任一位置的氯残留总量 不适用 不适用

消毒副产品

卤乙酸

任一位置当前的年度平均值
不适用 饮用水消毒副产物

任一位置的单次检测结果 不适用

总三卤甲烷

任一位置当前的年度平均值
不适用 饮用水消毒副产物

任一位置的单次检测结果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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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详细的水质分析，请查看我们的三年报告

定义

最高污染物水平

饮用水中允许的最高污染物水平。 在最佳处理技术的帮助下， 被设置得尽可能接近 。

最高污染物水平目标值

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在此水平以下时，对健康没有已知或预期的威胁。 允许存在一定的安全范围。

最高消毒剂残留水平

饮用水中允许的最高消毒剂水平。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添加消毒剂是控制微生物污染物的必要措

施。

最高消毒剂残留水平目标值

饮用水中的消毒剂在此水平以下时，对健康没有已知或预期的威胁。 并不反映利用消毒剂来控

制微生物污染物的优点。

不适用

没有基于健康的水平或目标，对一些污染物作定义。

浑浊度单位

此为水中浑浊度或模糊度的量度单位，以水样中光线可通过的多寡来量度。

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相当于 美元中的 美分，或大约相当于两年中的 分钟。 相等于 。

：十亿分之一

十亿分之一相当于 万美元中的 美分，或大致相当于 年中的 分钟。

皮可居里 公升（ ）

皮可居里（ ）是量度放射性活动的单位。 皮可居里（ ）相当于兆分之一居里（

）。

：处理技术

一种用来降低饮用水污染物水平的必要方法。 

非规定控制类污染物
在波特兰水中监测到

污染物的来源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从 流域和哥伦比亚南岸井田

入水口到供水系统处理过的饮用水

氡
在天然沉积物中发现

钠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tri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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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污染物的注释

砷，钡，铜和氟

这些金属是存在于地壳中的元素。它们可溶解于接触自然矿床的水体中。就波特兰饮用水中的含量水

平而言，它们不大可能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粪便大肠菌群

作为波特兰遵守《地表水处理规则的避免过滤标准》中的一部分，在添加消毒剂之前，水中的粪便大肠

菌群已接受测试。水源中出现粪大肠菌群则说明该水源可能受到了动物粪便的污染。这是以在任何

个月期间，在 毫升水中有超过 个菌落的样品的百分比来衡量的。波特兰水务局使用氯来控制这

类细菌。

蓝氏贾第鞭毛虫（ ）

流域中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蓝氏贾第鞭毛虫（ ）的宿主，这种生物可引致肠梨形鞭毛虫病

（ ）。处理技术 能去除百分之 的这种生物。波特兰水务局采用氯来控制这些生物。

卤乙酸（ ）和总三卤甲烷（ ）

卤乙酸和三卤甲烷是在波特兰水中发现的受规定控制类的消毒副产品。消毒过程中，氯与水中天然存

在的有机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某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将氨和氯混合会

获得一种更稳定的消毒剂，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毒副产品的形成。

硝酸盐 氮

用来衡量含氮量的硝酸盐可支持微生物（细菌和海藻）的生长。硝酸盐水平超标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在波特兰饮用水中检测到的硝酸盐水平不太可能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氡

氡是一种自然生成、无色、无味或无臭的放射性气体。在 供给水中检测到氡的水平相当低。

而在波特兰的地下水供应中则检测到有不同水平的氡存在。鉴于地下水中氡元素的历史数据，加上有

限的地下水供给量，氡元素不大可能给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如需更多有关氡元素的信息，请拨打

氡元素热线 ，或访问网站：

钠

目前针对饮用水钠元素含量尚无标准可循。 钠是一种基本的营养素。 就本地饮用水中的含量水平而言，

不大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氯残留总量

氯残留总量用来测量波特兰供水系统中游离氯以及氯氨混合物质的总量。为保持整个配水系统的消毒

效果，氯残留量是指水中所保留的低水平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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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大肠菌群

总大肠菌群为自然存在于环境中的一种细菌。它们会被用作指征，以检测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有害的细

菌。如果一个月中有超过 ％呈阳性反应的总大肠菌群样本，则必须进行调查以确定并纠正任何可能的

原因。波特兰水务局使用氯来控制这类细菌。

浑浊度

浑浊度是作量度水的清澈程度。浑浊度上升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暴风雨天令有机物质悬浮在

水源中。这会对消毒造成干扰，并为微生物生长提供介质。由于 的水未受过滤，处理技术

（ ）是浊度在 个月内不能 次以上超过 。当浑浊度上升时，波特兰水务局可能会关闭

系统，而改用哥伦比亚南岸井田供水。

监测隐孢子虫（ ）

为饮用水源作隐孢子虫（一种会潜在致病的微生物）的处理，受到《长期 提升地表水处理规则》

（ ）所监管。这项规则要求使用非过滤地表水源的供水系统，例如波特兰水务局的 水源，

要对隐孢子虫作出处理。于 年 月，根据为期一年因隐孢子虫而作密集式采集水样所得出的结果，

以及在 流域中隐孢子虫有限的源头和偏低的出现率，俄勒冈州卫生局（ ）向波特兰水务

局（ ）发出了要求对隐孢子虫作出处理的差别处理规定。鉴于在 年 月到

月期间，一连串的检测中都发现有低水平的隐孢子虫存在，于 年 月，波特兰水务局收到俄勒

冈州卫生局的通知，差别处理规定遭到撤销。检测到的隐孢子虫虫卵数字显示，波特兰水务局再已无

法证明来自 流域未经处理水源中隐孢子虫的含量水平，可符合或等同水源经处理后预期可达的

水平。

结果是，波特兰水务局目前未有对隐孢子虫作出处理，但在饮用水法规下则需要这样做。波特兰市现

正着手在 年把过滤系统安装妥当，以切合俄勒冈州卫生局的合规时间表（请查看第 页）。与

此同时，波特兰水务局正在实施诸如流域保护和额外监测等临时措施以保障公众健康。经与公共卫生

部门的官员磋商后所得的结论仍然是，公众无需为此作出额外的预防措施。

接触隐孢子虫可导致隐孢子虫病，这是一种严重疾病。症状可能包括腹泻，呕吐，发烧和胃痛。免疫

力系统健康的人不用治疗就可以康复。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称，免疫系统严重衰弱的人有

更严重的患病风险。症状可能更严重，并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免疫系统功能减弱人群的例

子，包括艾滋病患者，那些患有遗传疾病并影响免疫系统的患者，以及服用某些免疫抑制药物的癌症和

移植患者。

环境保护署估计，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因为隐孢子虫而患上肠胃道疾病，并建议那些免疫力低下并从

流域获得饮用水的用户向他们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咨询饮用自来水的安全性。

年原水提取中隐孢子虫的监测结果

水样数目  检测到浓度（虫卵 升）

检测总数 隐孢子虫呈阳性反应 最小值 最大值

未检测到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cry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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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免疫力低下人群的特别提示

有些人比一般人群更容易受到饮用水中污染物的侵害。免疫力低下人群包括：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患

者、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群、 艾滋病患者或其他免疫系统障碍患者、某些长者和婴儿等，他们特别

容易受到感染。这些人群应向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咨询饮用水方面的建议。有关环境保护署（ ）

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减少隐孢子虫和其他微生物污染物感染风险的有效方式」的指导方针，

可致电安全饮用水热线（ ）： 取得。

饮用水的处理：让卓越水质更进一步

因科学、技术和水质的改变，波特兰市会采取与时并进的方式，对食用水进行处理。波特兰水务局正

着手进行两项水务处理计划，旨在未来继续为本市维持安全的饮用水供应。

在 年通过提升防腐蚀控制处理，降低铅水平含量。

在波特兰市，水中铅含量的主要源头是来自家居供水管道的腐蚀（磨损）作用。当建筑物的供水管道

中含铅时，铅就能溶解到水中。提升腐蚀控制处理能增加水的 酸碱值，添加碱性以降低铅溶入水中

的机会。要了解更多有关铅的信息，请参阅第 页。

通过 年落成的过滤系统，维持水质安全

通过清除沉淀物，有机物质和微生物（如隐孢子虫），波特兰未来的滤水厂将会提供稳定一致的高质

量饮用水，同时亦会让供水系统变得更加可靠。

在处理工作上已取得的进展：

探访附近地区的水质处理厂房。

波特兰水务局的工程及运营人员造访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多个水质处理厂房，当中包括莱克奥斯韦

戈市（ ）的过滤厂（见上图），学习关于最佳的实践方式和不同类型的过滤流程及技术。

市议会对建议作出批准。

的水质过滤团队已将过滤项目的最新信息和建议向市议会作出简报。在 月，市议会对过滤

厂的关键事项，当中包括处理能力，选址和过滤方式等都给予批准。

聆听用户群关注的重大事项。

波特兰水务局通过线上调研、社区水务论坛和一系列的信息会议接触用户，聆听社区成员的意见，并解

答关于日后工作的问题。

规划哪个处理选项对波特兰的食水最为有利。

波特兰水务局的项目人员集合水质专家，洽商一系列处理选项。 水务局的水质工程师亦开始通过检测，

评估哪种处理流程对我们的食水最为有利。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BullRun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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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接触铅的风险

饮用水中的铅主要来自供水管道和住宅管道系统中的相关材料和组件。虽然铅在波特兰的水源中非常

罕见，并且在供水系统中没有已知的铅服务管线，但铅可以在一些家庭中监测到。波特兰水务局负责

提供优质的饮用水，但却无法控制家中或建筑物管道系统组件中所采用的各种材料。在波特兰市，透

过因含铅材料制造的家用供水组件设备的腐蚀（磨损），铅会进入饮用水中。这些材料包括以铅金属

为主，用作接驳铜喉管的焊料 常用于 至 年间所建造或铺设管道系统的房屋 以及黄铜材料

的组件和水龙头。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铅水平升高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对孕妇和幼儿。如果婴儿和儿童饮用

了超过措施水平的含铅水，则可能导致生理或心理发育迟缓。儿童可能出现注意力时长和学习能力上

的缺陷。成人若多年饮用这类水，则可能患上肾病或高血压。

当自来水停留在管道中数小时后，例如隔夜、上班或上学等一段长时间内，您可以在使用饮用水或烹饪

之前将水龙头放水 秒至 分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接触铅的可能性。如果您担心饮用水中含铅，您

可请求铅问题专线（ ）为您的用水进行免费铅检测。要了解饮用水中的铅含量、检测方法及

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接触铅风险的措施，您可以拨打铅问题专线（ ）： ，或

访问： ，或拨打安全饮用水热线（ ）： ，

或访问：

在波特兰市，最常见接触到铅金属的源头是来自主要以铅为材料的油漆、家居中的尘埃、土壤及管道

系统的材料。 其他的家居物件例如玩具、化妆品、陶器及古董家具中都会有铅的存在。

保障公众健康

波特兰水务局的《降低饮用水含铅风险计划》（ ）是一个减少接触铅风

险的综合方案。通过此计划，波特兰水务局提供以下服务：

• 腐蚀控制处理通过添加氢氧化钠来提高水的 酸碱度，减低供水管道中铅的腐蚀作用。这项

对 值的调整，可降低自来水中高达 的含铅量。为了进一步降低含铅量，波特兰市已着

手改善腐蚀控制处理的流程。这些改进将不迟于 年便能到位。要获得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页。

• 水铅检测为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含铅量测试，但其主要目标是为面对饮用水含铅量风险

最高的家庭提供检测。这些房屋通常修建于 年到 年间。

• 教育、外展计划及检测资金机构和组织提供所有铅来源的教育、外展计划及检测。

• 减少家居铅危害提供补助金支持波特兰房屋局（ ）的铅危害控制计划

（ ），以尽量减少家中含铅涂料的危害。

 

为高危住宅用户的自来水进行水质检测

波特兰水务局会每年两次向来自超过 个家庭的群组采集水样，为他们检测水中铅和铜的含量。这些

家庭的供水管道中有采用含铅焊料，而含量水平也是最高的。当这些家庭中有多过 家庭的水样检

http://leadline.org/
http://www.epa.gov/safewater/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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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高于 的话，就代表结果超越了联邦的铅干预水平。在最近一轮检测中，少于  家庭

的水样高于铅干预水平。 

来自高危住宅用户自来水的铅、铜检测结果

监管污染物

在住宅自来水中检测到 环保署水平标准

污染物的来源年秋

季结果
超过干预水平的家庭

干预

水平

最高污染物水

平目标

铅 在 户中有 户 民用和商用楼宇管道系

统的腐蚀铜 在 户中有 戶
第 分位数值： 的水样结果少于所显示的数值。

干预水平定义：特定的污染物浓度，一旦污染物浓度超出该水平，就必须对水务系统采取处理措施或遵照要求执行。

有关定义，请参阅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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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您接触到所有铅来源的风险。

联系铅问题专线：

• 水含铅量免费检测

• 儿童血铅水平免费检测

• 降低铅含量免费服务

减少从民用管道中可能接触铅风险的简易步骤

• 打开水龙头，将铅冲出管道。 如果已经有几个小时没有用过水，请打开水龙头放水 秒到 分钟，

或等到水温变凉后再饮用或煮食。这样能将管道中可能含铅的自来水冲走。

• 煮食及冲调婴儿配方奶粉时，请使用新鲜的凉水。 铅更容易溶解于热水中。切勿使用热的自来水

来煮食、饮用或冲调婴儿配方奶粉。

• 切勿采用将水煮沸的形式来除铅。将水煮沸并不能除铅。

• 检测您的孩子体内的含铅水平。询问您的医生或拨打铅问题专线（ ），了解如何检测您

孩子体内的含铅量。血铅测试是唯一能检测到您的孩子是否有接触过铅风险的方式。

• 检测水中含铅量。联系铅问题专线（ ），了解如何获得一次免费的用水含铅量检测。

• 考虑使用过滤器。 查看该过滤器是否能够降低含铅量－并非所有过滤器都有此功能。按照生产

商出具的说明来维护和更换过滤设备，以保护水质。获取有关水过滤器性能标准的信息，请访问

或拨打 。

• 定时清洁水龙头的通风器。您的水龙头通风器可能会捕集到来自焊料或家用水管中的含铅颗粒。

定时相距数月清理或替换一次通风器可去除这些颗粒，减少您接触铅的风险。

• 考虑购买含铅量低的固件。 自 年起，所有管道、配件和固件的含铅量必须低于 。当购

买新的固件时，您应该选择含铅量最低的产品。

有问题吗？我们在这里提供帮助

在联系波特兰水务局时，您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选项，内容从规划与项目、您账户的问题到公众会议的信

息。

中央信息专线

早上 点－下午 点（星期一至星期五）

咨询关于项目、方案规划和公众会议的一般信息。

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详情：

http://www.leadline.org/
http://www.nsf.org/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


波特兰水务局（ ）
年饮用水质量报告 页

客服与财务援助

早上 点－下午 点（星期一至星期五）

咨询关于您的帐户或申请财务援助的问题或信息。

水质专线

早上 点 分－下午 点 分（星期一至星期五）

咨询关于水质和水压的问题。

紧急情况热线
每星期 天，每天 小时提供服务

水务系统紧急热线

其他有关饮用水的信息：

俄勒冈州卫生局（ ） 饮用水服务：

波特兰水务局（ ）供水系统 ：

局长（ ）办公室

与 联系：

区域供水商联合会 波特兰水务局是供水商联合会的成员。更多

信息在

联系信息：

波特兰水务局（ ）

mailto:PWBCustomerService@portlandoregon.gov
mailto:WBWaterLine@portlandoregon.gov
http://www.facebook.com/portlandwaterbureau
http://public.health.oregon.gov/HealthyEnvironments/DrinkingWater/
http://www.regionalh2o.org/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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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索取此饮用水报告的中文版本，请联系：

 

有关翻译、传译或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设施，请联系我们。

欲了解更多信息

अधिकसूचना
俄勒冈中继服务

要索取本报告或过往报告的复本，请访问：

年 月印刷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wqreport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water/a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