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持证上岗考核合格人员和项目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发证项目 发证时间 证书编号

1
阿加尔古丽

.赛依提
女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挥发酚；氰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氮；总磷（磷酸

盐）；石油（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酚类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氯气；一氧化

碳；油烟和油雾]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挥发酚；硫化物；氰化物；石油类]

2021-10-08 2021-31-001

2
阿力木江.买

买提明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02

3 陈晶晶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臭；电导率；矿化度；全盐量；溶解

性总固体；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外观；悬浮物；色度]
2021-10-08 2021-31-003

4 段小燕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氨氮；铵；碘化物；二氧化氯和亚氯酸盐；氟化物；甲醛

；Na+、K+、Ca2+、Mg2+；磷酸盐和总磷；硫化物；Na+、K+、Ca2+、Mg2+ ；石

油（类）；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游离氯和总氯；总氮；总有机碳]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氟化物；甲醛；硫酸雾；硫酸

盐化速率；Na+、NH4+、K+、Ca2+、Mg2+]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有机质]

固体废物:[氟离子、溴酸根、氯离子、亚硝酸根、氰酸根、溴离子、硝酸根、磷酸根

、硫酸根；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生物:[粪大肠菌群；细菌（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 ]

室内空气:[甲醛]

2021-10-08 202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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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丽华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铵；苯胺类化合物；碘化物；二氧化氯和亚氯酸盐；氟、

氯、亚硝酸盐、硝酸盐、硫酸盐；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甲醛；Na+、

K+、Ca2+、Mg2+ ；硫化物；六价铬；氰化物；溶解氧；生化需氧量；石油（类

）；F-、Cl-、NO2-、NO3-、SO42-；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游离氯和总

氯；总氮；总有机碳]

环境空气和废气:[甲醛；硫酸雾；硫酸盐化速率；氯化氢；氰化氢；Na+、NH4+、

K+、Ca2+、Mg2+；F-、Cl-、NO2-、NO3-、SO42-]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挥发酚；硫化物；氰化物；阳离子交换量；有机质；总磷（全磷

）]

固体废物:[氟离子、溴酸根、氯离子、亚硝酸根、氰酸根、溴离子、硝酸根、磷酸根

、硫酸根；浸出毒性浸出方法；六价铬]

2021-10-08 2021-31-005

6
古丽娜尔.艾

合坦木
女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氨氮；碱度；矿化度；硫化物；酸度；硝酸盐（氮）；悬

浮物；亚硝酸盐（氮）]

环境空气和废气:[臭氧；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一氧化

碳]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阳离子交换量]

2021-10-08 2021-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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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雪丽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阿特拉津；百菌清；苯胺；苯并（a）芘；苯系物；吡啶

；丙烯醛；草甘膦；多氯联苯；甲萘威；苦味酸；三氯乙醛；硝基苯类化合物；硝基

氯苯；乙醛；有机磷农药；总磷（磷酸盐）]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胺类化合物；苯并[a]芘；吡啶；丙烯腈；丙烯醛；多环芳烃类化

合物；环氧氯丙烷；甲醇；甲硫醇等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氯苯类化合物；氯乙烯

；乙醛；敌敌畏、乐果、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多环芳烃；多氯联苯；酚类化合物；石油烃（C10-C40）；有机

氯农药]

固体废物:[酚类化合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海洋沉积物:[含水率]

生物体残留:[有机磷农药]

生物:[微囊藻毒素]

2021-10-08 2021-31-007

8 韩朝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08

9 侯秀玲 女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容重；水分；土壤采样；水溶性盐（全盐量）]
2021-10-08 2021-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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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安.哈力汗 男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流量；溶解氧；水温；水质

采样；透明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青烟；排气流速

、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烟（粉）尘；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煤质:[灰分；硫分；水分]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室内空气:[布点与采样；甲醛；温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应急监测（便携式仪器）:[Potalab RW型便携式水质综合实验室；TVA-2020C型便携

式总烃/非甲烷总烃分析仪；Niton XL3t 600型XRF-手持式重金属分析仪；HAPSITE

Smart型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仪]

2021-10-08 2021-31-010

11 黄河 男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矿化度；全盐量；溶解性总

固体；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悬浮物]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pH值；水分；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11

12
加那尔别克

.西里甫汗
男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总）汞；镉；铅；烷基汞；硒；铁、锰、铜、锌、镉、

铬、铅、镍、钡 ；铝]

环境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颗粒物中砷、硒、铋、锑；汞]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全）钾；钡；镉等12种金属元素；汞、砷、硒、铋、锑；钴

；六价铬；锰等11种金属元素；铜、锌、铅、镍、铬]

固体废物:[镍和铜；铅、锌和镉；铅和镉；铅、镉、铜、锌、镍、铬、钴、钒、锰、

铊、钼、铍 ；银等22种金属]

2021-10-08 2021-31-012

13 李强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煤质:[灰分；硫分；水分]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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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青旺 女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流量；溶解氧；水温；水质

采样；透明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低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

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烟（粉）尘；烟气黑度；一氧化碳

；排气含湿量]

2021-10-08 2021-31-014

15 李心悦 女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15

16 李欣 女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克百威；六六六、滴滴涕；有机氯农药；涕灭威]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有机氯农药]

生物体残留:[六六六和滴滴涕]

2021-10-08 2021-31-016

17 李秀菊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钡；钙、镁；钴；钾、钠；烷基汞；银、砷、硼、钡、铍

、镉、钴、铬、铜、铁、锰、钼、镍、铅、锑、铊、钛、钒、锌、汞；铝]

环境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锑、铝、钡、铍、镉、铬、钴、铜、铅、锰、

钼、镍、硒、银、铊、锌、锂、锡、铋；颗粒物中砷、硒、铋、锑；汞]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全）钾；钡；镉等12种金属元素；汞、砷、硒、铋、锑；钴

；六价铬；锰等11种金属元素；铜、锌、铅、镍、铬]

固体废物:[汞、砷、硒、铋、锑；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镍和铜；铅、锌和镉；铅和镉

；铅、镉、铜、锌、镍、铬、钴、钒、锰、铊、钼、铍；银等22种金属；总铬]

2021-10-08 2021-31-017

18 刘蕾 女 高工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低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

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烟（粉）尘；烟气黑度；一

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煤质:[灰分；硫分；水分]

室内空气:[布点与采样；甲醛；温度]

质量管理:[质量管理]

应急监测（便携式仪器）:[Potalab RW型便携式水质综合实验室；TVA-2020C型便携

式总烃/非甲烷总烃分析仪；Niton XL3t 600型XRF-手持式重金属分析仪；HAPSITE

Smart型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仪；RA-915M型汞分析仪]

2021-10-08 2021-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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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喜 男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2,4-滴；克百威；百菌清；苯胺；苯胺类化合物；苯系物

；丙烯腈；草甘膦；酚类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邻

苯二甲酸酯；六六六、滴滴涕；氯苯类化合物；四乙基铅；硝基苯类化合物；有机氯

农药和氯苯类化合物]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酚类化合物；甲硫醇等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醛酮类化合物；甲硫

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乙硫醇、乙硫醚、甲基乙基硫醚、二硫化碳]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石油烃（C10-C40）；除虫菊酯、二嗪农、倍硫磷、育蓄磷、溴

螨酯、溴苯磷、苯硫磷；有机氯农药]

固体废物:[挥发性卤代烃；氯苯类]

生物体残留:[六六六和滴滴涕]

室内空气:[苯、甲苯和二甲苯；苯并[a]芘]

2021-10-08 2021-31-019

20 刘欣 男 其他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氨氮；苯并（a）芘；苯系物；碘化物；多环芳烃；环氧氯

丙烷；甲醇和丙酮；硫化物；有机磷农药]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苯并[a]芘；多环芳烃类化合物；环氧氯丙烷；挥发性卤代烃

；甲醇；硫化氢；氯乙烯；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多环芳烃；酚类化合物；石油烃（C10-C40）]

固体废物:[热灼减率]

2021-10-08 2021-31-020

21 罗磊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煤质:[灰分；硫分；水分]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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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超 男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流量；溶解氧；水温；水质

采样；透明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低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排

气流速、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烟（粉）尘；烟气黑度；一氧化碳

；排气含湿量]

室内空气:[布点与采样；甲醛；温度]

应急监测（便携式仪器）:[Potalab RW型便携式水质综合实验室；TVA-2020C型便携

式总烃/非甲烷总烃分析仪；Niton XL3t 600型XRF-手持式重金属分析仪；HAPSITE

Smart型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仪；RA-915M型汞分析仪]

2021-10-08 2021-31-022

23 马静如 女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矿化度；全盐量；溶解性总

固体；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悬浮物]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pH值；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23

24 马莹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阿特拉津；百菌清；半挥发性有机物；苯胺；苯并（a）芘

；吡啶；草甘膦；多环芳烃；酚类化合物；甲萘威；苦味酸；六氯苯；三氯乙醛；硝

基苯类化合物；硝基氯苯；溴氰菊酯；乙醛；有机氯农药；氯乙烯；涕灭威]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胺类化合物；苯并[a]芘；吡啶；丙烯腈；丙烯醛；多环芳烃类化

合物；环氧氯丙烷；甲醇；甲硫醇等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氯苯类化合物；氯乙烯

；乙醛；敌敌畏、乐果、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阿特拉津；多环芳烃；酚类化合物；有机氯农药]

固体废物:[酚类化合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生物体残留:[有机磷农药]

生物:[微囊藻毒素]

2021-10-08 2021-31-024

25 祁艳茹 女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矿化度；全盐量；溶解性总

固体；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悬浮物]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pH值；水分；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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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綦振华 男 高工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青烟；排气流速

、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烟（粉）尘；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2021-10-08 2021-31-026

27 渠立标 男 其他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低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

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气态汞；烟气黑度；一氧化碳；排气

含湿量]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27

28 施玉格 女 高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克百威；半挥发性有机物；苯胺类化合物；苯系物；吡啶

；丙烯腈；丙烯醛；多环芳烃；多氯联苯；酚类化合物；挥发性卤代烃；挥发性有机

物；磷酸盐和总磷；四乙基铅；硝基苯类化合物；溴氰菊酯；有机氯农药；有机氯农

药和氯苯类化合物；总氮；涕灭威]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酚类化合物；苯系物；甲硫醇等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醛酮类化合

物]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阿特拉津；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挥发性有机物；除虫菊酯、二

嗪农、倍硫磷、育蓄磷、溴螨酯、溴苯磷、苯硫磷；有机氯农药]

固体废物:[挥发性卤代烃；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氯苯类]

生物体残留:[六六六和滴滴涕]

室内空气:[苯、甲苯和二甲苯；苯并[a]芘]

2021-10-08 2021-31-028

29 石涛 男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

；透明度]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土壤采样]

噪声:[厂界环境噪声；环境噪声]

2021-10-08 202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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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宋艾林 女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总）汞；钡；钙、镁；镉；钴；钾、钠；铅；锑；铅、

镉 ；烷基汞；硒；银、砷、硼、钡、铍、镉、钴、铬、铜、铁、锰、钼、镍、铅、

锑、铊、钛、钒、锌、汞 ；铁、锰、铜、锌、镉、铬、铅、镍、钡 ；硼、钡、铍、

镉、钴、铬、铜、铁、锰、钼、镍、铅、钛、铊、钒、锌、铝 ]

环境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锑、铝、钡、铍、镉、铬、钴、铜、铅、锰、

钼、镍、硒、银、铊、锌、锂、锡、铋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汞]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全）钾；钡；镉等12种金属元素；汞；汞、砷、硒、铋、锑

；钴；六价铬；锰等11种金属元素；铅、镉；砷；铜、锌、铅、镍、铬]

固体废物:[汞、砷、硒、铋、锑；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镍和铜；铅、锌和镉；铅和镉

；铅、镉、铜、锌、镍、铬、钴、钒、锰、铊、钼、铍 ；银等22种金属；总铬]

2021-10-08 2021-31-030

31 宋志超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31

32 苏前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沥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

气温度；排气中O2；一氧化碳；排气含湿量]

煤质:[灰分；硫分；水分]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柴油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

油气回收:[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液阻；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2021-10-08 2021-31-032

33
吐拉别克.吐

逊江
男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苯胺类化合物；氟化物；化学需氧量；甲醛

；溶解氧；亚硝酸盐（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苯胺类化合物；苯可溶物；氟化物；甲醛；沥青烟；油烟和油雾]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pH值；氟化物；硫化物；容重；石油类；总磷（全磷）]

固体废物:[腐蚀性]

海洋沉积物:[含水率]

室内空气:[甲醛]

2021-10-08 2021-31-033

34 吴丽 女 高工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pH值；水分；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34

第  9 页  共  10 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持证上岗考核合格人员和项目表

35
吾尔肯�海

拉提
男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流量；溶解氧；水温；水质

采样；透明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低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沥

青烟；排气流速、流量；排气温度；排气中O2；烟（粉）尘；烟气黑度；一氧化碳

；排气含湿量]

2021-10-08 2021-31-035

36 于淼 男 工程师
环境空气和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废气采样；排气流速、流量

；排气温度；排气中O2；烟（粉）尘；烟气黑度；排气含湿量]
2021-10-08 2021-31-036

37 运向凯 男 助工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水温；水质采样；透明度]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土壤采样]
2021-10-08 2021-31-037

38 张礼春 男 工程师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浑）浊度；pH值；电导率；溶解氧；水温；水质采样

；透明度]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土壤采样]

噪声:[厂界环境噪声；环境噪声]

2021-10-08 2021-31-038

合计   38      人、合计  222      项（项目不重复统计）、  846  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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