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資源部

2020 年水品質 
報告

格溫特郡水資源部謹此欣然呈列年度水質報告。本消費者信心報告
包含有關您的飲用水品質的重要資訊，包括州和聯邦規定的各種污
染物的詳細測試結果。我們很自豪地說，在 2020 年，沒有可供報告的
任何違反美國環保署安全飲用水法行為。安全和可靠的飲品供應對
於像格溫特郡這個不斷發展、進步的社區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員工
致力於研究和實施創新方法，以出色的價值提供高質水。

拉尼爾湖提供優良供水
格溫特郡從位於布福德北部的西德尼拉尼爾湖獲得飲用水供應。拉尼爾湖是查塔霍奇河系統的一部分，它為佐治
亞州 60% 以上的人口提供飲用水。

格溫特郡的兩個水生產設施：肖爾克里克和拉尼爾過濾廠，是行業中最頂尖的。在 2020 年，拉尼爾過濾廠獲得了佐治
亞州水務專業協會年度工廠獎，並與肖爾克裡克過濾廠共同獲得了金獎。這兩個工廠每天共生產超過 2 億

加侖的清潔水 — 確保隨時有充足的水用於飲用、烹調、淋浴和滅火。我們的兩個過濾廠都通過稱為臭氧生物過濾的最先
進處理過程，以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國家認證的工作人員 24 小時監測水質，幾乎每天每分鐘都通過電腦監測和實際取樣
來分析生產的水。此外，該群定期評估處理過程並監測湖泊，為水質的潛在變化、稀缺性或法規變更做好準備。

節水為您省錢
雖然地球上的水似乎是無限的，但為人類提供地表水的河流和湖泊只占全世界的水不到 0.01%！由於每天有近 100 萬名格溫特
郡居民在使用水資源，保護工作比以往更加重要。節約用水也有助於保持較低的清潔水成本，因為需要清潔的水較少。

這確保了格溫特郡能夠集中資源維護重要的基礎設施。節水也可以大大減少個人水費。每天僅減少 17 加侖的家戶用水量，每年就
能為您節省 100 多美元的水費。我們還為更換舊設備提供回扣和獎勵，並提供鼓勵省錢的價格結構。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您的社區合
作夥伴和水資源保護的資源。

公眾投入機會
格溫特郡供水和汙水處理局擁有水資源供水和汙水處理系統，是格溫特郡委員會的一個諮詢機構。該機構每月在 DWR 中央設施舉行會
議。有關會議時間表，請造訪 GwinnettCounty.com。

水源評估
在 2019 年，亞特蘭大地區委員會為格溫特郡進行了拉尼爾湖流域的水源評估。該評估的目標是確定將拉尼爾湖作為飲用水源的潛在風險。評
估結果顯示，當把點源和非點源的排名結合起來時，流域的總體易感性排名被確定為低-中。完整的水源評估可在 GwinnettH2o.com 查閱。

關於污染物的附註
飲用水的來源（包括自來水和瓶裝水）包括河流、湖泊、溪流、池塘、水庫、泉水和水井。當水穿過土地表面或地面時，會溶解自然形成的礦物質，
在某些情況下，還能吸收因動物或人類活動而產生的物質。水源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包括：
•	 微生物污染物，如病毒和細菌，可能來自化糞池系統、農業、畜牧業、
•	 野生動物，以及污水處理廠
•	 農藥和除草劑可能來自各種來源，如農業、城市雨水徑流和住宅用途
•	 有機化學污染物，包括合成和揮發性有機化學物，它們是工業生產過程和石油生產的副產品，
•	 也可能來自加油站、城市雨水徑流和化糞池系統
•	 無機污染物，如鹽和金屬，可以是自然產生，也可以是城市暴雨徑流、工業或生活廢水排放、石油或天然氣生產、採礦或耕作造成的
•	 放射性污染物，如氡氣，可以是自然產生，也可以是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和採礦活動造成的
為了確保自來水可以安全飲用，環保局規定了限制公共供水系統供水中某些污染物含量的條例。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法規規定了瓶裝水
的污染物限制，為公眾健康提供了同樣的保護。

關於鉛的附註
如果存在鉛，高濃度的鉛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特別是對孕婦和幼兒。飲用水中的鉛主要來自與服務管線和住宅管道相關的材料和部件。格
溫特郡水資源部	負責提供高品質的飲用水，但無法控制水管部件中使用的各種材料。當您的水已經放置了幾個小時，您可以在喝水或用水做
飯之前，將水龍頭沖洗	30	秒至	2	分鐘，以儘量減少鉛暴露的可能性。如果您擔心水裡有鉛，您可以進行水測試。關於飲用水中的鉛、測試方法
以及您可以採取減少鉛接觸步驟的資訊，可以從安全飲用水熱線	800.426.4791	或透過網址	EPA.gov/safewater/lead	獲得。

污染物和健康風險
飲用水，包括瓶裝水，可以合理地預期至少含有一些少量的污染物。存在污染物並不一定表明水會帶來健康風險。有關污染物和潛在健康
影響的更多資訊，可致電美國環保局的安全飲用水熱線	800.426.4791	獲得。

重要的健康資訊
有些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飲用水中污染物的影響。免疫力低下的人	—	如正在接受化療的癌症患者、接受器官移
植的人、愛滋病毒/愛滋病	或其他免疫系統疾病的患者、一些老年人和嬰兒	—	可能特別容易受到感染。這些人應該
向他們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尋求有關飲用水的建議。

美國環保署/疾病控制中心關於降低隱孢子蟲和其他微生物污染物感染風險的適當手段指導方針可從安
全飲用水熱線	800.426.4791	獲得。

瞭解更多資訊
有關本報告的其他資訊或問題，請聯絡格溫特郡水資源部環境實驗室，電話：678.376.4272。

什麼是隱孢子蟲？
隱孢子蟲是一種單細胞的寄生原生動物，經常在接收動物糞便徑流
的水源中發現。隱孢子蟲可以感染人類，並對某些人產生嚴重影響，
包括器官移植接受者、免疫力低下者、兒童和正在接受癌症治療者。
水資源有一個每月的採樣和分析計畫，以檢測隱孢子蟲和另一種經
常在水中發現的原生動物 — 賈第蟲。每個月都會對湖水和成品飲用
水的樣本進行分析。湖水中沒有檢測到隱孢子蟲或賈第蟲。

掃描為	
多種	
語言



格溫特郡飲用水質量數據 2020 年
美國環保署管制的無機物或污染物

物質（單位） 分析頻率 MCL MCLG 平均值 範圍 主要來源 違法行為

氟化物1 
(ppm) 每日 4 4 0.97 0.68-1.11 自然沉積物的侵蝕；促進牙齒堅固的水添

加劑 否

硝酸鹽/亞硝酸鹽2  
(ppm)       每年 10 10 0.48 0.43-0.52 使用化肥產生的徑流；化糞池的

瀝濾；自然沉積物的侵蝕 否

1 氟化物被添加到水中，以幫助促進兒童的牙齒健康。	 
2 硝酸鹽和亞硝酸鹽一起測量

格溫特郡配水系統 - 住宅水龍頭的鉛和銅含量

物質（單位） 行動水平 90% 第 90 個百分點的樣
本結果 超過行動水平 (AL) 的地點數量 主要來源 違法行為

鉛3 
(ppb) 15 1.2 0 家戶管道系統的腐蝕 否

銅4 
(ppm) 1.3 0.17 0 家戶管道系統的腐蝕 否

格溫特郡被要求每三年對至少	50	個家庭進行鉛和銅的檢測。在	2020	年進行了最後一次測試，而下一次測試將在	2023	年進行。對鉛和銅規則
的遵守是基於獲得所收集樣品總數的第	90	個百分點，並與鉛和銅的行動水平進行比較。要想超標，第	90	個百分點的值必須大於鉛的	15ppb	或
銅的	1.3ppm。

3在	2020	年測試的	50	個家庭中，沒有一個地點的鉛含量超過行動水平	(AL)。
4	在	2020	年測試的	50	個家庭中，沒有任何地點超過銅的行動水平	(AL)。

消毒副產品、副產品前體和消毒劑殘餘物

物質（單位） 分析頻率 MCL (LRAA) MCLG (LRAA) 最高檢測的 LRAA5 範圍 主要來源 違法行為

TTHMs（三鹵甲烷
總量）(ppb)	-	第	2	

階段	 
每季 80 0 59.7 11.125-59.7 消毒飲用水的

副產品 否

HAA5s
（鹵乙酸）(ppb)	-	

階段	2  
每季 60 0 31.125 11.275-

31.125
消毒飲用水的
副產品 否

TOC（有機碳總量）
(ppm)	 每月 TT 不適用 平均值=1.08 0.88-1.3

從湖泊和溪流等來源提取
的水中自然發生的有機物

分解。
不適用

	氯氣	(ppm)	 每月 MRDL=4 MRDLG=4 1.64 0.82-2.29 飲用水消毒 否

溴酸鹽	(ppb) 每月 10 0 平均值=1.5 <1.0-2.4 利用臭氧進行飲用水消毒的
副產品 否

5 LRAA= 當地運行年均值

濁度 

物質（單位） 分析
頻率 MCL MCLG 已報

最高值
符合限值的樣品的最低

百分比 主要來源 違法行為

濁度	(NTU)	 連續 TT,	<0.3，於
每月樣本中的	95% 0 0.26 100% 土壤徑流 否

附註：濁度是衡量水的渾濁程度。對它進行監測是因為它是水質的一個良好指標。高濁度可以
妨礙消毒劑的有效性。

微生物污染物

物質（單位） 分析
頻率 MCL MCLG 陽性樣本

最高百分比（每月） 範圍 主要來源 違法行為

總大腸
菌群	6	+/- 每月 <5%	陽性

最高百分比（每月） 0 0.13% 0-0.13% 環境中
自然存在	 否

6 每月採集	270	個樣本

瞭解水質圖
與往年一樣，《水質報告》將您的自來水品質與國家飲用水標準進行比較。該報告包括在 2020 日曆年
期間檢測到的所有受管制和不受管制的飲用水污染物的資訊。本報告中不包括已進行檢測但未檢測到
的污染物。

PPM 和 PPB：簡單地說，「PPM」意味著「百萬分之一」，「PPB 」意味著「十億分之一」。 PPM 
相當於 10,000 美元中的 1 便士或兩年中的 1 分鐘。PPB 相當於 10,000,000 美元中的 1 便士或 2,000 年
中的 1 分鐘。

最高污染物水平目標 (MCLG)：飲用水中某種污染物的水平，低於該水平就不會有已知或預期的健康風
險。MCLG 是由美國環境保護局制定的。

最高污染物水平 (MCL)：飲用水中允許的某種污染物的最高水平。  
在技術上可行的情況下，MCL 被設定為盡可能接近 MCLG。

最大殘留消毒劑水平 (MRDL)：飲用水中允許的最高水平的消毒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添加消毒劑對控制
微生物污染物是必要的。

治療技術 (TT)：旨在降低飲用水中污染物水平的規定程序。

監管行動水平 (AL)：某種污染物的濃度，如果超過這個濃度，就會觸發水系統必須遵循的處理或其他要求。

濁度單位 (NTU)：水中懸浮物的量度。濁度的測量方法是用一束光照過水面，測量光被懸浮物散射的角度。一種叫做
濁度儀的儀器被用於此目的。

最大殘留消毒劑水平目標 (MRDLG)：飲用水消毒劑的水平，低於這一水平就不會有已知或預期的健康風險。MRDLG 並
無反映使用消毒劑來控制微生物污染物的好處。

節約用水的提示
•	 刷牙或刮鬍子時關閉水龍頭

•	 在等待淋浴或水槽升溫時，將最初的冷水接在桶裡，用來澆灌植物

•	 只在洗碗機或洗衣機裝滿後才運行

•	 定期檢查您的水龍頭和馬桶是否漏水

•	 用掃把來清潔人行道和車道，而不是用水管

•	 在清晨給植物澆水以減少蒸發作用

•	 在您的水管上使用自動關閉的噴嘴

•	 安裝雨桶以收集雨水

要瞭解更多關於在格溫特郡的節水情況，請造訪DWRConserve.com。

參與其中 
水資源部為居民提供了許多參與的機會。在整個一年中，該部門舉辦了以節約和保護我們的水供應為重點的課程和活動。
該部門還提供機會，在全年的幾個節日中獲得更多的實踐經驗。

居民可以參與高效廁所退稅計畫等專案，該計畫為符合條件的房主提供退稅，以更換低效的舊廁所。該部門還提供免費的
檢漏工具包，以幫助您	
確定您是否有漏水的馬桶或低效的水龍頭。修復家中的漏水點不僅可以節約用水，而且可以為您節省	每月帳單金額。

在	GwinnettH2o.com	瞭解更多項目和活動，並查看完整的研討會時間表。	
若要為您的團體安排教育課程或參觀，請聯絡格溫特郡外聯和教育部門：DWRSchools@GwinnettCounty.com	或	
678.376.6722。所有的公共推廣計畫都是免費提供給格溫特郡的居民、學校和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