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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位于昆山经济开发区金沙江北路，原

名为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由名领有限公司和颖泰科技（毛里

求斯）有限公司合资建办。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见表

1.1。 

表 1.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黄铭宏 

注册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金沙江北路 1688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02-02-06 至 2052-02-05 

根据《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昆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规定，列入重点监

控名单的企业要与政府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落实土壤污染防

治相关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企业每年要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向社会

公开。 

（2）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重点对生产区以及原材料与废物

堆存区、储放区、转运区、污染治理设施等及其运行管理开展排查。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进行尾矿库环境安全的排查。 

（3）制定土壤污染隐患整改方案。根据排查情况，制定整改方

案。整改方案要明确责任人、具体整改措施、时间和进度安排。具体

整改措施可包括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和资金预算。整改方案报所在地

县级环保部门备案，并定期报告整改措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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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整改措施。原则上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应当立即采取措

施排除隐患。 

（5）建立隐患定期排查制度。企业要按照一定频次开展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及时整治发现的隐患。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本着自查、自证的态度，依据《苏州

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污染地块土壤管理办法（试行）》、《关

于规范工业企业场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246 号）

等文件的要求，于 2018 年 6 月委托苏州博宏环保有限公司（下文简

称“我单位”）开展了 2018 年度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初

步查明了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满足工业用地质量要求。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等文件要求，企业每年均需开展自行

监测，并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年度比对，以此指导环境管理

工作的开展，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委托我单位

开展 2019 年度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 

2019 年 10 月起，我单位正式对定颖电子开展 2019 年度场地土

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工作，参考《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规范要求，

结合本次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的目的以及 2018 年度自查报

告，编制了自查工作方案；其次，依据自查工作方案，逐个对重点区

域进行了现场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样品送至澳实分析检测（上海）

有限公司进行分析检测，最后我单位依据检测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

结合地块实际生产情况，依据我国现行土壤及地下水评价标准，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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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电子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进行了分析评价，最终形成本报告。 

1.2 调查目的 

1、明确定颖电子重点关注区域的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

状； 

2、根据场地土壤及地下水自查结论，有针对性的为场地后续环

境管理提出相关的建议。 

3、对自查结果进行年度间比对，判断在产企业土壤和地下水环

境质量现状是否发生变化，重点区域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因子或浓度

是否呈现趋势性变化。 

1.3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依据定颖电子所在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用地规划、水文地质特性

等信息，有针对性的开展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明确场地土壤

及地下水的环境质量。 

2、规范性原则 

严格遵循《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技术指南》的相关要求，采用标准化、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

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式、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现有技术水平，确

保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4 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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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自查依据国家以下法律、标准、条例和文件开展，具体如下：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 42 号）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

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 号）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 号） 

《昆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昆政办发〔2017〕159 号） 

《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 

（2）评价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北京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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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规范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试行）》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4）相关材料 

《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扩产 TFT-LCD720 万平方英尺及

HDI板 120 万平方英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报告》（2018

年度） 

1.5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为整个厂区。调查边界经度范围为 121.007851～

121.012417，纬度范围为 31.387561～31.389654。 

拐点坐标见表 1-2。 

表 1-2 地块拐点坐标（WGS1984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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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经度（E） 纬度（N） 

1 121.008139 31.389608 

2 121.012417 31.389654 

3 121.012393 31.387586 

4 121.007851 31.387561 

1.6 调查方法 

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场地环境监测

技术导则》（ HJ 25.2-2019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16-200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文件相

关内容，结合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现状、

规划用途及往年自查报告等，制定的场地自查工作流程，如图 1-2所

示。 

 

图 1-2 场地自查工作实施框架 

本次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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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收集定颖电子的场地使用历史信息、水文地质

勘察资料、厂区平面布局图、功能区分布、主要原辅材料、生产工艺、

三废处置情况等生产资料；访谈企业相关知情人员，了解场地可能存

在的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区域；踏勘现场，对场地基本构筑

物、暗管、地下管线、周边敏感目标等进行实地核实。 

（2）第二阶段，根据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前

期工作成果，编制自查方案，开展现场样品采集与实验室分析检测，

汇总检测数据，编制自查报告，择时召开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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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场地概况 

2.1自然环境状况 

1、位置境域 

定颖电子位于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

昆山城区东侧，创办于 1985 年，1991 年 1 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

省重点开发区，1992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开发

区东距上海约 50 公里，西离苏州约 37 公里，航空、水运、陆地交通

十分便捷。距上海虹桥机场 45 公里，距上海浦东机场 100 公里；距

中国最大港口上海港 60 公里，距张家港约 100 公里；京沪铁路穿越

开发区，沪宁高速公路、机场路、312 国道穿越开发区。 

2、地形地貌 

定颖电子所在区域属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境内河网密布，地势

平坦，自西南向东北略呈倾斜，自然坡度较小。地面高程多在 2.8～

3.7 米之间（基准面：吴淞零点），部分高地达 5～6 米，平均为 3.4

米。北部为低洼圩区，中部为半高田地区，南部为濒湖高田地区。土

质有亚粘土、轻亚粘土等，主要以亚粘土为主，表层耕土厚度约 1m

左右。 

3、气候 

项目所在地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5.5℃,7 月为最热月，最高气

温为 37.8℃，1 月为最冷月，最低气温为-10.0℃。5～6 月多雨，12～

2 偶有小雪，年平均降水量 1063 毫米,年平均降雨日 125 天。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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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72%，最大湿度 95%，最低湿度 30%。年日照时间 2165 小时，

年平均蒸发量为 1365.9 毫米，年平均无霜期为 236 天。夏季多东南

风，冬季多西北风，风力最大 8～9 级。 

4、水文 

昆山市经济开发区内主要河流有属于淀泖水系的吴淞江、娄江

（太仓塘）、青阳港、夏驾河等，其中娄江（太仓塘）为定颖电子废

水纳污水体。各河流主要特征见表 2.1。 

表 2-1  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主要河流特征表 

河流名称 起止地点 

长度 

（Km） 

底宽 

（m） 

面宽 

（m） 

功能 

吴淞江 

西起太湖，与正仪南港交界处入境。经

玉山、张浦、陆家、千灯、石浦、花桥

六镇，东下进上海（又名苏州河），过

闹市区入黄浦江，全长 121Km 

36.5 

（境内） 
125 150 

泄洪、 

灌溉、 

航运、 

工业用

水 

娄江 

（太仓塘） 

西起苏州娄门，过吴县与界牌港相交入

昆山境，流经正仪、玉山，接青阳港北

流、至新镇南东下，于蓬朗草庐村接浏

河入长江。 

28 

（境内） 
36-60 65-120 

泄洪、 

灌溉、 

航运、 

工业用

水 

青阳港 南接吴淞江、北达娄江。 8.2 80 100 航运 

夏驾河 南起吴淞江陆家镇，北由兵希广子村达 10.6 26 35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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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江 航运 

2.2 水文地质调查 

2.2.1 土层分布及特征 

由于缺少地质勘探资料，本地块在采样时做了土壤剖面以了解土

层结构。 

2.2.2 地下水流向 

结合本项目调查期间设置的 4 口地下水监测井埋深、初见水位等

监测信息，绘制了本场地浅层地下水的大致流向。受厂区南侧河道的

影响，定颖电子厂区地下水流向为从西南向东北流动。 

2.3 场地地理位置 

定颖电子位于中环东线以东的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靠金沙

江南路，北靠同丰东路，南侧为河流。定颖电子位置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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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项目地块地理位置图 

2.4 敏感目标 

以定颖电子厂区边界为原点作半径为 500m 的缓冲区，500m 范

围内存在居住区、商业区、湖河、公园等环境敏感目标，其相对位

置、距离等信息见表 2-4，位置分布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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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定颖电子 500m 半径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 

敏感目标类型 名称 方位 直线距离（m） 

居住区 黄埔城市花园 西侧 200 

商业区 酒店及写字楼 南侧及西南侧 50 

湖河 小河 南侧及东侧 10 

公园 黄浦公园 西南侧 400 

 

图 2-4  定颖电子 500m 半径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 

2.5 场地历史和现状 

2.5.1 场地历史 

根据现有资料结合 Google Earth 可知，定颖电子于 2002 年开始

建厂，2005 年前主要为一期工程建设的构筑物，2005 年至 2009 年期

间定颖电子进行了扩建，并且主要构筑物已建设完毕，2009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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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建设的构筑物基本完善，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目前定颖电子

主要构筑物为生产厂房、工务楼、培训楼、员工宿舍、综合楼、废水

处理设施、危险品仓库等。 

2.5.2 场地现状 

2019 年 10 月，我单位相关人员对定颖电子进行了现场踏勘。根

据现场踏勘，厂区内各仓库及生产车间均有地坪，除绿化外其他路面

均有铺设水泥，基本情况与 2018 年现场踏勘一致，如图 2-6 所示。 

 

图 2-6 现场踏勘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为在产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公司从

东向西主要工程及构筑物为生产区、综合办公楼、仓库、工务房、污

水站、变电站、宿舍、危险品仓库等。 

根据现场踏勘的结果显示：主生产车间地面采取水泥硬化和铺设

环氧化树脂的方式进行防渗处理；罐区设有围堰和集水沟，储罐密封

良好，无滴漏现象；原料仓库在密闭厂房内，地面水泥硬化完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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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防渗；辅助生产区均为密闭设施，地面均有水泥硬化防渗措施；

固废仓库（危废）地面水泥硬化，表面无裂痕，设有收集槽防止外泄；

污水处理区使用有防渗及其他措施的地上管道，地面水泥硬化防渗。

各重点区域环境状况良好。 

2.6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总结 

2.6.1 资料收集汇总 

我单位前期收集的有关定颖电子的资料主要为: 

（1）《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扩产 TFT-LCD720 万平方

英尺及 HDI板 120 万平方英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调查》（2018

年度） 

（3）人员访谈记录表 

（4）地块现状实拍图 

（5）Google Earth 历史遥感影像图 

以上资料提供了该企业的厂区平面布局、生产工艺流程、地质结

构等详细信息。 

2.6.2 人员访谈汇总 

我单位向附近居民及企业相关负责人了解了该地块历史情况，详

细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件。得到的信息与自查报告、Google Earth卫

星影像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1）该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与 Google Earth 遥感影

像等资料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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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内有正规的固废仓库，与现场踏勘结果基本一致； 

3）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与现场踏勘结果基本一致； 

4）地块内未发生过泄漏事故； 

5）地块开展过土壤、地下水调查监测工作。 

2.6.3 现场踏勘汇总 

目前本项目地块为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用地，正

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2019 年 10 月，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场

地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踏勘，准确掌握了各个功能区的分布。地块内存

在生产车间、仓库、危废仓库及废水处理区等功能板块，各区域地面

均有水泥混凝土硬化，车间内有环氧树脂地坪，各区域环境状况良好。 

2.6.4 污染物识别 

一期项目年产线路板 50 万平方米，其表面处理为喷锡，由于

市场需要，其中 15 万平方米线路板表面处理改为镀镍金、化镍金

和化银工艺。 

后期扩建的主要产品为 TFT-LCD 板及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其

中 TFT-LCD 印刷电路板的制作主要是将制作好线路的内层刚板压

合在一起，通过金属化孔相互连通线路，最后经外层制作后形成

TFT-LCD 印刷电路板；HDI板制作是以 PCB 板为“芯板”，在其表面

采用重复积层方式制作线路，并通过金属化孔进行互连。 

定颖电子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硫酸

雾、氯化氢、NOx、氨气、甲醛、锡雾和非甲烷总烃以及燃油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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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 SO2、NOx与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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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颖电子水污染源主要包括：生产工艺废水、循环冷却系统排

水、废气洗涤废水、生活污水等。生活污水直接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后送港东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工艺废水主要来自底片

制作、表层处理、影像转移、蚀刻、黑化线、电镀线、喷锡、化镍

金和化银等制程。主要污染因子为：总铜、CODcr、SS、NH3-N、

TP、总镍、总氰化物等。 

定颖电子所产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酸、碱蚀刻废液、剥锡废液、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废油墨、废边角料、废弃容器以及生活垃圾

等，建设单位对生产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都采取了适宜的处置措

施，处理/处置率为 100%。 

根据定颖电子提供的现有资料，包括原辅材料表及工艺流程，

大致判断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的潜在污染因子包括有机类包括

重金属、酸碱、氰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总石油烃（TPH）等，具体如下： 

（1）重金属类：铜、铅、镍、砷、汞、六价铬、镉 

（2）有机类：VOCs、SVOCs、TPH 

（3）酸碱类：pH 

（4）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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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查工作方案 

3.1 土壤采样点布设方案 

3.1.1 土壤采样点布设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在定颖电子原址地块各个重点区

域（主生产车间、罐区、危废仓库等）设置 14 个土壤采样点，旨在

全面、准确掌握地块土壤环境质量。 

3.1.2 土壤采样深度 

综合考虑场地地层结构、污染物迁移途径和迁移规律、地面扰动

深度等因素。本项目土壤采样深度均设定为 4.5m。 

3.1.3 土壤采样数量 

参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相关规定，参照

水文地质的相关资料，该地块地下 0～4.5m 的土层主要为素填土、粉

质黏土二类，设定的土壤采样的位置信息见表 3-2，每个样品截留长

度不低于 20cm。 

表 3-2 单个土壤样品采集位置统计表 

地层名称 土壤采样位置 

素填土 
0.3-0.5m 

1.3-1.5m 

粉质粘土 
2.8-3.0 m 

4.3-4.5 m 

3.1.4 土壤样品送检依据 

结合水文地质条件，该地块地下 0～4.5m 的土层主要为素填土、

和粉质黏土二类。现场送样时，按照采样点采样深度，结合现场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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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 检测数据，在保证同一点位各土层均有样品送检的前提下，于

每个采样点位挑选现场快速检测读数较高的 2 个样品送检，若样品快

速检测读数均无显著性差异，则在保证同一点位各土层均有样品送检

的前提下，每个点位随机挑选 2 个样品送检。 

3.1.5 土壤样品分析检测项 

根据污染识别分析出的潜在特征污染物,确定的土壤样品分析检

测项主要为 pH、含水率、重金属类（砷、镉、六价铬、铜、铅、汞

及镍）、有机类（总石油烃、VOCs、SVOCs）。检测指标汇总详见 3-3。 

表 3-3 地块土壤分析检测项 

类型 检测项 

理化性质 pH、含水率 

重金属类类 重金属类类（砷、镉、六价铬、铜、铅、汞及镍） 

有机类 

总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VOCs）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其他 氰化物 

3.2 地下水监测井设置方案 

3.2.1 地下水监测井设置 

2018 年度自查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相

关要求，选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在原企业的各重点功能区各布设了 1口

地下水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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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监测井深度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相关要求，参照

水文地质资料，地下水采样深度设为 6m。 

3.2.3 地下水送检样品数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的相关要求，项

目地块各地下水监测井均采集 1 个水样，委托具备 CMA资质的澳实

分析检测（上海）有限公司完成实验室分析检测。 

3.2.4 地下水分析检测项 

根据污染识别分析出的潜在特征污染物,确定的地下水样品分析

检测项主要为 pH、重金属类、有机类（总石油烃、VOCs、SVOCs）、

氰化物。检测指标汇总详见 3-5。 

表 3-5  地块地下水分析检测项 

类型 检测项 

理化性质 
pH 

重金属类类 重金属类类（铜、汞、砷、镉、六价铬、铅及镍） 

有机类 

总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VOCs）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其他 氰化物 

3.3 自查采样方案工作量统计 

项目地块自查采样的点位深度、布点数量、累计深度、送检样品

数、分析检测项等统计信息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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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本次自查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工作量汇总 

类别 

点位深度

（m） 

布点数量

（个） 

累计深度

（m） 

分析检测项 

送检样品数

（个） 

土壤 4.5 14 63 

pH、含水率、重金属类、总

石油烃、VOCs、SVOCs、氰

化物 

28 

地下水 6 4 24 

pH、重金属类、总石油烃、

VOCs、SVOCs、氰化物 

4 

小计 - 18 87 - 32 

3.4现场样品采集 

本次场地环境自查现场采样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完成。样品采

集和实验室分析工作由苏州博宏环保有限公司和澳实分析检测（上

海）有限公司共同完成。 

3.4.1 土壤样品采集 

项目地块自查土壤采样方法参考《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和《场地环境检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进行。为保

证样品质量，减少采样过程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扰动，采样设备采用无

扰动直推采样钻机（Geoprobe 7822 DT），确保样品的代表性和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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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Geoprobe 7822 DT 现场采样 

Geoprobe 7822 DT 取得土壤样品后，技术人员按照 20cm 的指定

长度锯下 PE管，用红、黑盖分别封装样品上、下端，最后在 PE管

上标注采样点名称和采样深度，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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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土壤样品现场采集、标注 

鉴于本次调查土壤样品分析检测项中含 VOCs，因此现场采集的

样品冷冻保存，并于当天送达实验室。 

 

图 3-5 样品保存 

3.4.2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及采样 

（1）监测井建设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过程包括钻孔、过滤管和井管的安装，滤料装

填，以及封闭和固定等工序。采用 Geoprobe 7822DT 建设地下水监测

井，在完成钻孔后，安装地下水监测井管。建井过程如图 3-6 所示，

监测井结构见图 3-7，监测井安装步骤如下： 

①技术定位，表面清理；②钻杆安装并钻进，钻进过程中适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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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收集溢出土壤，并适时连接新钻杆，直至达到预期深度；③击落

木塞，装入筛管；④提升并卸下钻杆，逐渐倒入石英砂至计算量；⑤

提升钻杆卸下钻杆，同时倒入粘土或膨润土，至计算量；⑥制作井保

护；⑦做好井标记。监测井设立后为将钻孔时产生的杂质和周围含水

层中淤泥洗出，需进行洗井，以防筛管堵塞和井水浑浊。 

 

图 3-6 监测井建设示意图              图 3-7  监测井结构示意图 

（2）地下水样品采集 

本次自查地下水样品采集使用一次性贝勒管（Bailer）。完成监测

井建设后首先进行洗井作业，次日再次洗井 2 小时后进行了地下水采

样。为减少搅动和挥发，采样与洗井选用了相同材质的贝勒管

（Bailer）。 

采集分析 VOCs 地下水样品时，为了避免样品灌入携带气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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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L/min 的流速装样且做到样品瓶中无气泡存在。 

3.4.3 现场记录 

现场采样过程中对土壤样品进行了土壤质地分析和感官记录（主

要包括土壤性质、气味、颜色、含水率等），对部分开挖剖面采集了

影像资料（如图 3-9）。 

 

图 3-9 本项目场地采集土壤样品剖面图 

土壤采样时进行了现场记录，主要记录内容包括样品名称和编

号、气象条件、采样时间、采样位置、采样深度、样品质地、样品的

颜色和气味、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以及采样人员等信息。 

3.5 样品分析检测 

3.5.1 现场快速检测 

对采集的新鲜土壤样品需立即进行现场检测，以便实时判断场地

污染程度与范围，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及深度。采用 PGM 7340 手持

式 PID 检测仪快速半定量测定土样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采用手持

式 XRF检测仪半定量测定土样中的重金属浓度。 

3.5.2 样品实验室检测 

根据场地污染溯源结果，本次土壤及地下水的检测项具体如下。 

 土壤：pH、含水率、重金属类（铜、铅、镍、镉、六价铬、

砷、汞）、总石油烃、氰化物、VOCs、S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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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pH、重金属类（铜、铅、镍、镉、六价铬、砷、汞）、

总石油烃、氰化物、VOCs、SVOCs。 

经统计，本次自查共送检土壤样品 28 个，地下水样品 4 个。 

3.5.3 实验室选择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 42 号）相

关要求，我单位将本次调查采集的 28 个土壤样品和 4 个地下水样品

送至具备 CMA认证的澳实分析检测（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实验室检

测。 

3.6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3.6.1 土壤样品采集规范 

（1）根据土壤及地下水采样点布设图，进行现场定位，同时探

明地下/高空管线走向及埋深，施工区域用明显的护栏标记区分施工

区域； 

（2）采样管长度 1.5 m，直径 35 mm； 

（3）采集样品后先用 PID 做现场快速检测，并分别详细记录相

关数据； 

（4）确定待送检样品并密封，标明编号、深度及采样日期； 

（5）记录各采样点位土层结构、土壤性质、颜色、含水率等基

本信息，要求记录详细、字迹清晰。 

3.6.2 地下水采样规范 

（1）采用 GeoProbe 7822 DT 螺旋钻，PVC 管直径为 63 mm，石

英砂颗粒为 1～2 目，膨润土为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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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区域做好明显的防护标志； 

（3）钻井前，清洗钻头，防止交叉污染； 

（4）在钻至规定深度后，先去掉下面的堵头，下 PVC 管，一边

拔中空钻，一边加入石英砂，待中空钻全部拔出后，白管部分填入膨

润土直至地面，地上部分留 20 cm，用混凝土做井口； 

（5）永久井：在 PVC 管外加上保护管和防护栏，再用混凝土封

实，加锁； 

（6）施工结束后，测量井口标高，清理现场，拍照； 

（7）建井构筑图； 

（8）用水泵洗井，洗井废水用容器盛装后，交付有资质企业安

全处理； 

（9）用贝勒管或水泵分时采样，如有多余样品，应安全处置。 

3.6.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根据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工作内容，建立管理程序。

同时为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对样品产生影响，特别注

重现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 

在钻取第一个取样孔之前，以及每两个土壤取样孔之间，所有的

取样及钻井设备都进行清洗以防止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2）平行样品和空白样 

现场采样中应采取国际惯用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以确保

调查数据的准确性。现场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样品的种类和数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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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2 个土壤平行样；1 个地下水平行样；1 个运输空白样。 

在采样过程中，同种采样介质，应采集至少一个样品作为平行样。

平行样是从相同的点位收集并单独封装和分析的样品。 

采集土壤样品用于分析 VOCs 指标时，每次运输应采集至少一个

运输空白样，即从实验室带到采样现场后，又返回实验室的与运输过

程有关，并与分析无关的样品，以便了解运输途中是否受到污染和样

品是否损失。 

（3）样品记录及运送 

采用标准的监管链记录，采样日期及时间、样品编号、采样人、

项目名称和位置以及样品运送的详细信息等被记录在标准的监管链

中。现场采样记录、现场监测记录采用表格描述土壤特征、可疑物质

或异常现象等，同时保留现场相关影像记录，其内容、页码、编号要

齐全便于核查，如有改动应注明修改人及时间。 

（4）地下水样品的容器和保护剂的要求 

地下水样品的容器和保护剂的要求按照不同分析组分各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VOCs 的采样容器需要特制的带螺旋帽的玻璃药剂瓶

（25～125mL），配套碳氟树脂硅胶膜瓶盖。药剂瓶在实验室洗净后

立即密封好，待装样前才能打开。装样时要求瓶内顶部空间全部装满

并且没有气泡，采集两份相同的含 VOCs 的水样以防止运输过程中水

样泄漏或产生气泡。运输前应逐件核对样品记录表和样品瓶标签，分

类装箱。需在 4℃保存的样品放在专用冷藏箱内运输。运输过程应采

取防震措施，避免阳光照射。分析 VOCs、SVOCs 及气体组分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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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应倒置运输。冬季运输应采取防冻措施。 

3.6.4 实验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认证实验室 

所有样品均移交给具有 CMA（中国计量认证）等检测资质的澳

实分析检测（上海）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2）标准的分析报告 

土壤污染物的分析结果所使用的单位为 mg/kg 或 μg/kg，地下水

污染物的分析结果所使用的单位为 μg/L。对于低于实验室分析最低

限值的指标一律表示为“ND”。 

（3）实验过程中质量控制 

实验室方法空白样的分析确认在样品准备和分析过程，可能会引

起错误结果的污染物未进入样品中。空白分析的结果表明所有参数均

低于检出限。 

加标样品和加标样品平行样百分回收率与它们相应的准确度限

值相比较。实验室控制的加标样和加标平行样分析结果均满足相对百

分偏差限值的要求。 

每批样品每个项目分析时均须做一定数量的平行样品。平行双样

测定结果的误差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者为合格。 

3.7 环境健康和安全方案 

在开始现场工作之前，编制环境健康和安全方案以及工作危害分

析，评估在本方案土壤和地下水调查过程中潜在存在的环境、健康和

安全风险，并准备相应的预防方案降低危害风险。现场每日开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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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所有采样人员进行工作危害性分析讲解，同时所有的采样人员都

将配备合适的个人劳保用品。在现场调查期间，将委派专员负责健康

安全的管理，全程按照健康和安全的要求进行施工。 

3.8 现场调查环境保护措施 

3.8.1 进场期间 

在进场前安排挖机，制定进出场路线，采用鲜明的标志物，标记

处进出场路线，除无法避免需破坏采样区的表层植物、土壤结构外，

一律不准在场地任何地方私自钻探开挖场地土壤，严禁肆意破坏调查

场地生态环境。 

3.8.2 采样期间 

项目地块土壤及地下采样均用 Geoprobe 7822 DT 钻机，该设备

可连续采集土壤样品，且能保证采集到原状土壤样品，用特有的土壤

捕捉 PE管能够完好的保护好样品的品质。特别是对于受有机物污染

的土壤，能够及时包裹污染土壤，不造成 VOCs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会对现场采集到的多余样品进行集中委托处置，对现场洗井废水集中

委托处理。 

3.8.3 退场期间 

采样工作结束后，配备专业人员对土壤采样点进行安全处置，重

新浇筑水泥，防止雨水倒灌，对长期监测地下水井进行加盖和安全标

记，对各采样点周边残余垃圾、土壤样品、废液储罐等进行收集并委

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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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检测结果和评价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共采集土壤样品 56 个，综合考虑土壤分层情

况及现场快速检测结果，最终挑选了 28 个土壤样品送至第三方实验

室检测；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4个，全部送至第三方

实验室检测。现场采样记录及检测报告见附件。 

4.1 实验室质量控制 

4.1.1 土壤样品 

本次现状调查土壤样品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分别进行了平行样品

质量控制、方法空白、实验室控制样品及平行质量控制、基体加标及

平行质量控制，质控结果显示，本次土壤样品实验室分析检测数据真

实可靠。 

4.1.2 地下水样品 

本次现状调查地下水样品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分别进行了平行样

品质量控制、方法空白、实验室控制样品及平行质量控制、基体加标

及平行质量控制，质控结果显示，本次地下水样品实验室分析检测数

据真实可靠。 

4.2 调查评价标准选取 

4.2.1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土壤样品检出结果，结合场地实际用途，本次调查采用《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作为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其中未作规定

的检出项采用《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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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4.2.2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地下水样品检出结果，结合场地实际用途，本次调查采用《地

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作为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鉴

于现阶段我国现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对总石油烃浓度进行相

应规定，本报告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总石

油烃浓度限值为参考评价标准。 

4.3 土壤调查结果分析 

对检测数据进行归纳、汇总后得知，本次自查送检的 24 个土壤

样品含水率介于 25.3%～43.7%之间；重金属检测出 7 项；总石油烃

类未检出；氰化物未检出；VOCs 未检出，SVOCs 检测出 7 项。土壤

样品检测结果信息汇总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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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信息汇总 

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重金属类 / 六价铬、汞、铅、镉、铜、镍、砷 7 

六价铬、汞、铅、

镉、铜、镍、砷 

总石油烃 / C10-C40 0 / 

氰化物 / 氰化物 0 / 

VOCs 

单环芳香烃 

苯、甲苯、乙苯、苯乙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邻-二甲苯、正丙苯、异丙基

苯、正丁基苯、叔丁苯、仲丁苯、对异丙基甲苯、1,3,5-三甲苯、1,2,4-三甲苯 

0 / 

含氧化合物 丙酮、甲基乙基酮（2-丁酮）、2-己酮、4-甲基-2-戊酮 0 / 

含硫化合物 二硫化碳 0 / 

薰蒸剂 2,2-二氯丙烷、1,2-二氯丙烷、1,2-二溴乙烷 0 / 

卤代脂肪烃 

二氯二氟甲烷、氯甲烷、溴甲烷、碘代甲烷、氯乙烯、三氯氟甲烷、氯乙烷、二

氯甲烷、二溴甲烷、四氯化碳、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2-二溴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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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3-氯丙烷、1,1-二氯乙烯、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1,1-二氯丙烯、1,3-二氯丙烷、一溴一氯甲烷、1,1,2-三氯丙烷 

卤代芳香烃 氯苯、溴苯、2-氯甲苯、4-氯甲苯、1,2,3-三氯苯 0 / 

三卤代甲烷 三氯甲烷（氯仿）、三溴甲烷（溴仿）、一溴二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 0 / 

SVOCs 

苯酚类 

苯酚、2-氯酚、2-甲基酚、4-甲基酚、2-硝基酚、2,4-二甲基酚、2,4-二氯酚、4-

氯-3-甲基酚、2,4,6-三氯酚、2,4,5-三氯酚、2,4-二硝基酚、4-硝基苯酚、4,6-二硝

基-2-甲酚、五氯酚 

0 / 

多环芳烃

（PAHs） 

萘、2-甲基萘、2-氯萘、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

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

蒽、苯并（g,h,i）苝 

6 

菲、蒽、荧蒽、

芘、苯并(a)蒽、

屈 

酞酸酯类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基

苄酯、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1 

邻苯二甲酸二乙

酯 

亚硝胺类 N-亚硝基二甲胺、N-亚硝基二丙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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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硝基芳烃和酮类 硝基苯、异佛尔酮、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偶氮苯 0 / 

卤代醚类 

双（2-氯乙基）醚、双（2-氯异丙基）醚、双（2-氯乙氧基）甲烷、4-氯联苯醚、

4-溴联苯醚 

0 / 

氯代烃类化合物 1,3-二氯苯、六氯乙烷、1,2,4-三氯苯、六氯丁二烯、六氯环戊二烯、六氯苯（HCB） 0 / 

苯胺类和对二氨

基联苯类 

4-氯苯胺、2-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二苯呋喃、4-硝基苯胺、咔唑、3,3’-二氯

联苯胺、苯胺 

0 / 

其它 阿特拉津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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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土壤样品重金属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共计布设了 14 个土壤采样点，送检的 28 个土壤样品中

检出了 7 项重金属，该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虽有检出，但各项重金

属浓度均未超过相关标准限值，场地土壤重金属类环境质量满足工业

用地相关要求。 

4.3.2 土壤样品总石油烃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28 个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石油烃。基本可以判

断该场地土壤未明显受到石油烃的污染，项目地块土壤石油烃含量满

足工业用地要求。 

4.3.3 土壤样品氰化物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28 个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氰化物。基本可以判

断该场地土壤未明显受到氰化物的污染，项目地块土壤氰化物含量满

足工业用地要求。 

4.3.4 土壤样品 VOCs 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28 个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VOCs）。基本可以判断该场地土壤未明显受到 VOCs 的污染，项目

地块土壤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3.5 土壤样品 SVOCs 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28 个土壤样品均进行了 SVOCs 的检测，共检出

7 项，包括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邻苯二甲酸二乙

酯。该地块土壤样品中检出的 7 项 SVOCs 浓度均远低于标准限值，

基本可以判断该场地土壤未明显受到 SVOCs 的污染，地块土壤半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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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有机物含量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3.6 土壤自查结果比较 

将本次自查结果与 2018 年度自查结果进行对比发现：2019 年度

较 2018 年度土壤重金属含量没有显著的上升趋势；石油烃 2018 年度

有检出，2019 年度未检出；氰化物两年度均未检出；VOCs2018 年度

检出甲苯，2019 年度未检出；SVOCs2018 年度检出 9 项（邻苯二甲

酸二（2-乙基己基）酯、菲、芘、荧蒽、苯并[a]蒽、苯并[b]荧蒽、二

苯并[a,h]蒽、苯并[ghi]苝、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2019 年度检出 7

项（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各

检出项均为微量检出，且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4.4 地下水调查结果分析 

对检测数据进行归纳、汇总后得知，本次自查送检的 4 个地下水

样品重金属检测出 5 项；总石油烃未检出；氰化物未检出；SVOCs

检测出 9 项，VOCs 检测出 7 项，详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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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信息汇总 

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重金属类 / 六价铬、汞、铅、镉、铜、镍、砷 5 砷、镉、铜、铅、镍 

总石油烃 / C10-C40 0 / 

氰化物 / 氰化物 0 / 

VOCs 

单环芳香烃 

苯、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异丙基苯、正

丙苯、1,3,5-三甲苯、叔丁苯、1,2,4-三甲苯、仲丁苯、对异丙基甲苯、正丁基

苯 

5 

苯、甲苯、乙苯、间

-二甲苯和对-二甲

苯、邻-二甲苯 

薰蒸剂 

2,2-二氯丙烷、1,2-二氯丙烷、顺式-1,3-二氯丙烯、反式-1,3-二氯丙烯、1,2-二

溴乙烷 

0 / 

卤代脂肪烃 

氯甲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

顺式-1,2-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二氯丙烯、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烷、

三氯乙烯、二溴甲烷、1,1,2-三氯乙烷、1,3-二氯丙烷、四氯乙烯、1,1,1,2-四氯

乙烷、1,1,2,2-四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2-二溴-3-氯丙烷、一溴一氯甲烷 

1 1,2-二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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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卤代芳香烃 氯苯、溴苯、2-氯甲苯、4-氯甲苯、1,2,3-三氯苯 1 2-氯甲苯 

三卤代甲烷 三氯甲烷（氯仿）、一溴二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三溴甲烷（溴仿） 2 

三氯甲烷(氯仿)、一

溴二氯甲烷 

SVOCs 

苯酚类 

苯酚、2-甲基酚、3-甲基苯酚&4-甲基苯酚、2,4-二甲基酚、2-硝基酚、2-氯酚、

2,4-二氯酚、2,6-二氯酚、4-氯-3-甲基酚、2,4,5-三氯酚、2,4,6-三氯酚、五氯酚 

0 / 

多环芳烃

（PAHs） 

萘、2-甲基萘、2-氯萘、苊、苊烯、芴、菲、蒽、荧蒽、芘、N-2-芴乙酰胺、

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7,12-二甲基苯并（α）蒽、

苯并（a）芘、3-甲胆蒽、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

苝 

5 

萘、苊、芴、菲、荧

蒽 

酞酸酯类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丁

基苄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己基）酯 

0 / 

亚硝胺类 

亚硝基甲基乙基胺、亚硝基二乙胺、亚硝基吡咯烷、N-亚硝基二丙胺、亚硝基

吗啉、亚硝基哌啶、亚硝基二丁胺、二苯胺和亚硝基二苯胺、噻吡二胺（美沙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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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类型 名称 检出项数目 检出指标 

吡林） 

硝基芳烃和酮

类 

硝基苯、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1,3,5-三硝基苯、五氯硝基苯、偶

氮苯、二甲氨基偶氮苯、2-甲基吡啶、乙酰苯（苯乙酮）、异佛尔酮、5-硝基

邻甲苯胺、戊炔草胺、非那西汀、4-硝基喹啉-N-氧化物、乙酯杀螨醇（二氯

二苯乙醇酸乙酯） 

0 / 

卤代醚类 

双（2-氯乙基）醚、双（2-氯异丙基）醚、4-氯联苯醚、4-溴联苯醚、双（2-

氯乙氧基）甲烷 

0 / 

氯代烃类化合

物 

1,3,5-三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1,2,4-三氯苯、五氯苯、

六氯乙烷、六氯丙烯、六氯丁二烯、六氯环戊二烯、1,2,4,5-四氯苯 

0 / 

苯胺类和对二

氨基联苯类 

苯胺、2-硝基苯胺、3-硝基苯胺、4-硝基苯胺、4-氯苯胺、3,3’-二氯联苯胺、

二苯呋喃、咔唑 

2 二苯呋喃、咔唑 

其它 阿特拉津、西玛臻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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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地下水 pH 结果分析 

该地块地下水样品中 pH 的检测值较高，超过地下水Ⅳ类水的要

求。超标点位为 FNW-2（废水处理区），其他点位 pH 检测值均满足

或优于地下水Ⅳ类标准。 

4.4.2 地下水重金属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4 个地下水样品，重金属共检出 5 项，该地块地

下水样品中重金属砷的检出浓度较高，超过地下水Ⅳ类水的要求。超

标点位为 FNW-2（废水处理区），其他重金属检出浓度均满足或优于

地下水Ⅳ类标准。 

4.4.3 地下水总石油烃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4 个地下水样品均未检测出总石油烃（TPH），

低于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检测限（200µg/L）。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本项目各地下水监测井水质均满足Ⅲ类水标准。综上分析，项

目地块地下水未受到总石油类污染，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4.4 地下水氰化物结果分析 

项目地块送检的 4 个地下水样品均未检测出氰化物，低于第三方

检测单位的检测限（5µg/L）。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本项目

各地下水监测井水质均满足Ⅲ类水标准。综上分析，项目地块地下水

未受到氰化物污染，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4.5 地下水 VOCs 结果分析 

送检的 4 个地下水样品均进行了 VOCs 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该地块地下水样品中 VOCs（一溴二氯甲烷除外）的检出浓度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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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的标准限值；一溴二氯甲烷在《地下水质量

标准》（GB/14848-2017）中未作限制，因此本检出项仅作为现状的参

考值。基本可以判断场地下水未明显受到 VOCs 污染，地下水挥发性

有机物含量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4.6 地下水 SVOCs 结果分析 

送检的 4 个地下水样品均进行了 SVOCs 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该地块地下水样品中 SVOCs（苊、芴、菲、二苯呋喃、咔唑）的检

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的标准限值；苊、芴、菲、二

苯呋喃、咔唑在《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未作限制，

因此本检出项仅作为现状的参考值。基本可以判断场地下水未明显受

到 SVOCs 污染，地下水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满足工业用地要求。 

4.4.7 地下水自查结果比较 

将本次自查结果与 2018 年度自查结果进行对比发现：2019 年度

较 2018 年度地下水重金属砷含量上升明显，甚至超过地下水Ⅳ类水

的要求，重金属铜有明显的上升趋势，重金属镍 2018 年度未检出，

但是 2019 年度有检出；石油烃 2018 年度有检出，2019 年度未检出；

氰化物 2018 年度有检出，2019 年度未检出；VOCs2018 年度检出 3

项（一溴二氯甲烷、二溴氯甲烷、溴仿），2019 年度检出 9 项（苯、

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2-二氯乙烷、2-

氯甲苯、三氯甲烷（氯仿）、一溴二氯甲烷）各检出项均为微量检出，

且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SVOCs2018 年度未检出，2019 年度检出 7

项（萘、苊、芴、菲、荧蒽、二苯呋喃、咔唑），虽有检出但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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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均为微量检出。 

4.5 小结 

根据本次自查实验室结果汇总分析可知，本项目场地土壤中重金

属、总石油烃（TPH）、氰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

有机物（SVOCs）等指标检出浓度均低于工业用地的相关标准限值，

项目场地的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工业类用地要求。 

本项目场地地下水中氰化物、VOCs、SVOCs 等指标均满足 IV

类地下水的质量标准，总石油烃含量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IV 类水标准限值，但重金属砷及 pH 超过 IV 类地下水的质量标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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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自查结论如下： 

（1）根据土壤污染物超标情况汇总信息可知，项目场地土壤中

重金属、总石油烃、氰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

物（SVOCs）的检出值均未超过相应的评价标准限值，基本可以判断

该地块土壤未明显受到重金属、总石油烃、VOCs、SVOCs 污染，土

壤环境质量满足工业类用地要求。 

（2）本项目场地地下水中 TPH、氰化物、VOCs、SVOCs 等指

标均满足或优于 IV 类地下水或地表水的水质要求，但重金属砷及 pH

超过 IV 类地下水的水质要求。 

（3）与 2018 年度自查结果对比表明：土壤中各项检测项（重金

属、TPH、氰化物、VOCs、SVOCs）较 2018 年度无明显的上升趋势；

地下水重金属砷含量上升明显，超过地下水Ⅳ类水的水质要求；重金

属铜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未超Ⅳ类水的水质要求；重金属镍 2018 年

度未检出，但是 2019 年度有检出，未超Ⅳ类水的水质要求。 

5.2 建议 

经调查可知，土壤土壤环境良好，但地下水中 pH 值及砷检测值

较高，超过Ⅳ类地下水水质要求。建议业主进一步开展污水治理区域

地下水污染深度及范围的调查，排查污水处理区地下各类构筑物的现

状，找出污染源，并在今后的生产活动中规范作业，避免相关物料泄

漏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