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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根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乌当组团洛湾单元（WD-11）》的要

求，洛湾单元应大力提升单元竞争力，同时沿南明河打造生态居住，提升乌当居住品

质。洛湾单元位于乌当组团东北，北京东路延伸段、龙井路、马东路三条主要干道分

别从单元的北部、中部、南部穿过。规划总用地面积 561.35 公顷，北抵三江农场，西

至马百路，东、南以规划东三路为界。结合贵阳市产业发展布局以及乌当区城市空间

发展方向，洛湾工业园一带将作为乌当都市核心区发展区域，现状工业园制约城市发

展，采取功能置换、整体外迁的策略为城市腾出空地，减少城市污染，将洛湾工业园

的制造、加工等功能迁至北京东路外侧新场工业园区域。通过对用地功能的置换、完

善居住商业、绿地、配套基础设施等城市功能。 

    恒大温泉小镇作为洛湾单元引入项目，位于洛湾单元中部。项目红线总面积共 3926

亩（含河道及保护线范围），净用地面积约 2360.1 亩，北抵龙井路，西至马百路，东

至规划东三路、南至沪昆高铁。其中，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规划为恒大温泉小

镇科研教育用地，属第一类用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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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贵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府办函[2017]16 号）的要求，保证土

地开发及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安全，确保居民的人身安全，贵阳泉丰城投土地开发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委托贵州中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我公司”）对该项目所在地

块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工作，我公司通过现场勘察、收集资料、现场采样与测试分析的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土壤环境调查报告》，并由此判断

该场地是否存在土壤环境风险，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保证调查

场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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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目的和原则 

1.2.1 调查目的 

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为：根据现有场地资料，分析场地曾

经开展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进行调查，弄清企业生产活动等可能

污染场地土壤的途径，分析调查、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了解污染分布及

污染程度、确定场地的污染物种类，分析污染场地的环境污染因子，分析和确认场地

是否有潜在风险及关注污染物，判别场地内土壤是否存在污染。通过场地生产历史分

析和监测等手段，给出场地可能受生产活动、遗留污染物污染的区域、污染程度。根

据场地土地规划利用要求，通过对厂区环境及其周围环境的调查，识别可能存在的污

染物，客观评价污染现状水平和现状风险水平，为该场地是否进行土壤修复、是否启

动场地风险评估给出明确结论。为后期场地开发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1.2.2 调查原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本次场地调查工

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征，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对地块的

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综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

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 调查范围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土壤污染调查范围为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厂区污染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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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依据 

1.4.1 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1.4.2 部门规章 

（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3）《国务院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9]61 号文）； 

（4）《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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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9

号）； 

（7）《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

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8）《关于印发<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环发[2011]128

号）； 

（9）《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10）《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 年）； 

（11）《贵州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黔府发〔2016〕31 号）。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土壤环境调查报告 

贵州中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4- 
 

1.4.3 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5）《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25.6-2019）；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8）《地下水环境监察技术规范》（HJ/T164-2004）； 

（9）《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10）《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11）《环境污染物人群暴露评估技术指南》（HJ875-2017）； 

（12）《工业企业污染地块调查与修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2014 年 11 月）； 

（1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 2013

修改单）； 

（1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1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16）《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1.4.4 其他相关资料 

（1）《东风砖厂场地环境调查项目检测报告》（中[检]202006099）； 

（2）人员访谈表； 

（3）《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乌当组团洛湾单元（WD-11）》。 

1.5 工作方案 

1.5.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9）和《污染地块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一般程序包括初步调查、详细

调查、风险评估三个阶段。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一次性调查不能满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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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调查要求的，则需要继续补充调查直至满足要求。本次项目污染地块环境调查包

括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第二阶段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初步调查方法包括：现场踏

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采用监测等。初步调查表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国

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

以忽略（即低于可接受水平），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超过国家或地方

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即

可能超过可接受水平），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初步调查无法确定

是否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应当补充

调查，收集信息，进一步进行判别。 

1、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对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开展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2、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分析等步骤。

根据采样分析结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并且经过不确定性

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编制场地环境调查报告，场地环境调查工作结束。 

1.5.2 技术路线 

本次技术路线如下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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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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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区域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乌当区东风镇位于贵阳市东北郊，距乌当区政府 5 公里，距贵阳市中心 12 公里，

属贵阳市主城区范围之一。总面积 73.6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1804 亩（其中：田 7357

亩、土 4447 亩），林地面积 32046 亩；辖 11 个村，2 个场，6 个居委会，常住人口 36620

余人，外来流动人口近万人。由 15 个民族组成，主要有汉族、苗族、布依族、白族、

仡佬族、彝族等。境内交通发达，沪昆、贵开、白龙三条快速铁路穿境而过，近有贵

开三江快铁站；市政干道北京东路延伸段贯通全境；水东路、云开路、马百路、马东

路、东风大道、高新北路、风情路、滨河路、头偏线等区域路网已成体系。项目场地

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2.1.2 地形、地貌 

乌当区位于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贵阳复杂构造变形区武当短轴背斜西倾

伏端。区内属河谷、丘陵地貌，地形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白垩

系、三叠系、二叠系、石灰系、泥盆系、志留系、奥陶系等。 

2.1.3 地质 

项目场地附近出露地层为新生界下第三系（E）和第四系（Q），地层由新到老分

述如下： 

第四系（Q）：砂砾卵石层、亚粘土，厚度为 0~42.1m。 

下第三系（E）：上部红色泥岩，下部石灰岩质角砾岩。厚度为 260m。 

项目场地水文地质图见附图 2。 

2.1.4 气候、气象 

乌当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丰富，风力较

弱的特点。根据乌当区气象站资料，全年平均气温 14.6℃左右，最冷月（一月）平均

气温 4.3℃，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23.3℃。常年平均气压为 890.0 百帕。历年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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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日照时数 1277.74 小时，平均年总降雨量 1197-1248 毫米，雨量多集中在 5-8 月，约

占全年降雨量的 65%，年相对湿度 76.9%左右，年平均无霜期 261 天。本区域呈现明

显的季风特征，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全年主导风向 NE，次主导风向为

E 风，年平均风速 2.3m/s，静风频率为 23%，全年 80%的时间出现逆温层。主要灾害

性气候为：干旱、倒春寒、冰雹、秋季绵雨、秋风、凝冻等。 

2.1.5 地表水 

区内主要水体为南明河干流，呈倒“U”型由西向东流经项目区北侧，其流量和洪

水位受季节控制，为评估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其余均为一些季节性溪水。拟建场地

内河道为南明河城区段的下游段，多年平均径流量 10.6m3/s，多年平均径流深 533mm。 

南明河全区域汇水面积 2113 平方公里，总落差 739 米，全长 118 公里，花溪水库

以上流域面积 315 平方公里，河长 38.3 平方公里。贵阳市境内长 100 公里，从花溪大

桥墩至三江口河段，全长 10.5 公里，流域内汇水面积：左岸 16.22 平方公里，右岸 3.84

平方公里。 

根据贵阳水文站 1951 年以来资料推算，南明河偏丰水年（P=20%）、平水年

（P=50%）、枯水年（P=95%）及多年平均流量分别为 6.44m3/s，5.59m3/s、4.10m3/s

及 6.01m3/s，枯水年最枯月出现在 3 月，月均理论流量 1.31m3/s。由于上游松柏山水库、

花溪水库的蓄水、城市取水等的影响，枯水期最枯流量已降至 0.76m3/s。项目场地区域

水系图见附图 3。 

2.1.6 地下水 

1、地下水类型 

根据场地区域地层岩性、含水介质和地下水动力条件，区内地下水主要为基岩裂

隙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 

（1）基岩裂隙水 

赋存于二叠系大隆组、龙潭组。石炭系大塘组，泥盆系高坡场组、蟒山群，志留

系高寨田群的碎屑岩节理裂隙中，富水性弱。地下径流模数 1~3 升/秒·平方公里。 

（2）松散岩类孔隙水 

赋存于第四系土体中，多呈透镜状、不联系分布、水量小，季节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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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特征 

场地区域地下水主要通过大气降水补给。按地下水埋藏类型分类，场地区域

属潜水。其埋藏深度一般随地形变化而变化，地势高，埋藏就深，反之则浅，地

下水埋深最低接近南明河水位。地下水排泄方向随地形、地质变化而变化，地下

水最终向着场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南明河排泄。场地地下水位均高于南明河水面。

埋深 3m~30m 不等。项目场地水文地质图见附图 2。 

2.1.7 土壤、植被和生物多样性 

1、土壤 

评价区地带性土壤为红壤，是在热带和亚热带雨林、季雨林或常绿阔叶林植被条

件下的发育而成的。其主要特征是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而富含铁、铝氧化物，呈酸

性红色，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力也较高。 

2、植被 

植被属黔中山原湿润性灰岩常绿栎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及马尾松林区。石灰

岩山地丘陵的代表植被有青栲、红栲、大叶栲、小叶青冈栎、岩栎、多脉青冈栎、柞

木、女贞等，落叶树种有鹅耳枥、朴、灯台数、枫香、光皮桦，次生植被以灌丛草坡

为主，还有次生马尾松林或马尾松与阔叶树混生林。场区附近植被主要马尾松林和次

生灌丛草坡，部分为常绿落叶林阔叶混交林和常绿栎林。 

3、动物 

由于项目地处城郊人类活动频繁地带，受人来活动影响较大，适宜野生动物栖息

的环境有限，动物区系结构组成较简单，在此生态环境中动物种类较贫乏。近年来，

尤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林地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鸟的种类逐年增多，区内有鸟类

30 余种，主要为与人类活动密切关系或栖息于农田的种类，如杜鹃、画眉、喜鹊、家

燕、麻雀、斑鸠等。 

兽类属东洋区热带~亚热带型群落小型种类，主要为小型哺乳动物，种类及数量分

布较少，肉食类较少；常见的动物主要为两栖类和爬行类，如蛇类、蛙类、壁虎等；

农田生态系统中常见种类以昆虫类、鼠类等较多。评价区范围未发现国家保护的珍惜

物种，项目区内生态系统及种类类型结构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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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场地周边 500m 范围内均为施工工地和已废弃的企业，无居民

点等敏感目标存在，场地周边环境现状见图 2-1，周边主要敏感点见附图 4。 

  

建筑施工工地 桥梁施工工地 

图 2-1  场地周边环境现状图 

2.3 场地的现状和历史 

根据档案资料调查和访谈调查，该地块在建设东风砖厂之前为农用地，1992 年 10

月东风砖厂建成并开始运行。2013 年东风砖厂关停。 

根据历史影像资料，我们对 2002 年、2008 年、2009 年、2016 年、2018 年和现状

卫星影像进行了对比。历史影像对比图见图 2-2。 

  

2002 年卫星影像 2008 年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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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卫星影像 2016 年卫星影像 

  

2018 年卫星影像 卫星影像现状 

图 2-2  场地历史卫星影像对比图 

根据图 2-2 所示，东风砖厂场地历史变迁过程中，2002 年至 2016 年，东风砖厂的

生产车间保持完整，场地内建筑基本无变化，东风砖厂于 2013 年关闭。2016 年的卫星

影像显示出有其他厂房（钢架棚）建成，为养殖场，目前已关闭；2018 年至今，东风

砖厂的生产车间及其他构筑物已发生一定程度的垮塌，场地内杂草丛生。通过历史影

像分析潜在的重点污染区域（生产车间、煤堆场）大体上无变化，基本不影响调查分

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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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邻场地的现状和历史 

2.4.1 相邻场地使用现状 

经现场踏勘，场地周边为建筑施工场地、桥梁施工场地、工业企业和居民点，建

筑施工场地位于本场地东侧，桥梁施工场地位于本场地西南侧，工业企业和居民点均

在南明河对岸，本项目与周边企业地表水及地下水水力联系不大。 

2.4.2 相邻场地使用历史 

通过询问洛湾村村委会和当地居民，再结合历史影像图（见附图 5~附图 14），项

目相邻场地的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如下： 

2002 年至 2009 年，本项目场地周边未进行开发利用，项目相邻地块主要为村落、

农用地、林地、乡村道路和两个工业企业，项目西南侧为宏发砖厂，南侧为农药厂，

农药厂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已停产。 

2010 年至 2018 年，本项目场地周边开发程度依然不高。2010 年为修建沪昆高铁，

在本项目场地南侧修建了临时拌合站，除此外，2010 年至 2018 年无其他工业企业建设。

宏发砖厂于 2017 年关闭，临时拌合站于 2016 年关闭。 

综上所述，本项目相邻地块历史企业为农药厂、宏发砖厂和临时拌合站，都已相

继关闭。现有企业都位于南明河对岸，与本项目水力联系较小。 

2.5 场地利用的规划 

根据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乌当组团

洛湾单元（WD-11）》，本项目场地范围被规划为科研教育用地，拟在该地块建设洛

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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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场地利用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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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分析 

3.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对贵阳乌当区东风砖厂用地周边 500m 范围内的企业及历史企业进行现场走

访调查，目前资料收集主要涉及历史影像资料等。根据资料收集和走访调查，贵阳市

乌当区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目前无工业企业存在，历史企业为本场地西南侧的宏发砖

厂（已废弃），场地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当地环保部门未有相应的环境污染

事故查处记录。 

3.2 场地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资料收集和走访调查，东风砖厂位于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东风砖厂作为东

风镇集体企业，于 1992 年 10 月开始经营，1992 年 12 月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总占地面

积 29 亩。通过对场地进行历史调查和现场踏勘，场地用地类型较为简单，东风砖厂建

成以前为农用地。 

 东风砖厂采用轮窑焙烧工艺，轮窑废气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

的影响。轮窑是生产砖瓦的一种古老的热工设备，虽然具有连续性生产，产量较高，

可以采用各种燃料，建造费用较低等优点，但与隧道窑、辊道窑等现代窑炉相比，机

械化程度低，作业环境差，劳动强度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根据《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4 门以下的砖瓦轮窑为淘汰的落后设备；根据《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砖瓦轮窑（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淘汰的落后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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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场地区域内原有土地为农用地。根据资料收集和

走访调查，东风砖厂未储存和使用过有毒有害物质，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的西南侧为

宏发砖厂，宏发砖厂也未储存和使用过有毒有害物质，除此外，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

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因此东风砖厂及其调查范围内未曾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

害物质。 

4.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场地区域内原有土地为农用地。根据资料收集和

走访调查，东风砖厂未使用槽罐等储存设施，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的西南侧为宏发砖

厂，宏发砖厂也未使用槽罐等储存设施，除此外，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无其他工业企

业存在。因此东风砖厂及其调查范围内未曾使用过槽罐等设施储存物质，也未曾发生

过槽罐泄漏。 

4.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场地区域内原有土地为农用地。根据资料收集和

走访调查，东风砖厂无危险废物产生，固体废物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等，

均回用于生产，不排入外环境中；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的西南侧为宏发砖厂，宏发砖

厂也无危险废物产生，固体废物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等，均回用于生产，

不排入外环境中，除此外，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因此东风砖厂

及其调查范围内无危险废物产生，固体废物均回用于生产，不排入外环境。 

4.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场地区域内原有土地为农用地。根据资料收集和

走访调查，东风砖厂未发生过管线、沟渠泄漏等情况，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的西南侧

为宏发砖厂，宏发砖厂也未发生过管线、沟渠泄漏等情况，除此外，东风砖厂调查范

围内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因此东风砖厂及其调查范围内未发生过管线、沟渠泄漏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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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场地区域内原有土地为农用地。根据资料收集和

走访调查，东风砖厂调查范围内目前无工业企业存在，历史企业为本场地西南侧的宏

发砖厂（已废弃），场地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当地环保部门未有相应的环境

污染事故查处记录。因此，不存在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 

4.6 人员访谈 

通过咨询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乌当分局环评科和洛湾村村委会，东风砖厂建成前该

地块为农用地，项目用地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场地相邻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

业，场地西南侧的宏发砖厂在历史上与东风砖厂不属于相邻企业，两厂之间有山体阻

隔，现因桥梁施工，将山体夷平，成为相邻场地。东风砖厂用地调查区域内没有发生

过环境污染事件。 

通过咨询洛湾村村民，均表示东风砖厂建成前该地块为农用地，项目用地范围内

不存在工业企业，场地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 

人员访谈过程见图 4-1，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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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人员访谈过程图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土壤环境调查报告 

贵州中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18

- 

 

5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5.1 采样方案 

5.1.1 采样布点原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200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有关要求以及潜在污染区域和潜在污染物的识别情况，对场地进行布点采样。 

依据导则要求，常见的几种场地布点方法有系统随机布点法、专业判断布点法、

分区布点法、系统布点法。考虑到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限制——现

场踏勘时在综合考虑导则和技术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和原则基础上，对本次调查场地土

壤采样点的布设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在场地外受本场地影响较小的区域设置对照点。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对于

每个监测地块，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垂直方向层次的划分应综合考虑污染物迁移情况、

构筑物及管线破损情况、土壤特征等因素确定。采样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

度，原则上应采集 0~0.5m 表层土壤样品，0.5m 以下下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

集，建议 0.5~6m 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 2m；不同性质土壤层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

同一性质土层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根据实际情况在该层位增加采样点。 

5.1.2 采样点位及样品数量 

现场踏勘时在综合考虑导则和技术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和原则基础上，对本次调查

场地土壤采样点的布设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根据原地块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选择

可能污染较重的工作单元进行监测布点。 

根据现场踏勘，本次调查在生产区和物料堆放区布设 2 个采样点，在生产区布设

一个表层样，在物料堆放区布设一个柱状样（同时采集表层样），表层样采集 0.3m 表

层土壤样，柱状样采集 0.5~6m 土壤样，采样间隔为 1.5m。项目监测布点图见附图 15。 

5.2 分析检测方案 

本次场地调查实验室的分析项目严格按照采样方案进行，分析项目为采样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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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确定的监测项目，包括重金属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分

析。 

本次场地调查中土壤样品的检测与分析由本公司实验室完成，其所采用的土壤样

品分析方案见表 5-1、表 5-2。 

表 5-1  检测指标一览表 

检测类别 检测点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频

次 

土壤

及沉

积物 

土壤 

S1 

东经：
106.809235 

北纬：
26.658129 

采样深度 0~30cm 重金属和无机物：砷、镉、铬（六

价）、铜、铅、汞、镍。 

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

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

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

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

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

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

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

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

芘[a、h]蒽、茚并[1,2,3-cd]芘、萘。 

其他项目：石油烃、pH 值、氟化物。 

检测 1 天 

每天 1 次 

采样深度 150cm 

采样深度 300cm 

采样深度 450cm 

采样深度 600cm 

S2 

东经：
106.809797 

北纬：
26.658407 

采样深度 0~30cm 

表 5-2  检测方法及仪器一览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仪器型号及编号 最低检出限 

pH 

（无量纲） 

土壤检测 第 2 部分：土壤 pH 的

测定 NY/T 1121.2-2006 酸度计 

（PHS-3C/FX-1501） 

—— 

土壤(重

金属和

无机物) 

氟化物 
土壤质量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

择电极法 GB/T 22104-2008 
——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FX-1601) 

0.002mg/kg 

砷 0.01mg/kg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WFX-200/FX-1201

） 

0.1mg/kg 

镉 0.01mg/kg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 491-2019 

1mg/kg 

镍 3mg/kg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7-2014 

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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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半

挥发性

有机物)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ITCT190339 

0.09mg/kg 

苯胺* 0.1mg/kg 

2-氯酚* 0.06mg/kg 

苯并[a]蒽* 0.1mg/kg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ITCT190339 

0.1mg/kg 

苯并[b]荧蒽* 0.2mg/kg 

苯并[k]荧蒽* 0.1mg/kg 

䓛* 0.1mg/kg 

二苯并[a, h]

蒽* 
0.1mg/kg 

茚并[1,2,3-cd]

芘* 
0.1mg/kg 

萘* 0.09mg/kg 

土壤(挥

发性有

机物)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PT-GCMS）

/ITCR180504 

0.0013mg/kg 

氯仿* 0.0011mg/kg 

氯甲烷* 0.0010mg/kg 

1,1-二氯乙烷* 0.0012mg/kg 

1,2-二氯乙烷* 0.0013mg/kg 

1,1-二氯乙烯* 0.0010mg/kg 

顺式-1,2-二氯

乙烯* 
0.0013mg/kg 

反式-1,2-二氯

乙烯* 
0.0014mg/kg 

二氯甲烷* 0.0015mg/kg 

1,2-二氯丙烷* 0.0011mg/kg 

1,1,1,2-四氯

乙烷* 
0.0012mg/kg 

1,1,2,2-四氯

乙烷* 
0.0012mg/kg 

四氯乙烯* 0.0014mg/kg 

1,1,1-三氯乙

烷* 
0.0013mg/kg 

1,1,2-三氯乙

烷* 
0.0012mg/kg 

三氯乙烯* 0.0012mg/kg 

1,2,3-三氯丙

烷* 
0.001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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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 0.0010mg/kg 

苯* 0.0019mg/kg 

氯苯* 0.0012mg/kg 

1,2-二氯苯* 0.0015mg/kg 

1,4-二氯苯* 0.0015mg/kg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PT-GCMS）

/ITCR180504 

0.0012mg/kg 

苯乙烯* 0.0011mg/kg 

甲苯* 0.0013mg/kg 

间，对-二甲苯

* 
0.0012mg/kg 

邻二甲苯* 0.0012mg/kg 

石油烃（C10-C40)*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

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021- 

2019 

气相色谱仪(GC) 

/ITCR180505 
6mg/kg 

5.3 全过程质量控制 

5.3.1 现场采样程序 

1、土壤挖掘、钻孔 

土壤样品分表层土和深层土。深层土的采样深度应考虑污染物可能释放和迁移的

深度、污染物的性质、土壤的置地和孔隙度、地下水位和回填土等因素。现场采样采

用挖机开挖和钻孔方式，开挖深度最深 6.0m，采集表层 0.3m，次深层 0.5m、2.0m 和

深层 3.5m、5.0m 的土壤样品；若土层采样深度不足布置的采样深度，则开挖至基岩。 

（1）土壤采样时，采样人员均佩戴一次性的 PE 手套； 

（2）对从土孔中取出的土样做肉眼观察，记录各土层基本情况，包括土壤的组成

类型、密实程度、湿度和颜色，并特别注意是否有异样的污渍或异味存在，并进行记

录； 

（3）由于各监测点土壤较薄，本次采样在去除土壤上部硬化层或杂草后采集土样； 

（4）现场有专人全面负责所有样品的采集、记录与包装。现场记录主要内容包括：

样品名称和编号、采样时间、采样位置、采样深度、样品质地、样品的颜色和气味、

现场检测结果以及采样人员等。将被选土样装入专用土壤样品密封保存瓶中，该瓶为

实验室提供并贴有专用标签；专人负责对采样日期、采样地点、样品编号、土壤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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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情况等进行记录，并在容器标签上用记号笔进行标识并确保拧紧容器盖，最后对采

样点进行拍照记录； 

（5）采集含挥发性污染物的样品时，应尽量减少对样品的扰动，严禁对样品进行

均质化处理； 

（6）土壤样品采集后，应根据污染物理化性质等，选用合适的容器保存。含有机

污染物的样品应在 4℃以下的温度条件下保存和运输，具体参见 HJ25.2。 

采样结束后，样本在 48 小时内送至检测公司实验室。 

5.3.2 现场采样质量管理 

采样过程中，需采取以下措施保证采样质量： 

1、每次取土样之前，清洗取土器，避免交叉污染； 

2、每次取样佩戴一次性手套，每取完一个土层样，更换手套； 

3、每取完一个土层样，更换塑料布； 

4、对每层土壤，取样顺序为：SVOCs 土样，重金属土样，土样理化性质土样； 

5、取样后 SVOCs、含水率样品放置在 4℃低温保温箱中，再将所有样品 48 小时

内送至检测单位。 

6、配置专人操作现场筛选仪器，不得随意更换人员； 

7、对所有土壤样品根据技术规范要求选用合适的容器保存； 

8、在采样过程中，现场控制样品数量为检测样品的 10%左右； 

9、现场样品的采集应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进行样品采集操作和样品保存，

避免交叉污染和样品损失； 

10、现场采集时，应详细说明现场观察的资料，比如土层的深度，沉积物的颜色、

土壤质地，气味，气象条件等，以便用于后期的采样和修复。当样品从地块转入清洁

样品容器时，应该保持采样设备的清洁；当不用采样设备进行采样或对采样设备保存

时，应该对采样设备进行清洗，防治样品的交叉污染。 

5.3.3 样品包装与运输 

每个装入样品的容器上将贴上样品标签，每个样品被分配到一个唯一的编号，样

品标签包括以下信息：场地名称、钻孔编号、取样深度、采样日期和时间、采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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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保存剂、分析项目。所有样品采集后立即封好，并放置在冷藏箱低温（4℃）冷

藏条件下保存并在规定时间内运送至实验室。 

5.3.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按照国家标准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中规定，对检测

的全过程进行质量保证和控制。 

1、参加检测的技术人员，均持有上岗证书。 

2、检测仪器设备经国家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现场检测及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分析等过程均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技术规范

进行。 

4、检测仪器在使用前进行校准，校准结果符合要求。 

5、现场携带全程序空白样、采集平行样，实验室分析采取空白样、明码平行样、

质控样品测定等措施对检测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6、检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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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与评价 

6.1 污染源识别分析检测结果 

根据我公司出具的《东风砖厂场地环境调查项目检测报告》（中[检]202006099），

同时以《宏发砖厂场地环境调查项目检测报告》（中[检]202006100）中 S3 作为对照组，

场地环境调查污染源识别检测结果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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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东风砖厂场地土壤污染识别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S1 S2 S3（对照） 

S1101 S1102 S1103 S1104 S1105 S2101 S3101 

1 汞 mg/kg 0.263 0.319 0.329 0.338 0.342 0.094 0.348 

2 砷 mg/kg 8.28 6.85 10.8 9.64 8.02 11.0 19.3 

3 铅 mg/kg 7.5 8.1 7.7 7.5 7.2 18.2 16.6 

4 镉 mg/kg 0.35 0.29 0.36 0.25 0.29 0.60 0.56 

5 铜 mg/kg 25 29 22 21 25 30 15 

6 镍 mg/kg 27 30 23 17 24 29 18 

7 六价铬 mg/kg 2.19 2.26 2.07 2.19 <2 2.70 2.86 

8 硝基苯 mg/kg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9 苯胺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0 2-氯酚 mg/kg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11 苯并[a]蒽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2 苯并[a]芘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3 苯并[b]荧蒽 mg/kg <0.2 <0.2 <0.2 <0.2 <0.2 <0.2 <0.2 

14 苯并[k]荧蒽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5 䓛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6 二苯并[a, h]蒽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7 茚并[1,2,3-cd]芘 mg/kg <0.1 <0.1 <0.1 <0.1 <0.1 <0.1 <0.1 

18 萘 mg/kg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19 四氯化碳 mg/kg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20 氯仿 mg/kg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21 氯甲烷 mg/kg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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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二氯乙烷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23 1,2-二氯乙烷 mg/kg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24 1,1-二氯乙烯 mg/kg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25 顺式-1,2-二氯乙烯 mg/kg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26 反式-1,2-二氯乙烯 mg/kg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27 二氯甲烷 mg/kg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28 1,2-二氯丙烷 mg/kg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29 1,1,1,2-四氯乙烷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0 1,1,2,2-四氯乙烷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1 四氯乙烯 mg/kg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32 1,1,1-三氯乙烷 mg/kg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33 1,1,2-三氯乙烷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4 三氯乙烯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5 1,2,3-三氯丙烷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6 氯乙烯 mg/kg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37 苯 mg/kg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38 氯苯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39 1,2-二氯苯 mg/kg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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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4-二氯苯 mg/kg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41 乙苯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42 苯乙烯 mg/kg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43 甲苯 mg/kg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44 间，对-二甲苯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45 邻二甲苯 mg/kg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备注：.检测结果小于最低检出限时，用“<”加最低检出限表示。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东风砖厂场地内土壤中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均低于最低检出限，能够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 

6.2 特征污染物检测结果 

特征污染物监测结果见表 6-2。 

表 6-2  东风砖厂场地土壤特征污染物监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S1 S2 S3（对照） 

S1101 S1102 S1103 S1104 S1105 S2101 S3101 

1 pH 无量纲 8.22 8.13 8.31 7.99 8.07 7.69 7.95 

2 氟化物 mg/kg 260 250 274 273 250 368 1876 

3 总石油烃 mg/kg 86 92 47 49 39 88 78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东风砖厂场地内土壤中的特征因子能够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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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结果分析与评价 

6.3.1 筛选标准 

本次调查工作的环境质量标准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

下，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低于该值的，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超过该值的，对人

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具体污染范围和

风险水平；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

该值的，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 

本次调查地块根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乌当组团洛湾单元

（WD-11）》，场地规划为科研教育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结合表 5-1 确定的监测项

目，和表 6-1 的监测结果，本次场地调查风险管控标准按监测项目选取《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和表 2 中对应的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具体见表 6-3 所列。 

表 6-3  场地环境调查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选取值 

序号 监测项目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 

表 1 和表 2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1 汞 ≤8 mg/kg 

2 砷 ≤20 mg/kg 

3 铅 ≤400 mg/kg 

4 镉 ≤20 mg/kg 

5 铜 ≤2000 mg/kg 

6 镍 ≤150 mg/kg 

7 六价铬 ≤3.0 mg/kg 

8 硝基苯 ≤34 mg/kg 

9 苯胺 ≤92 mg/kg 

10 2-氯酚 ≤250 mg/kg 

11 苯并[a]蒽 ≤5.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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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苯并[a]芘 ≤0.55 mg/kg 

13 苯并[b]荧蒽 ≤5.5 mg/kg 

14 苯并[k]荧蒽 ≤55 mg/kg 

15 䓛 ≤490 mg/kg 

16 二苯并[a, h]蒽 ≤0.55 mg/kg 

17 茚并[1,2,3-cd]芘 ≤5.5 mg/kg 

18 萘 ≤25 mg/kg 

19 四氯化碳 ≤0.9 mg/kg 

20 氯仿 ≤0.3 mg/kg 

21 氯甲烷 ≤12 mg/kg 

22 1,1-二氯乙烷 ≤3 mg/kg 

23 1,2-二氯乙烷 ≤0.52 mg/kg 

24 1,1-二氯乙烯 ≤12 mg/kg 

25 顺式-1,2-二氯乙烯 ≤66 mg/kg 

26 反式-1,2-二氯乙烯 ≤10 mg/kg 

27 二氯甲烷 ≤94 mg/kg 

28 1,2-二氯丙烷 ≤1 mg/kg 

29 1,1,1,2-四氯乙烷 ≤2.6 mg/kg 

30 1,1,2,2-四氯乙烷 ≤1.6 mg/kg 

31 四氯乙烯 ≤11 mg/kg 

32 1,1,1-三氯乙烷 ≤701 mg/kg 

33 1,1,2-三氯乙烷 ≤0.6 mg/kg 

34 三氯乙烯 ≤0.7 mg/kg 

35 1,2,3-三氯丙烷 ≤0.05 mg/kg 

36 氯乙烯 ≤0.12 mg/kg 

37 苯 ≤1 mg/kg 

38 氯苯 ≤68 mg/kg 

39 1,2-二氯苯 ≤560 mg/kg 

40 1,4-二氯苯 ≤5.6 mg/kg 

41 乙苯 ≤7.2 mg/kg 

42 苯乙烯 ≤1290 mg/kg 

43 甲苯 ≤1200 mg/kg 

44 间，对-二甲苯 ≤163 mg/kg 

45 邻二甲苯 ≤222 mg/kg 

46 pH —— 

47 氟化物 —— 

48 总石油烃 ≤826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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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评价方法 

本次场地调查检测项目评价标准选取《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和表 2 中对应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土壤评价

采用单因子评价指数法，模式为：  

ij
ij

si

C
P

C
=  

式中：Pij—单项土壤参数 i 在第 j 点的标准指数； 

     Cij—污染物 i 在监测点 j 的浓度，mg/kg； 

    Csi—参数 i 在土壤标准的浓度，mg/kg。 

当 Pij＞1 时，表示该土壤参数超过了规定的筛选值，土壤受到了污染，且 Pij 越大，

污染程度越严重。 

6.3.3 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本次初步调查检测结果评价见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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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土壤监测结果评价一览表 

序

号 
检测项目 

筛选值

（mg/kg） 

S1 S2 S3（对照） 

S1101 S1102 S1103 S1104 S1105 S2101 S3101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检测值 标准指数 

1 汞 8 0.263 0.033 0.319 0.034 0.329 0.041 0.338 0.042 0.342 0.043 0.094 0.012 0.348 0.044 

2 砷 20 8.28 0.414 6.85 0.343 10.8 0.54 9.64 0.482 8.02 0.401 11 0.55 19.3 0.965 

3 铅 400 7.5 0.019 8.1 0.020 7.7 0.019 7.5 0.019 7.2 0.018 18.2 0.046 16.6 0.042 

4 镉 20 0.35 0.018 0.29 0.015 0.36 0.018 0.25 0.0123 0.29 0.015 0.6 0.03 0.56 0.028 

5 铜 2000 25 0.013 29 0.015 22 0.011 21 0.011 25 0.013 30 0.015 15 0.008 

6 镍 150 27 0.18 30 0.2 23 0.153 17 0.113 24 0.16 29 0.193 18 0.12 

7 六价铬 3 2.19 0.73 2.26 0.753 2.07 0.69 2.19 0.73 <2 ND 2.7 0.9 2.86 0.953 

8 硝基苯 34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9 苯胺 92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0 2-氯酚 250 <0.06 ND <0.06 ND <0.06 ND <0.06 ND <0.06 ND <0.06 ND <0.06 ND 

11 苯并[a]蒽 5.5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2 苯并[a]芘 0.55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3 苯并[b]荧蒽 5.5 <0.2 ND <0.2 ND <0.2 ND <0.2 ND <0.2 ND <0.2 ND <0.2 ND 

14 苯并[k]荧蒽 55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5 䓛 490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6 二苯并[a, h]蒽 0.55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7 茚并[1,2,3-cd]芘 5.5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0.1 ND 

18 萘 25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0.09 ND 

19 四氯化碳 0.9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20 氯仿 0.3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21 氯甲烷 12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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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二氯乙烷 3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23 1,2-二氯乙烷 0.52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24 1,1-二氯乙烯 12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25 顺式-1,2-二氯乙烯 66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26 反式-1,2-二氯乙烯 10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27 二氯甲烷 94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28 1,2-二氯丙烷 1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29 1,1,1,2-四氯乙烷 2.6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0 1,1,2,2-四氯乙烷 1.6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1 四氯乙烯 11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0.0014 ND 

32 1,1,1-三氯乙烷 701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33 1,1,2-三氯乙烷 0.6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4 三氯乙烯 0.7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5 1,2,3-三氯丙烷 0.05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6 氯乙烯 0.12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0.0010 ND 

37 苯 1 <0.0019 ND <0.0019 ND <0.0019 ND <0.0019 ND <0.0019 ND <0.0019 ND <0.0019 ND 

38 氯苯 68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39 1,2-二氯苯 560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40 1,4-二氯苯 5.6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0.0015 ND 

41 乙苯 7.2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42 苯乙烯 1290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0.0011 ND 

43 甲苯 1200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0.0013 ND 

44 间，对-二甲苯 163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45 邻二甲苯 222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0.0012 ND 

46 pH / 8.22 / 8.13 / 8.31 / 7.99 / 8.07 / 7.69 / 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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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氟化物 / 260 / 250 / 274 / 273 / 250 / 368 / 1876 / 

48 总石油烃 826 86 0.104 92 0.111 47 0.057 49 0.059 39 0.047 88 0.107 78 0.094 

备注：.检测结果小于最低检出限时，用“<”加最低检出限表示；ND 表示未能根据检测值计算出标准指数。 

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分析，东风砖厂场地范围内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特征污染物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和表 2 中对应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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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7.1.1 环境调查结论 

经过污染识别阶段工作，本次场地调查范围内潜在的污染区域为生产场地、生活

区等；土壤污染物种类主要为：pH、重金属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氟化物、石油烃。 

本次调查的不确定性为：因原有生产场地场地除办公楼外的其他建筑物均已垮塌，

无法详细了解场地内原有东风砖厂的总平面布置图及其详细的生产工艺布置；也无法

了解其主要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的类型、数量和平面分布；无法了解东风砖厂在生产

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生产废水、固体废物的泄漏等情况。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9）和《污染地块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需进行采样分析环境调查工作，进一步确定场地污染

物种类及污染程度，进一步确认历史生产活动是否对场地造成了污染，并由此判断该

场地是否存在土壤环境风险，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保证本次调

查场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7.1.2 监测结论 

根据初步调查阶段 2 个采样点位（S1、S2）和对照采样点位 S3 共 7 个土壤样品分

析结果（表 6-4），场地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指标监测结果均低于检

出限，各检测项目的单因子标准指数均小于 1，本次场地调查监测项目均未超过《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和表 2 中

对应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由此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建议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7.1.3 综合结论 

本次场地调查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筛选值），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本场地作为科研教育用地或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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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用地功能进行开发利用是可行的。 

7.2 建议 

1、根据上述分析，建议贵阳市乌当区东风砖厂场地在规划开发过程中不纳入污染

地块； 

2、在以后的场地平整和土地开发时，相关开发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和

制度，确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