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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调查地块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二厂地块，位于海门市瑞江路576号，

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二厂于2006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约为74539m2，距海门

市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场地于2014年已停产，后拟将进行租售，但用地类型不变，

即仍作为第二类工业工地使用。 

调查按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的要求进行布点采样，

此次调查工作包含前期准备阶段、取样监测阶段：取样监测阶段共布设场地内土

壤采样点16个，场地外土壤对照点1个，底泥采样点1个，场地内地下水采样点6

个，场地外地下水对照点1个，地表水采样点1个，检测项目有：pH、VOCs、SVOCs、

7种重金属（汞、砷、镉、铅、铜、六价铬、镍）和有机物全扫。调查结果表明

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浓度都不超过相关评价标准。 

土壤、底泥和地下水、地表水样品的分析测试工作由已获得国家计量认证的

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土壤、底泥中重金属及有机物的检测结

果优先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对于上述标准中没有列出的污染

物，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其在非敏感用地类型下的筛选值；地下水的检

测结果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IV类标准值进行评价；地

表水的检测结果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IV类标准值进

行评价。 

此次调查工作主要结论如下： 

1、调查结果 
（1）土壤和底泥：对所有土壤。底泥样品检测了pH、7种重金属（汞、砷、

镉、铅、铜、六价铬、镍），SVOCs、VOCs、总石油烃和有机物全扫。 

重金属有多种检出，但都未超《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工业用地类型的筛选值评价

标准，有机物大部分都未检出，只有苯、甲苯、乙苯、异氟尔酮、二苯并呋喃、

咔唑、萘、2-甲基萘、苊烯、芴、菲、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有检出，苯、甲苯、乙苯、萘、荧蒽、苯并[a]蒽、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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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标准值，异氟尔酮、苊烯、二苯

并呋喃、咔唑、2-甲基萘、苊烯、芴、菲和芘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异氟尔酮、苊烯、菲、荧蒽、芘的风险控制值。

暴露途径选择除饮用地下水以外的其他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

件推荐的默认参数，致癌风险值选择为 10-6，危害商为 1。经过计算，异氟尔酮、

苊烯、菲、荧蒽、芘的最大检出浓度都小于在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2）地下水：取样监测阶段，场地内共布设了 6 个地下水监测点，共采集

9 个地下水样品（含平行样），均检测了 pH、重金属（汞、砷、镉、铅、铜、六

价铬、镍）、VOCs、SVOCs、石油类等。 

地下水中重金属基本上在所有井位都有检出，但是都未超出《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分，苯、乙苯、2-甲基苯酚和一

溴二氯甲烷有检出，其中苯、乙苯有检出，但是没有超出Ⅳ类标准值，2-甲基苯

酚和一溴二氯甲烷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 2-甲基苯酚和一溴二氯甲烷的风险控制值。暴

露途径选择地下水之内的所有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件推荐的

默认参数，致癌风险值选择为 10-6，危害商为 1。经过计算，2-甲基苯酚和一溴

二氯甲烷都未超过其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3）地表水：取样监测阶段，场地内共布设了 1 个地表水监测点，共采集

2 个地表水样品（含平行样），均检测了 pH、重金属（汞、砷、镉、铅、铜、六

价铬、镍）、VOCs、SVOCs。 

地表水中重金属只有铜和砷有检出，但是都未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分，仅有异佛尔酮有检出，异佛尔酮在

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异佛尔酮的风险控制值。暴露途径选择地下

水之内的所有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件推荐的默认参数，致癌

风险值选择为10-6，危害商为1。经过计算，样品检出最大浓度小于异佛尔酮基于

保护人体健康的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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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场地土壤、底泥、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没有污染物超过相关

评价标准，满足规划用地要求，无需进行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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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二厂地块，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原名海门慧聚英力医药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8日，是以研究开发先

进医药及中间体技术为主的医药制造企业。二厂厂区位于海门市瑞江路576号，

二厂厂区于2006年建立，生产产品为L-高苯丙胺酸乙酯盐酸盐，占地面积约为

74539m2，距海门市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调查地块于2014年停产，现为停产状态，

后拟将进行租售，但用地类型不变，即仍作为第二类工业工地使用。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 31号)；环境保护

部印发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2016]第42号) 、《关于

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壤[2017]67号）以及

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国家、地方有关法规

要求，在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下，肩负企业责任、重点行业企业环

境污染强制责任，将土壤污染防治纳入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严格依法依规建设和

运营污染治理设施，确保重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所以在场地停产后仍需展开

土壤和地下水调查，查勘场地土壤是否已被污染，细化落实企业责任。 

因此，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特委托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场地

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圣泰环境公司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访谈和资

料收集，详细地了解场地的基本情况后，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案，并完成对

土壤及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和检测工作。根据样品检测结果数据，圣泰环境公司严

格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及《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等国家相关技术导则和标准的要求，编

制了场地环境现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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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本项目的调查任务是通过现场取样，获取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情况的信

息，判断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以及污染物的种类和污染程度，从而

确定场地污染的来源，为企业进行下一步工作提供数据支持，为环境管理部门的

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

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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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二厂地块，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二厂于 2006 年投入使用，是以研究开发先进医药及中间体技术为主的医药制造

企业。二厂厂区位于海门市瑞江路 576 号，生产产品为 L-高苯丙胺酸乙酯盐酸

盐，占地面积约为 74539m2。 

2.3 调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5）《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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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光集团有限公司生活附房七、附房十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 

2.4 调查评估内容与程序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本次场地

环境调查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前期准备阶段、取样监测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为研究国家和地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政策、

标准及相关规划，并对相关技术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进行收集分析，确定本次场

地环境调查的具体方法。 

取样监测阶段主要是依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论，依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调查系列技术文件（试行）》对重点区域的土壤、底泥、地下水和地表水进行取

样和检测，并依据相关标准进行评价，得出场地内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3 场地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1）地理位置 

海门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濒黄海，南倚长江，素有"江海门户"之称，与上

海隔江相望，被誉为"北上海"。市境位于北纬31°46'-32°09'，东经121°04'-121°

32'。境内地势平坦，沟河纵横，地表平均海拔4.96米（以废黄河为基准）。地势

呈西北略高、东南偏低，西部最高处海拔5.2米，东部最低处海拔2.5米，南北横

截面呈孤形，两头低，中间高。 

海门市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素有"江海门户"之称。海门，东濒黄海，与日

本、韩国隔海相望，距长崎、釜山等国际大港仅400海里；南倚长江，与上海的

直线距离仅60公里。海门，是长三角北翼联通上海的第一桥头堡，处于承南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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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枢纽位置。从海门出发，200公里范围内可覆盖上海、苏州、无锡等20多

个现代城市。全市土地面积1148.77平方公里。 

本次调查地块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二厂区地块，二厂于2006年投入使用，

是以研究开发先进医药及中间体技术为主的医药制造企业。位于海门市秀山东路

101号，厂区占地面积为74539m2，建筑面积7815m2，距海门市区直线距离约3公

里。 

3.2 场地历史、现状和未来规划 

（1）场地历史 

本场地情况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方式获得。在产时二

厂区：呈长方形，厂区占地面积为74539m2，建筑面积7815m2。厂区内大部分为

空地，建筑物为办公楼、丙类仓库、危化品库棚、生产车间、精烘包车间及配电。 

（2）场地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该场地自2014年停产后，厂区内主要设备已全部搬走，厂区

内厂房、车间、仓库以及办公楼仍在保留。 

（3）场地规划 

通过对相关人员访谈后获知该场地以前为农田，现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二厂地块企业用地，调查地块于2014年停产，现为停产状态，后拟将进行租售，但

用地类型不变，即仍作为第二类工业工地使用。 

3.3 相邻场地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慧聚药业二厂区东侧为同济医院和民生大药房，东侧为浦江路；北侧为秀山

东路，路北侧为三思羽绒服专卖厅；南侧为定海路，路南侧为鞋业公司，西侧为

瑞江路，路西侧为汽车修理厂。物流出口在秀山东路，路宽12m，柏油路面，人

流出口位于定海路，路宽12m，柏油路面，交通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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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总结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第一阶段现场

调查问卷/访谈表见附件）为主的识别阶段，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场地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

境调查，即现场采样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档案/记录查阅，问卷调查以及人员访问和现场勘察的方法

对场地的相关资料急性搜集整理。其中问卷调查法可以采取邮寄、电话、网络传

递等方式分别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在资料审阅中，注重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或过时的资料。根据专业

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信息。 

3.5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场地历史较久，涉及多种原料、产品及辅料，无法获取详细情况资

料，为降低检测因子偏差，对该场地采集的样品除了进行重金属检测，还要对其

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检测，以尽量降低场地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 

3.6 小结 

因此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为场地内的土壤和地下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与场

地的历史使用和现状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根据对已有资料的分析，

对污染物指标如重金属7种（六价铬、镍、铅、铜、镉，汞、砷）和有机污染物

（VOCs、SVOCs）进行检测，特征污染物应重点对项目涉及到的原辅料苯、甲

苯、乙酰氯、丙酮进行检测。 

在前期进行的工作基础上，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要求，下一步计划在疑似污染区采取合理布点和取样检测等措施，对该场地的污

染情况进行较科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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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现状调查 

4.1 场地环境调查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现场采样只进行了初步调查采样，目的是确定是否有污染

物，污染物的具体分布及污染程度。 

根据国家环保部《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4）》、《污染场地环境

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二次现场踏勘、场地污染识别阶段的结果，以

及场地水文地质勘探的情况，确定了本次调查的采样布点方案。 

按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的要求，采用分区布点法和

系统布点法相结合的方法布设采样点位。 

（1）平面布点 
按照《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土壤布点应遵循以下原则： 

1）优先选择布点区域内生产设施、罐槽、污染泄露点等疑似污染源所在位

置，地下水采样点应设置在疑似污染源所在位置（如生产设施、罐槽、污染泄露

点等）以及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且应优先选择污染源所在位置的土壤钻孔作

为地下水采样点。场地内共布设 16 个土壤采样点。 

2）同时在场地外设置土壤对照点、场地内设置地下水对照点。 

本项目将土壤对照点位（DZ01）选择在离场地东南方向 3km 处，该对照点

位于农田中，远离城区，受工业及人为活动影响较小，在采样实施过程中通过观

察发现，该对照点土层结构、粒径分布、颗粒组成、含水率等土壤基本性状与场

地内土壤较为相似，因此该土壤对照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3）为确定场地内地表水污染可能性，在池塘内采集了地表水及底泥样品。 

为确认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在场区共设置 6 个地下水监测井。 

（2）纵向布点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的规定“采样点垂直方向的

土壤采样深度可根据污染源的位置、迁移和地层结构以及水文地质等进行判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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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本方案采样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 

同时，在采样过程中使用快速检测设备如 XRF 及 PID 分别对样品的重金属

和总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快速测定，如果样品中污染物指标超过对照点较多时，进

行加密和加深取样。 

土壤样品检测项目：pH、VOCs、SVOCs 及砷、汞、镉、六价铬、铅、镍、

铜 7 种重金属指标。 

地下水样品检测项目：pH、VOCs、SVOCs 及砷、汞、镉、六价铬、铅、镍、

铜 7 种重金属指标。 

地表水样品检测项目：pH、VOCs、SVOCs 及砷、汞、镉、六价铬、铅、镍、

铜 7 种重金属指标。 

底泥样品检测项目：pH、VOCs、SVOCs 及砷、汞、镉、六价铬、铅、镍、

铜 7 种重金属指标。 

4.2 环境检测调查实施 

现场采样应准备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定位仪器、现场探测设备、调查信息记

录装备、监测井的建井材料、土壤和地下水取样设备、样品的保存装置和安全防

护设备等。 

现场定位采用手持式 GPS，现场测距采用手持式电子测距仪，地下水位测量

时采用水位仪，井口相对高程采用 RTK 进行测定。 

（1）土壤样品的采集 

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保证土壤在操作过程不被污染，受到的扰动小。本次

采样包括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主要使用美国进口Geoprobe专用土壤采样车采样，

人工配合采样。优点是：特有的直推方式能够取出原状土壤样品，具有连续土壤

取样的特性。 

（2）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具体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HJ/T 166-2004执行。装运前核对：在采样现

场样品必须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

装箱。运输中防损：运输过程中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沾污。对光敏感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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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避光外包装。样品交接：由专人将土壤样品送到实验室，送样者和接样者双

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交接单上签字确认，样品交接单由双方各存一份

备查。 

此次地下水取样用Geoprobe采用空心钻杆螺纹钻方法钻井，建简易井管取水

样，地下水主要采集含水层底部的水样，取样深度根据土壤取样时确认的含水层

深度决定，计划设置监测井深度6m，筛管长度4m，地下水井筛管深度设在地面

以下1-5m的位置。采集监测井水面下0.5m米深度水样，现场采样时会根据实际

情况判断。现场随机抽取部分点位的地下水样品作为密码平行样，以英文字母A、

B、C、D进行编码（正常土壤样以阿拉伯数字1、2、3、4进行编码）。密码平行

样与正常地下水样一并送实验室检测。密码平行样数量为样品总数的10%，此次

采样地下水密码平行样数量为1个。 

5 结果和评价 

5.1 地下水流向 

在场地中选择一个坚固易于找到并定位的地点作为测量相对高程起点。 

5.2 土壤和地下水评价标准 

（1）土壤和底泥的重金属及有机物优先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2）对于标准中未列出的但现场样品中检出的污染物，可采用风险评估的

方法，初步计算其风险控制值，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本项目场地地下水评价标准值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Ⅳ类标准，对于标准中未列出的但现场样品中检出的污染物，可采用风险评估

的方法，初步计算其风险控制值，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本次调查地表水中污染物筛选标准选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Ⅳ类标准，对于标准中未列出的但现场样品中检出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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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风险评估的方法，初步计算其风险控制值，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5.3 土壤、底泥和地下水、地表水检测结果 

土壤检测结果表明：重金属有多种检出，但都未超《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工业用

地类型的筛选值评价标准，有机物大部分都未检出，只有苯、甲苯、乙苯、异氟

尔酮、二苯并呋喃、咔唑、萘、2-甲基萘、苊烯、芴、菲、荧蒽、芘、苯并[a]

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有检出，苯、甲苯、乙苯、萘、

荧蒽、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及总石油烃都不超

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异氟尔酮、苊烯、二苯并呋喃、咔唑、2-甲基萘、苊烯、

芴、菲和芘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地下水样品 W1-W6 共 7 个样品（包含 1 个平行样）检测了 pH、重金属（含

六价铬）、VOCs、SVOCs。 

地下水样品的检测结果表明：地下水中重金属基本上在所有井位都有检出，

但是都未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分，

苯、乙苯、2-甲基苯酚和一溴二氯甲烷有检出，其中苯、乙苯有检出，但是没有

超出Ⅳ类标准值，2-甲基苯酚和一溴二氯甲烷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地表水样品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地表水中重金属只有铜和砷有检出，

但是都未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

分，仅有异佛尔酮有检出，异佛尔酮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6 结论和建议 

6.1 场地调查结论 

此次调查工作主要结论如下： 

（1）土壤和底泥：对所有土壤。底泥样品检测了 pH、7 种重金属（汞、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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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铅、铜、六价铬、镍），SVOCs、VOCs 和有机物全扫。 

重金属有多种检出，但都未超《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工业用地类型的筛选值评价

标准。有机物大部分都未检出，只有苯、甲苯、乙苯、异氟尔酮、二苯并呋喃、

咔唑、萘、2-甲基萘、苊烯、芴、菲、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有检出，苯、甲苯、乙苯、萘、荧蒽、苯并[a]蒽、䓛、

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标准值，异氟尔酮、苊烯、二苯

并呋喃、咔唑、2-甲基萘、苊烯、芴、菲和芘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异氟尔酮、苊烯、菲、荧蒽、芘的风险控制值。

暴露途径选择除饮用地下水以外的其他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

件推荐的默认参数，致癌风险值选择为 10-6，危害商为 1。经过计算，异氟尔酮、

苊烯、菲、荧蒽、芘的最大检出浓度都小于在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土壤样品中检出污染物与对照点土壤中检出污染物的浓度相比，并没有明显

上升的趋势，所以基本可以推断土壤没有受到污染。 

取样监测阶段，场地内共布设了 6 个地下水监测点，共采集 9 个地下水样品

（含平行样），均检测了 pH、重金属（汞、砷、镉、铅、铜、六价铬、镍）、VOCs、

SVOCs。 

地下水中重金属基本上在所有井位都有检出，但是都未超出《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分，苯、乙苯、2-甲基苯酚和一

溴二氯甲烷有检出，其中苯、乙苯有检出，但是没有超出Ⅳ类标准值，2-甲基苯

酚和一溴二氯甲烷在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 2-甲基苯酚和一溴二氯甲烷的风险控制值。暴

露途径选择地下水之内的所有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件推荐的

默认参数，致癌风险值选择为 10-6，危害商为 1。经过计算，2-甲基苯酚和一溴

二氯甲烷都未超过其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地下水样品中检出污染物与对照点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的浓度相比，并没有

明显上升的趋势，所以基本可以推断地下水没有受到污染。 

（3）地表水：取样监测阶段，场地内共布设了 1 个地表水监测点，共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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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地表水样品（含平行样），均检测了 pH、重金属（汞、砷、镉、铅、铜、六

价铬、镍）、VOCs、SVOCs。 

地表水中重金属只有铜和砷有检出，但是都未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Ⅳ类标准值，有机物部分，仅有异佛尔酮有检出，异佛尔酮在

该标准中未给出相关评价标准。 

采用健康风险评估的方式计算异佛尔酮的风险控制值。暴露途径选择地下

水之内的所有多种途径，污染物参数及场地参数选择软件推荐的默认参数，致癌

风险值选择为10-6，危害商为1。经过计算，样品检出最大浓度小于异佛尔酮基于

保护人体健康的非致癌风险下筛选值。 

以上结果表明：场地土壤、底泥、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没有污染物超过相关

评价标准，满足规划用地要求，无需进行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 

6.2 建议 

（1）此次调查评估结果表明土壤、底泥、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污染物浓度没

有超过筛选值标准，仅需要适当的风险管控，不需要进行修复。 

（2）地下水中砷、汞等污染物浓度较高，避免抽汲地下水用于绿化灌溉及

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其他用途。 

（3）定期进行监测，掌握地下水污染变化趋势，如果污染物浓度有进一步

升高趋势需要查明原因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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