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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xcel实现解析法在地下水环评工作中的应用 

——以天津地区某家具厂为例 

王磊 1，张慧鸣 1 

（1. 联合赤道环境评价有限公司，天津市 300422） 

 

摘要：本文运用地下水溶质运移解析法，在详细研究当地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对当地某家具厂非正常工况下

造成的地下水的影响进行评价分析。由预测结果可知，在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发生泄漏对厂区地下水的影响不

断扩散，随时间推移影响距离和影响范围变大。污染物超标范围不超出厂界，不会对厂界以外产生影响。运用解

析法可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支持，为研究区地下水环境评价和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地下水；解析法；环境影响评价 

 

1 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下水环境问题频频出现，地下水环境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地下水污染具有隐蔽性

及滞后性，地下水受污染后不易被发现或者显现危害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要求，二级和三级评价中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时可采用解析法[2]。本文针对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的

地下水三级评价，试采用解析法对项目造成的地下水影响进行评价分析。 

2 工作区概况 

2.1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本项目勘察资料和《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该场地埋深 22 米深度范围内，地层属第四系

全新统[3]。项目场地潜水含水层底界埋深在 19.0m 左右，潜水含水层主要岩性为淤泥质黏土、粉土、粉质粘土，

且较为连续及稳定。项目潜水含水层粒度较细，渗透性较差，地下水径流缓慢，根据区域环境水文地质图可知，

场地内潜水含水层富水性弱，根据抽水试验结果显示，该层地下水平均渗透系数 0.07m/d。 

场地内潜水主要靠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地表水体入渗。地下径流方向主要是自西向东。场地内地下水排泄

方式为潜水蒸发、侧向流出。本次调查工作中，在调查评价区内收集了 3 个地下水位监测点，并对监测井进行

了地下水水位的测量工作（以黄海高程计），根据监测结果计算出项目厂区内水力坡度约为 0.9‰。 

2.2 场地包气带特征 

场地内有大面积的人工填土层。包气带以黏性土为主，根据野外渗水试验成果，包气带的渗透系数为 9.72

×10-5cm/s，场地内包气带平均厚度范围为 1.05m 左右。根据天然包气带防污性能分级参照表，渗透系数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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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性能为中。 

3 污染物识别 

本项目场地中位于厂房西侧喷淋塔循环水箱位于半地下，水箱容量均为 18.375m3，循环水池做永久防水处

理。半地下的循环水箱发生泄漏不易发现，且临近西厂界，因此选取该处水箱进行预测。根据工程分析及相关

资料，选取循环水箱内含漆喷淋废水作为地下水潜在污染源，根据厂方资料，含漆喷淋废水内主要污染物为 COD

及二甲苯，COD 浓度按参考类似喷漆项目喷淋废水中浓度，COD 浓度为 4000mg/L，二甲苯经查阅相关资料，

选择 20℃时二甲苯在水中的最大浓度 0.11g/L 作为其浓度。各污染物的浓度及标准指数排序见下表。 

表 1 污染因子浓度统计表

 

注：（1）二甲苯评价标准 C0 取用自《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4]； 

（2）COD 评价标准 C0 取用自《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5]。 

根据各类污染因子的标准指数排序，循环水箱中的二甲苯的标准指数较大，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风险较大，

因此选取循环水箱的二甲苯作为本次评价的预测因子。 

4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考虑到地下水环境污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难恢复性，应遵循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为评价各方案

的环境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合理性提供依据，因此本次工作对建设项目可能对地下水水质产生的影响进行预

测。 

本次预测地下水污染源假定循环水箱泄漏后含漆喷淋废水直接进入含水层，从而对污染物在含水层中迁移

转化进行模拟计算。 

分析对周边影响的范围及程度，结合本项目各阶段工程分析，并结合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评价，选取合适

的评价方法，确定评价范围、识别预测时段和选取预测因子，对本项目进行地下水水质影响预测。 

根据本项目工程分析，在工程建设期间产生的废水产生量较小对地下水影响微弱，因此本项目对地下水影

响预测时段主要在于生产运行期阶段可能对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综合考虑污染源泄漏的时间和进入地下水的

途径，预测时段设定为 100 天，1000 天，10 年（循环水箱服务年限）。 

4.1 水文地质条件概化 

由于项目区域地下水流场变化幅度不大；根据地下水监测结果，项目场地内流场总体上为自西向东，由于

场地内潜水含水层下伏连续完成、隔水性能良好的粘土层，因此仅预测含水层污染物水平迁移状况，层间垂向

迁移忽略。 

并做如下假设：a）含水层等厚，含水介质均质、各向同性，隔水层基本水平；b）地下水流向总体上呈一

维稳定流状态。 

4.2 污染源概化 

本项目的循环水箱的面积相对于预测评价范围的面积要小的多，因此排放形式可以简化为点源。根据厂区

及区域已做工作可知，地下水流向自西向东呈一维流动，地下水位动态稳定。非正常状况下，循环水箱位于地

下，循环水发生跑、冒、滴、漏后较不易发现，由于厂方每天会对循环水箱进行点检，每周对水箱进行检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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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发生渗漏后 7 天内被发现。本次预测中最长的预测时间为 10 年，远大于非正常状况的持续时间，因此可以

将污染物看作瞬时污染，并且假设泄漏的污染物全部涌进入含水层。显然，这样概化的计算结果更加保守。因

此，污染物在潜水含水层中的迁移，可概化为瞬时注入示踪剂（平面瞬时点源）的一维稳定流动二维水动力弥

散问题。 

4.3 评价标准 

本次项目选取的污染物为二甲苯，项目附近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因此本次模拟中，二甲苯标准限值参

照《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当预测污染物浓度大于检出限时，表示地下水受到影响，以此计算超标距

离；当预测污染物浓度小于检出限时视同对地下水环境基本没有影响。由于在区域潜水含水层中二甲苯未检出；

在计算超标范围时不再叠加背景值计算超标范围。各指标具体情况见表。 

表 2  评价标准（mg/L） 

 

4.4 预测方法 

本次预测模拟计算，受到资料的限制，模拟过程未考虑污染物在含水层中的吸附、挥发、生物化学反应等，

且模型中所赋各项参数予以保守性考虑。这样选择的理由是：①一些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非常复杂，影响

因素除对流、弥散作用以外，还存在物理、化学、微生物等作用，这些作用常常会使污染浓度衰减，目前国际

上对这些作用参数的准确获取还存在着困难；②从保守性角度考虑，假设污染质在运移中不与含水层介质发生

反应，可以被认为是保守型污染质，只按保守型污染质来计算，即只考虑运移过程中的对流、弥散作用，这样

预测结果更加保守稳健，在国际上有很多用保守型污染质作为模拟因子的环境质量评价的成功实例；③保守型

考虑符合工程设计的思想。 

假设非正常状况下发生循环水箱废水泄漏情景。建设场地包气带土壤类型以粉质粘土为主，渗透系数较大，

当项目出现上述事故时，含有污染物的喷淋废水将直接进入含水层，从安全角度本次模拟计算忽略污染物在包

气带的运移过程，将污染物视为直接进入潜水含水层造成污染。 

根据厂区及区域已做工作可知，地下水流向自西向东呈一维流动，地下水位动态稳定，因此当发生非正常

状况时，污染物在浅层含水层中的迁移，可概化为瞬时注入示踪剂（平面瞬时点源）的一维稳定流动二维水动

力弥散问题，当取平行地下水流动的方向为 x 轴正方向时，污染物浓度分布模型如下： 

𝑪(𝒙,𝒚,𝒕) =
𝒎𝑴/𝑴

𝟒𝝅𝒏√𝑫𝑳𝑫𝑻𝒕
𝒆
−[
(𝒙−𝒖𝒕)𝟐

𝟒𝑫𝑳𝒕
+

𝒚𝟐

𝟒𝑫𝑻𝒕
]
 

式中： 

x，y：计算点处的位置坐标； 

t：时间，d； 

C(x，y，t)：t 时刻点 x，y 处的示踪剂浓度，g/L； 

M：含水层的厚度，m； 

mM：瞬时注入的示踪剂质量，kg； 

u：水流速度，m/d； 

n：有效孔隙度，无量纲； 

DL：纵向 x 方向的弥散系数，m2/d； 

DT：横向 y 方向的弥散系数，m2/d； 

π：圆周率。 

利用所选取的污染物迁移模型，能否取得对污染物迁移过程的合理预测，关键就在于模型参数的选取和确

定是否正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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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预测所用模型需要的主要参数有：含水层厚度 M；外泄污染物质量 mM；岩层的有效孔隙度 n；水流速

度 u；污染物纵向弥散系数 DL；污染物横向弥散系数 DT，这些参数可以由本次水文地质勘察及类比区域收集成

果资料来获得，下面就各参数的选取进行介绍。 

含水层的厚度 M 

工作区内地下水潜水含水层可概化为由淤泥质粘土、粉质粘土和粉土组成的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

将其概化为一个含水层。概化后的含水层厚度根据本次野外施工钻孔成井情况和以往水文地质资料选取。综上

所述评价的潜水含水层厚度选为 16.9m。 

假设泄漏的污染物质量 mM 

根据项目分析，本次评价主要污染源设定在循环水箱处，根据厂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循环水箱位于地下，

钢材结构，尺寸约为：3.5m×3.5m×1.5m。根据相关文献对类似突发情况的统计，考虑防渗层底及四壁部有 10%

的区域出现破损，并废水连续渗漏 7 天后被发现并进行修缮，根据类似项目，假设发生泄漏后，水槽内 10%的

循环废水泄露进入潜水含水层。假设项目在非正常状况下出现防渗层破损情况，废水渗漏量 3.5×3.5×1.5×10%

×1000=1837.5L。 

假定渗漏二甲苯概化为瞬时注入，因此项目在非正常状况下的渗漏源强见表 3。 

表 3  污染物泄漏量估算 

 

由于模拟预测的时间尺度较大，在模型计算中，将各类状况泄漏的污染物均看作瞬时污染，并且假设泄漏

的污染物全部通过包气带进入含水层。显然，这样概化的计算结果更加保守。 

含水层的平均有效孔隙度 n 

工作区地下水为以淤泥质粘土和粉质粘土为主的松散岩类孔隙水，综合分析本次土工试验数据，取有效孔

隙度 n 值为 0.07。 

水流速度 u 

本次预测取本次总计 2 组抽水试验计算得到的潜水含水层渗透系数 K=0.07m/d 作为评价区的含水层渗透

系数，工作区地下水水力坡度 I 根据保守原则按照工作成果绘制的流场图结合区域性资料得到，I 取 0.9‰。 

u=KI/n 

u= 0.0009m/d。  

纵向 x 方向的弥散系数 DL 

根据 Xu 和 Eckste I n 方程式确定弥散度 αm： 

αm=0.83（logLs）2.414 

式中：αm—弥散度； 

      Ls—污染物运移的距离，根据项目分析，以保守情况计算，取污染物的运移距离为 200m。 

按上式计算弥散度 αm=6.2m。 

项目的纵向弥散系数： 

DL=αm×u 

式中：DL—土层中的弥散系数（m2/d）； 

αm—弥散度（m）； 

      u—地下水流速度。 

按上式计算纵向弥散系数 DL= 0.0056m2/d。 

横向 y 方向的弥散系数 DT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取 DT/DL=0.4，因此可求得 DT=0.0022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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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预测结果 

将本次预测所用模型进行转换后可得： 

(𝒙 − 𝒖𝒕)𝟐

𝟒𝑫𝑳𝒕
+

𝒚𝟐

𝟒𝑫𝑻𝒕
= 𝒍𝒏 [

𝒎𝑴

𝟒𝝅𝒏 ∙ 𝑴 ∙ 𝑪(𝒙,𝒚,𝒕) ∙ √𝑫𝑳𝑫𝑻 ∙ 𝒕
] 

由上式可以看出，当污染物瞬时排放后，在一定的时间点，同浓度的等值线为一椭圆，即污染物以椭圆形

式扩散，椭圆的圆心随时间推移沿 x 轴移动。将已确定的参数代入预测模型公式中，便可求出含水层任何坐标、

任何时刻的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在非正常状况条件下对污染物的运移范围分别进行预测。 

将二甲苯泄漏量和其他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便可求出含水层不同位置、任何时刻的二甲苯的贡献浓度情况。

二甲苯随时间对地下水的影响见表 4。  

表 4  含水层中污染物运移情况结果汇总表 

 

由表 4 可知，当假设污染物发生泄露后，二甲苯区地下水的影响不断扩散，随时间推移影响距离和影响范

围变大，污染物二甲苯超标距离不超出厂界范围，污染物二甲苯在地下水中超标距离最大为 15.59m。 

将 100 天，1000 天，10 年时，二甲苯超标浓度（0.5mg/L）及影响浓度（0.0005mg/L）的污染羽绘于图 1 及

图 2，可知随时间增长，污染羽呈椭圆形扩散，x 方向扩散距离大于 y 方向扩散距离，且椭圆的圆心沿 x 轴即水

流方向移动，椭圆并不对称于 y 轴。 

 

图 1  非正常状况下不同时间点循环水箱二甲苯超标距离（0.5mg/L）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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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正常状况下不同时间点循环水箱二甲苯影响距离（0.0005mg/L）示意图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在非正常状况下预测结果可知，项目在发生非正常状况情形下，由于项目地下水含水

层污染物扩散能力较差，对周边地下水的影响会在一定时间内会持续影响，由预测结果可知，随时间推移影响

距离和影响范围变大，污染物二甲苯超标距离不超出厂界范围，在地下水中超标距离最大为 15.40m。但在采取

一定的环保措施后不会对项目区外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 

由于地下水资源的特殊性，一旦地下水受到污染，很难恢复。日常巡检过程中发现泄漏事故，必须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采用解析法快速分析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进一步的防治措施，对污染源防渗进行修复截

断污染源，阻隔污染途径，对已泄漏的污水进行截流抽出等手段，使得污染扩散得到有效抑制，最大限度地保

护地下水水质安全，并设置有效的地下水监控措施，使此状况下对周边地下水的影响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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