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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项目背景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是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

司，是以生产农用化学肥料为主的国家大型化工企业，其前身是江苏省新沂磷肥

厂、江苏恒盛化肥有限公司磷铵厂。公司筹建于 1970年 12月 16日，1990年搬

入现在的厂区，2008 年 2月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神农科

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新沂市，新安西路以南，新戴河以北，

新沂市恒源化工有限公司以西，占地面积近 300亩。按照《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地块规划后期将作为居

住用地开发利用。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因长期受到工业生产活动影响，土壤及

地下水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根据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

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实验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在结

束原有生产经营活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原址土地和地下水进行监

测分析和评价，并依据监测评价报告确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环境保护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11月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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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知规

定对已关停并转、破产或搬迁的工业企业原场地采取出让方式重新供地的，应当

在土地出让前完成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 年 8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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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通知明确了原从事化工、农药、石化、医药、金属冶炼、铅蓄电池、皮革、金

属表面处理、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及其他可能造成

场地污染的工业企业，场地在开发利用前，污染责任人或场地使用权人应委托专

业机构对受污染场地开展环境调查工作，需进行风险评估的，污染责任人或场地

使用权人应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工作。2016年 5月 28日，国务

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提出“全面强化监管执法。

明确监管重点。重点监测土壤中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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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等有机污染物，重点监管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

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以及产粮（油）大县、地级以上城市建成

区等区域”。

因此，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6年 03月委托江苏测润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对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

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该场地及临近地区土地利用历史

及现状进行了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并根据

所掌握的资料信息、国家有关技术导则制定了场地调查方案，根据调查方案对场

地的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判断场地所受污染情况，提出

场地环境调查的结论，并根据分析数据、场地后期利用规划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

估，进一步提出修复管理等工作建议，编制完成《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

役厂区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

1.2 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目的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0年，1990年搬入现在的厂区。厂区

内有 1995年建成的年产 3万吨磷酸一铵生产装置、1995年建成的年产 6万吨硫

酸生产装置、2003年建成的年产 10万吨硫基复合肥生产装置和 2002年建成的

年产 5万吨复合肥生产装置的企业。涉及的主要原辅材料包括：磷酸一铵、尿素、

氯化铵、氯化钾、液氨、硫酸铵、硫磺、硫铁矿、磷矿石、硫酸、烘干煤、絮凝

剂等。由于企业在原生产工艺中使用了大量化学产品，可能对土壤、地下水等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并可能危害到人体的健康。为保障人体健康和维护正常的生产

建设活动，防止场地用途变化带来新的环境问题，需要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将按照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相关技术导则《场地

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

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2014年 11月）的要求，并借鉴美

国 EPA场地环境评价相关的技术导则和标准，通过全过程场地环境调查、污染

识别、样品取样调查及风险评估，确定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土壤、地下水

污染类型、主要污染物及其分布规律，确定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及范

围；并通过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确定基于住宅类敏感用地的风险水平，提出这种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5.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5.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6.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8.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9.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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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方式下基于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目标值，明确需要修复的土

壤、地下水范围和数量，为后期开展场地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场地调查与修复的经验表明，准确详实的场地调查评估能够为后期的修复治

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筛选针对性较强的修复方案。同时还能够明确修复

区域的边界和深度，正确估算场地修复的工程量，为后期的治理修复节约资金、

时间和人力成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3 调查范围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范围为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整个厂区内的土壤和

地下水，包括其生产车间、库房、矿石原料堆放场地、污水池，以及紧邻厂区南

侧的新戴河。具体调查范围见图 1-1红线范围内：

1.4 调查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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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目前国内及国际上场地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调查。对场地调查

中从现场调查采样、样品保存运输、样品分析到风险评估等一系列过程进行严格

的质量控制，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在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时要综合考虑调查方法、调查时间、调查经费以及现场

条件等客观因素，保证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5 编制依据

1.5.1 法律、法规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编制依据法律法规见表 1-1。

表 1-1 调查报告编制依据表（法律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编号 文件来源 实施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国家主席令第 9 号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
2015.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国家主席令第 87 号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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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国家主席令第 31 号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修订
2005.0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国家主席令第 31号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2016.01

5 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江苏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29号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09.09

6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号
国家环保总局第十

四次局务会议
2005.10

7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部 —

8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办【2004】47号 国家环保总局 2004.0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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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部等

四部委
2012.11

10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环发【2008】48号 环境保护部 2008.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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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 2013.01

12
关于加强我省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

利用环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环办〔2013〕157号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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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08

14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
十条”) 国发〔2016〕31号 国务院 2016.05

1.5.2 技术导则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编制技术导则、标准及技术规范见表 1-2。

表 1-2 调查报告编制依据表（技术导则及技术规范）

序号 文件名称 编号或文件来源

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4

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2-2014

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4

4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4-2014

5 污染场地术语 HJ 682-2014

6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环境保护部，2014.11

7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15618-1995

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

9 地表水质量标准 GB3838-2002

10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二次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部

1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部

12 Regional Screening Level(RSL) Summary Table May 2013 美国地区通用筛选值

13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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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2004

15 地下水污染地质调查评价规范 DD2008-01

16 水文地质钻探规程 DZ-T 0148-1994

17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

18 Guid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Phase
Ⅱ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Process ASTM E1903-97

19 Practice for Soil Investigation and Sampling by Auger Borings ASTM D1452-00

20 Practic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 Phase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Process ASTM E1527-00

1.5.3 项目有关支持文件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方案》

 《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场地地质勘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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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作流程

 第一阶段—污染识别与责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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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污染识别

及环境责任明确阶段。通过调查退役厂区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使用、生产车间

布置、工业固废等情况，定性分析污染环节、污染因子和污染区域。

 第二阶段—采样分析与污染确认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

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

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污染场

地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

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

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

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

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

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

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

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

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风险评估与治理措施

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根据

监测结果，全面、详细评价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并提出治理目标，推荐治理方

案，为进一步场地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本项目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流程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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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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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概况

2.1自然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新沂市，新安西路以南，新戴河以北，

东侧毗邻新沂市恒源化工有限公司，占地面积近 300亩。地理位置见图 2-1。

图 2-1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地理位置图

2.1.2 地质、地貌

新沂市位于江苏省北部，苏鲁两省交界处，东经 117°59′—118°39′，北纬

34°06′—34°26′，东靠沭阳、东海，南隔新沂河、骆马湖，西邻徐州，北接山东

郯城，是江苏的正“北大门”。

新沂市位于沂蒙山系南缘，属于沂沭河冲击平原，地貌以平原为主，丘陵次

之，水域面积较少，海拔一般在 15—30m之间。总的地貌特点东北高、西南低，

由高及低呈现出丘陵—岗地—倾斜平原的规律性分布。上部为粘土，中部为砂土，

地耐力一般为≥20t/㎡，地下水位 1-7m，含水层深 80m，最深 120m。

新沂市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地台与扬子地台交界处，地表为第四纪覆盖，局

部地区有晚白垩纪基岩裸露。中国东部最大的断裂带—郯庐断裂穿越市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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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区分成不同地质特征的两个Ⅲ级构造单元。其西侧为华北地台鲁西隆起构造

带，东侧为扬子地台东北部边缘地带的鲁东古陆区隆起区，称为连云港—嘉山隆

起带，中间为宽 22—30㎞的郯庐隆起带。不同构造单元及不同的地质构造发展

史决定了新沂市东西两部分矿产资源的生成及分布不同。

本场地位于新沂市的北部，沂河、沭河冲击平原之上，地势低平，地面标高

28.0m（黄海高程系）左右。土质主要为粘土、砂土等，根据区域地质资料，近

期未发现有断裂活动活动迹象，场地区域地质稳定性较好。

2.1.3 场地地层分布

根据 1989年 11月 15日江苏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三分队的地质钻探报告,

该地区地层为上更新系(Q3),岩性及厚度稳定对应性较好,场地无活动性断裂及区

域性断裂通过,砂层不会出现液化现象,各层土质描述如下:

粘土:0—2.7m,含钙质结核亚粘土，（R）=20T/m2；

中砂:2.7m—4.45m,含钙质结核亚粘土，(R)=22T/m2

亚粘土:4.45m—6.68m,含钙质结核亚粘土，(R)=22T/m2；

中砂土:6.68m—14.14m,含钙质结核亚粘土，(R)=20T/m2；

粘土:14.14m—16.30m,含钙质结核亚粘土，(R)=20T/m2。

2.1.4 水文状况

新沂市属淮河流域，沂、沭、泗水系，主要有两大流域性河流（新沂河与老

沭河）贯穿全境，淋头河、墨河、新戴河、沂北干渠和京杭运河等中小河流纵横

交错。水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可利用水资源总量达 18.9亿 m³，其中，地表水 3.1

亿 m³，地下水 1.8 亿 m³，过境水和骆马湖可调用水 14亿 m³。以及众多的桥、

涵、渠、闸等水利设施，初步形成具有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多功能的河、

湖、库相连的水网系统。与本场地有关的河流为新戴河。

该地区地下水有两种类型，即第四纪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潜水地下水流

向由南而北。第四纪孔隙潜水在第四系颗粒较粗的地层中较为丰富，基岩地下水

赋存于岩石裂隙中，其埋深在 30m以下，富水程度受到岩性及构造控制，不同

地区差别较大。

2.1.5 气候、气象

新沂市位于中纬度地带，场地所在区域属于北温带季风气候，具有海洋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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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过渡性气候特点，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夏季多雨且雨量充足，冬季寒潮频袭。

多年平均气温 13.7℃，年极端最低气温在一月份，平均气温-15.8—-6.1℃，年极

端最高气温在七月份，平均气温在 35.3—39.9℃。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年平

均风速 3.4m/s，最大风速 18m/s。多年平均降水量 904.4㎜，降水量多集中在 7—9

三个月中。气候的年季变化较大，灾害性天气比较频繁，主要气象灾害有寒潮、

霜冻、旱、涝、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表 2-1 主要气候特征

编号 项目 数值及单位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13.7℃

极端最高温度 39.9℃

极端最低温度 -22.4℃

2 风速

常年主导风向 东北风

年平均风速 3.2m/s

最大风速 18m/s

3 气压

年平均大气压 1013.9mb

最高气压 1042.9mb

最低气压 987.7mb

4 空气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 72%

月平均最高相对湿度 88%

月平均最低相对湿度 43%

5 降雨量

年平均降水量 904.4mm

年最高降水量 1358.0mm

年最低降雨量 487.3mm

月最大降雨量 565.5mm

日最大降水量 176.5mm

最大连续降水天数及

降水量
15 天/387.7mm

6 降雪量
最大积雪厚度 200㎜

土壤最大冻结深度 250㎜

7 水位 最高供水水位 2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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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 数值及单位

最低供水水位 26.5m

平均水位 26.8m

2.1.6 生物多样性

新沂地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区南端，毗邻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区，植

物资源丰富。境内植物资源 136科 389属 614种。树木类有柳、杨、桑、槐、榆、

松、柏等 150种；药材类有半夏、何首乌、车前草、茵陈、白芍等 200余种；草

类有芦、蒲、三方草、抓秧草、稗、白毛草等近百种；粮食作物有三麦、水稻、

玉米、高粱等；油料作物有油菜、大豆、芝麻、花生等；果树类有杏、桃、梨、

苹果、柿子、枣等。

新沂畜禽饲养业较发达，人工饲养的畜兽类有：黄牛、水牛、波尔山羊、绵

羊、三元杂交猪、苏太猪、驴、马、骡、兔、水貂、狐狸等，饲养的家禽有良种

鸡、鸭、鹅、肉鸽、鹌鹑等；饲养的观赏鸟类有：画眉、鹦鹉、八哥、黄雀、孔

雀等；水生饲养的鱼类有鲤、鲫、鲢、鳊、蟹、虾、鳖、泥鳅、黄鳝等。

建国前，境内尚有虎、狼、獾狗等野生动物，后绝迹。现境内野生动物尚有

哺乳类的狐狸、黄鼠狼、家鼠、蝙蝠等；爬行类的动物有蛇、壁虎、蜥蜴等；两

栖类动物有青蛙、蟾蜍等；软体动物有蜗牛、蚌、螺等；环节动物有蚯蚓、水蛭

等；节肢动物有蟹、虾、螳螂、蚂蚁等；鱼类有鲤、鲫、鲢、鲶、钢针、银鱼、

草鱼、鳊、泥鳅、黄鳝等；鸟类有麻雀、鹰、乌鸦、喜鹊、燕子、啄木鸟、猫头

鹰、斑鸠、布谷鸟等。

2.2 区域社会环境概况

新沂地处苏鲁两省交界，是江苏的北大门，东陇海产业带中心城市，全国县

级市中为数不多的交通枢纽。全市总面积 1616km2，下辖 13个镇、4个街道办事

处、2个开发区，截至 2014年末，新沂常驻人口 90.77万人，城区人口 31.54万

人。1949年建新安县，1952年更名为新沂县，1990年撤县设市，1998年国务院

批准了新沂的中等城市规划。省委、省政府先后将新沂定位为“苏鲁接壤地区新

兴的交通枢纽和商贸旅游中心、江苏新兴工业城市”，苏北唯一的“三级一类中心

城市”，东陇海线上第三大城市、第三大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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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区位优越，交通便捷，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在这里形成“三纵

三横”的交通网络布局。新沂工业基础扎实，2014年，新沂工业形成了精细化工、

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新型能源五大产业体系为主导的多元化工业集

群。截至 2014 年，新沂有学校 137 所，其中普通中学 36 所，职业中专学校 2

所，小学 97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教师进修校 1所。截至 2014年，新沂拥有

国家 A级风景区 5个，全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4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3.3%；

国内旅游收入 10亿元，增长 17.7 %。

2.3 场地周边概况

经现场踏勘，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周边主要有新庄、段庄村

和新安镇等住宅用地、新沂市新安镇墨河小学、墨河农贸市场、新戴河、农田 、

铁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

2.3.1 相邻场地概况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相邻场地信息见表 2-2，相邻场地现况图片及场

地情况介绍见表 2-3。

2.3.2 敏感目标

经现场踏勘，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周边环境主要敏感受体包

括新沂市新安镇墨河小学、新庄、新安镇、段庄村，具体见表 2-4和图 2-3。

表 2-4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周围敏感目标信息

敏感目标 相对位置 与场地最近距离 备注

新沂市新安镇墨河小学 NW 950m 在校学生 486人

新庄 N 30m 约 700户，2800人

段庄村 S 330m 约 400户，1600人

新安镇 NW 150m 约 577户，2311人

2.4 场地利用的规划

依据《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本场地规划用地性质主要为“居

住用地”，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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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

本场地规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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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资料分析

为切实做好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

工作，调查单位在项目开始初期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和现场踏勘，制定了详细

的调查采样计划，明确调查工作内容及步骤，确保调查工作的有序进行。

本次调查收集资料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

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场地所在区域（及其周边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规

划文件、场地的历史影像资料等。根据前期厂商提供的资料，作以下具体分析：

3.1 厂区平面布置

本次调查区域为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厂区平面布置以及车

间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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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厂区生产工艺及特征污染物情况

3.2.1 生产工艺流程

厂区内有 1995年建成的年产 3万吨磷酸一铵生产装置、1995年建成的年产

6万吨硫酸生产装置、2002年建成的年产 5万吨复合肥生产装置和 2003年建成

的年产 10万吨硫基复合肥生产装置。目前只有年产 5万吨复合肥生产装置在生

产，其余三套装置由于磷矿石、硫铁矿资源紧缺、运输成本高，建成后几乎处

于停产状态。

（1）目前在生产的年产 5万吨复合肥生产装置

主要产品：15-15-15等氮、磷、钾高浓度复合肥。

生产工艺：氨酸或蒸汽造粒法生产，单烘单冷生产工艺。

主要原料：磷酸一铵、尿素、氯化铵、氯化钾、液氨、硫酸铵。

辅助原料：高级细粘土、防结块剂、烘干煤、硫酸。

图 3-2 复合肥生产工艺流程图

（2）已停产的年产 6万吨硫酸生产装置

主要产品：93%或 98%工业硫酸。

生产工艺：沸腾焙烧、封闭酸洗净化、二转二吸工艺流程。

主要原料：硫磺、硫铁矿。

辅助原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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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硫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3）已停产的年产 10万吨硫基复合肥生产装置

主要产品：13-17-15硫基复合肥。

生产工艺：氯化钾转化、磷酸氢钾液管反喷浆造粒工艺流程。

主要原料：磷矿石、氯化钾、硫酸、液氨。

辅助原料：蒸汽、絮凝剂、煤、水。

图 3-4 硫基复合肥生产工艺流程图

（4）已停产的年产 3万吨磷酸一铵生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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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55%磷酸一铵。

生产工艺：磷矿石萃取、过滤、浓缩喷浆造粒工艺流程。

主要原料：磷矿石、硫酸、液氨。

辅助原料：蒸汽、絮凝剂、煤、水。

图 3-5 磷酸一铵生产工艺流程图

3.2.2 主要产污环节

根据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复合肥、硫酸、硫基复合肥以及磷酸

一铵的生产工艺以及原辅材料分析，得出该厂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以

下污染：

（1）复合肥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有：

废气：锅炉烟气含 SO2、NOx以及生产工序中产生的粉尘和 NH3；

固废：锅炉燃烧产生的煤渣、脱硫除尘沉渣；

噪声：各种造粒机、破粒机等产生，噪声值在 85-100dB(A)。

（2）硫酸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有：

废气：SO2、极少量的 SO3和酸雾；

废水：有毒酸性废水废液；

固废：硫铁矿生产产生的含 Fe2O3和 SiO2的矿渣，及酸泥。

（3）硫基复合肥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有：

废气：尾气中的 HCl、NH3、SO2以及造粒和冷却段产生的粉尘。

（4）磷酸一铵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有：

废气：由于磷矿和磷酸中含 F，导致生产过程产生含 F气体，另外有 NH3、

P2O5气体，尾气中还含有 SO2；

废水：主要为磷酸浓缩过程中产生的含 F、P2O5的污水，以及冲洗滤布、

地坪产生的含 P2O5、CaSO4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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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生产废渣—磷石膏。

3.2.3 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表 3-1 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材料名称 理化性质

磷酸一铵

磷酸一铵又称磷酸二氢铵，是一种白色的晶体，化学式为 NH4H2PO4。

在空气中稳定，微溶于乙醇，不溶于丙酮，水溶液呈酸性，pH值为 4.3。

常温下( 20℃)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37.4g，相对密度 1.80，熔点 190℃，折

光率 1.525。加热会分解成偏磷酸铵（NH4PO3），可用氨水和磷酸反应

制成，主要用作肥料和木材、纸张、织物的防火剂，也用于制药和动物

饲料添加剂。

尿素

尿素又称碳酰胺，是由碳、氮、氧、氢组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白色

晶体，工业或农业品为白色略带微红色固体颗粒，无臭无味。含氮量约

为 46.67%，密度 1.335g/cm3，熔点 132.7℃，溶于水、甲醛、液态氨和

醇，难溶于乙醚、氯仿，呈弱碱性，可与酸作用生成盐，有水解作用，

在高温下可进行缩合反应，生成缩二脲、缩三脲和三聚氰酸，加热至

160℃分解，产生氨气同时变为异氰酸。

氯化铵

无色晶体或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味咸、凉、有引湿性。在水中易溶，

在乙醇中微溶，水溶液呈弱酸性，加热时酸性增强。对黑色金属和其它

金属有腐蚀性，特别对铜腐蚀更大，对生铁无腐蚀作用。其相对密度

1.5274，折光率 1.642。低毒，半数致死量（大鼠，经口）1650mg/kg，

有刺激性。

氯化钾

一种无色细长菱形或成一立方晶体，或白色结晶小颗粒粉末，无臭、味

咸，易溶于水、醚、甘油及碱类，微溶于乙醇，但不溶于无水乙醇，有

吸湿性，易结块。口服过量氯化钾有毒，半数致死量约为 2500 mg/kg，

静脉注射的半数致死量约为 100 mg/kg，高剂量会导致心脏停跳和猝死。

液氨

一种无色液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易溶于水，溶于水后呈碱性的碱性

溶液。液氨具有腐蚀性且容易挥发，进入人体后会阻碍三羧酸循环，降

低细胞色素氧化酶的作用，致使脑氨增加，可产生神经毒作用。高浓度

氨可引起组织溶解坏死作用。轻度吸入氨中毒表现有鼻炎、咽炎、气管

炎、支气管炎。患者有咽灼痛、咳嗽、咳痰或咯血、胸闷和胸骨后疼痛

等。严重吸入中毒可出现喉头水肿、声门狭窄以及呼吸道粘膜脱落，可

造成气管阻塞，引起窒息。吸入高浓度可直接影响肺毛细血管通透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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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理化性质

引起肺水肿。

硫酸铵

无色结晶或白色颗粒，无气味，280℃以上分解。水中溶解度：0℃时

70.6g，100℃时 103.8g。不溶于乙醇和丙酮。0.1mol/L 水溶液的 pH 为

5.5。相对密度 1.77。折光率 1.521。硫酸铵主要用作肥料，适用于各种

土壤和作物。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等途径侵入人体，对眼睛、

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长期使用会使土壤出现酸化板结现象。

硫酸

按纯度不同，外形为无色至棕色油状液体，含量在 98.3%时比重最大

（1.834），熔点 10.49℃，沸点 330℃，腐蚀性与吸水性极强。遇水强

烈放热，不可将水注入浓酸中，会使有机物碳化。其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和氧化性，故需谨慎使用。

防结块剂

又称流散剂，米黄色膏体或白色粉末，易溶于水，能防止粉末涂料结块、

涂层及塑料薄膜粘连如聚氯乙烯薄膜加入 1%酰胺蜡，具用效好的防粘

连性。常用的防结块剂有亚铁氰化钾、硅铝酸钠、二氧化硅等。其中，

吸入亚铁氰化钾会引起咳嗽、气短，大量口服引起胃肠不适，中毒时肾

脏受损害，尿糖大量增加。

絮凝剂

絮凝剂可分为无机絮凝剂和有机絮凝剂两类。无机絮凝剂包括硫酸铝、

氯化铝、硫酸铁、氯化铁等，有机絮凝剂有不少品种。有机絮凝剂是含

有大量活性基团的高分子有机物，主要有三大类：①以天然的高分子有

机物为基础，经过化学处理增加它的活性基团含量而制成；②用现代的

有机化工方法合成的聚丙烯酰胺系列产品；③用天然原料和聚丙烯酰胺

接枝(或共聚)制成。大多数有机高分子絮凝剂本身或其水解、降解产物

有毒，且合成用丙烯酰胺单体有毒，能麻醉人的中枢神经，应用领域受

到一定限制，迫使絮凝剂向廉价实用、无毒高效的方向发展。

煤

煤主要由碳、氢、氧、氮、硫和磷等元素组成，煤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烟

气、尘粒可形成环境污染。煤中硫是最有害的化学成分，煤燃烧时，其

中硫生成 SO2，腐蚀金属设备，污染环境。

硫磺

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有特殊臭味。分子量为 32.06，蒸汽压是 0.13kPa，

闪点为 207℃，熔点为 119℃，沸点为 444.6℃，相对密度为 2.0。硫磺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醚，易溶于二硫化碳。作为易燃固体，硫磺主

要用于制造染料、农药、火柴、火药、橡胶、人造丝等。硫磺是无机农

药中的一个重要品种。硫磺燃烧时发出青色火焰，伴随燃烧产生二氧化

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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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理化性质

硫磺可由硫铁矿制得，工业硫磺用于制造硫酸等，其中含有少量钙、铁、

铝、镁和微量硒、碲等元素，很可能含有重金属砷、铅、汞。

硫铁矿

黄色立方晶体，熔点：1171℃，密度：5.0g/cm3。室温下为非活性物质，

温度升高后变得活泼，在空气中氧化成三氧化二铁和二氧化硫主要用于

接触法制造硫酸。

硫铁矿易于氧化成赤铁矿、褐铁矿，含有硫、铁、钼、铜、铅和锌等多

种成矿元素。

磷矿石

磷矿石多产于沉积岩，矿物中的磷总是以正磷酸盐形态存在，磷的主要

矿物为磷灰石。磷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工

业用磷必须大量从磷矿中提取，用于制造黄磷、赤磷、磷酸、磷肥、磷

酸盐。

磷矿石是磷化工产业的主要原料，含有锰、铜、锌、铬、镉等元素。

磷石膏

磷石膏一般呈粉状，外观一般是灰白、灰黄、浅绿等色，还含有有机磷、

硫氟类化合物，其中所含的次要成分随磷矿石产地不同而各异，一般都

含有岩石成分 Ca、Mg的磷酸盐及硅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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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 现场踏勘

2016年 3月 30日，项目组进入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对现场

进行踏勘，调查人员对场地进行了详细的踏勘记录，重点记录可疑区域、可疑

对象，包括原料库、生产厂房、污水池、污染痕迹、异常气味等。通过调查人

员的现场踏勘，对场地的情况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现场踏勘信息具体汇总如

下：

 厂区大门完好，有专职人员看守，厂区围墙完好；

 厂区内道路、地面主要为混凝土硬化地面，保存完好，车间、仓库、办

公楼等主要建筑物保存完好、内部地面均为混凝土硬化地面；

 磷酸一铵生产线和硫酸生产线已经停产，各生产车间内部及外侧的生产

设备、运行框架、管道等均已锈蚀，并在地面脱落大量金属废屑。复合

肥生产线正常运行，生产设备和框架保存完好，原料库周围厂房和地面

均布满白色生产灰分；

 厂区内磷矿石原堆放场地、红渣原堆放场地、硫铁矿硫磺原堆放场地、

磷石膏原堆放场地目前仍堆放大量停产前未使用完的白色、黑色、黄色

等不同的矿石原料和生产矿渣，且堆放场地地面已完全被矿渣覆盖，部

分区域达 40㎝厚；

 复合肥生产线车间办公室南侧空地散落着原料桶，以及废旧金属设备零

件；

 厂区内原有沉淀池、污水池均为混凝土结构，保存完好，池内有黑色废

水和黄色粘稠状废液残留；

 硫酸生产线区域部分地面有大片积水漫溢，积水呈绿色和黄色。厂区车

间周围排水沟均为砖混结构，复合肥生产线中部道路旁的排水沟内有少

量绿色积水。除尘室东侧地面有少量绿色积水和淤泥；

 磷石膏堆放场地弥漫一股酸性刺鼻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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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员访谈

为充分了解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的场地环境影响，判断场

地污染情况，项目组成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制定《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场地环境调查问卷》，对场地业主、厂区雇员以及邻近居民进行了访问调

查。

通过对原厂区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现将收集信息汇总如下：

（1）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现厂区于 1990年开始投入生产，2014年

正式停产，厂区占地面积近 300亩。场地东侧紧邻恒源化工有限公司，西侧为

农田，南侧为新戴河，北侧为工业用地，有汽车修理厂、车床加工厂、电子厂

等，并有零星商铺分布。

（2）场地内目前多处堆放了矿石原料和生产矿渣，均为厂区停产前未使用

完的生产材料。经厂区负责人介绍，其中，磷矿石原堆放场地北侧堆放的黄色

矿渣为生产硫酸使用的主要原料—硫铁矿、硫磺；红渣原堆放场地的黑色矿渣

为硫酸生产原料—硫铁矿经燃烧后的残渣，部分黄色物质为其氧化后的状态；

磷酸一铵生产线上物料输送房内堆放的大量白色物质为磷酸铵。

（3）通过对厂区负责人访问调查，企业历史上未曾发生火灾、化学品泄漏、

爆炸或意外排放等事件，未曾发生空气、废水、噪音等环境污染事件。

（4）场地内和场地周边 1公里半径内地下水不作饮用水源。

（5）场地钻孔采样工作不存在地下水管网和储藏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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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阶段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第一阶段收集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对江苏恒盛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的历史演变、污染源头、场地现状等问题有了客观的认

识。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及分析主要如下：

（1）厂区围墙完好，厂区内道路、车间地面均为混凝土硬化地面，建筑物、

构筑物均保存完好，可以较易识别污染发生区域，这为第二阶段采样布点提供

了很好的依据。

（2）根据分析企业生产工艺和产污环节，厂区主要有 4条生产线：复合肥

生产线、硫酸生产线、硫基复合肥生产线、磷酸一铵生产线，涉及的主要污染

物有：酸碱废水、硫酸盐、磷酸盐、硝酸盐等，以及企业所使用的矿物中含有

的重金属。与场地相邻的东侧化工企业生产涉及到有机化学品，可能会对恒盛

生物化工场地造成污染。

（3）厂区内磷矿石原堆放场地、红渣原堆放场地、硫铁矿硫磺原堆放场地、

磷石膏原堆放场地地面被矿渣覆盖，第二阶段调查时应对该部分区域适当取样

分析，判断物质性质。

（4）复合肥生产线车间办公室南侧空地散落着原料桶和废旧金属设备零

件，中部排水沟内有少量绿色积水，除尘室东侧地面有少量绿色积水和淤泥。

硫酸生产线区域部分地面有黄色和绿色积水漫溢。

（5）厂区内污水池、沉淀池、排水沟均采用砖混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防止污染物下渗的作用。

因此通过第一阶段调查分析，有必要对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

区场地开展第二阶段的采样监测分析，对场地土壤、地下水进行系统监测分析，

分析指标以 pH、重金属、硫酸盐、磷酸盐、硝酸盐、氨氮、氯化物等无机指标

为主，选取部分样品，尤其是场地东侧与其他化工企业相邻的区域分析 VOCs、

SVOCs，对地面有油污痕迹的区域样品分析石油烃（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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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步采样调查方案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及相关人员访谈、场地土层观察结果以

及对该地块场地初步调查结果，进行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布点取样等方案的制定。

6.1 布点依据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

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土壤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二次征求意见稿）和《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

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并结合潜在污染区域和潜在

污染物的识别结果，对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进行布点采样监测。

6.2 布点原则

6.2.1 土壤监测布点原则

（1）由于场地建筑、构筑物均保留完整，各功能区易识别，根据原场地使

用功能和污染特征，选择可能污染较重生产区，作为土壤污染物识别的重点监测

区域，空地及办公区作为一般监测区域。

（2）重点监测区域点位选择有明显污染的部位，如生产车间、污水管线、

污水处理池、废弃物堆放处等；一般监测区域选择地块中间区域，点位在整个地

块面积与布点数量平均分布。

（3）监测点位的数量与采样深度根据场地面积、污染类型及不同使用功能

区域等调查结论确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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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

虑污染物迁移情况、构筑物及管线破损情况、土壤分层性质等因素确定。采样深

度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每间隔 1m取一个样，具体间隔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调整。根据现场采样情况确定深层土壤的采样深度，最大深度至现场快速分辨

仪器及感官判断未受污染的深度为止。

6.2.2 地下水布点原则

（1）对于地下水流向及地下水位，结合环境调查结论间隔一定距离按三角

形或四边形至少布置 3～4 个点位监测判断。

（2）地下水监测点位沿地下水流向布设，在地下水流向上游、地下水可能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5.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6.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6.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jcgfffbz/201402/t20140226_2683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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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较严重区域和地下水流向下游分别布设监测点位。确定地下水污染程度和污

染范围时，参照详细监测阶段土壤的监测点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在污染较

重区域加密布点。

（3）根据监测目的、所处含水层类型及其埋深和相对厚度来确定监测井的

深度，且不穿透浅层地下水底板。地下水监测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要有良好

止水性。

（4）监测井深度大于地下水位 2m，采样深度在监测井水面下 0.5m以下。

6.2.3 地表水布点原则

为考察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对厂区南侧新戴河水质是否存

在影响，对新戴河水域进行采样。

6.2.4 场地残余废渣布点原则

根据前期场地调查结果对场地上堆放的矿物、废渣直接采样。

6.3 调查方案

6.3.1 采样布点方案

根据现场踏勘、对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资料分析及对厂区原负责人、

生产员工、周边群众的访谈，基本确定了原有生产项目的主要产品种类、生产规

模、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及主要生产装置的位置等情况。由于场地内原矿石堆场

空旷、面积较大且边界难以确定等因素，对于这种类型的区域采用系统布点法先

对场地进行初步采样分析，以明确污染位置。由于厂区有磷矿石原堆放场地、红

渣原堆放场地、硫铁矿硫磺原堆放场地、磷石膏原堆放场地等多个渣场分布，对

于局部小面积堆放区域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布土壤采样点。对生产区域，由于原

料库、生产车间、仓库等各建构筑物保存完好，潜在污染区域易识别，因此采用

系统布点加专业判断布点的方法，在考虑到均匀布点的前提下同时采样点布设在

易产生污染的区域。

在前期踏勘过程中，发现磷矿石原堆放场地、红渣原堆放场地、硫铁矿硫磺

原堆放场地、磷石膏原堆放场地地表被矿渣覆盖，对其进行取样分析。

在场地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轴向上，每个方向距离场地约 1000 米处布设 1

个土壤采样点，将在四个方向上采集的土壤样品制成 1个混合样作为土壤对照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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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在进行地下水调查时，在场区范围内，拟布设 6口不在同一直线上

的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监测井点位以确保在整个场地内平均分布为前提，将点

位布设在易造成污染的车间、设施、渣场附近。

在场地外采集一个地下水对照点。

为考察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对厂区南侧新戴河水质是否存

在影响，在新戴河水域布设 1个地表水采样点。

6.3.2 分析检测方案

根据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场地历史使用情况，本项目场地类型属于化

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主要产品为：15-15-15等氮、磷、钾高浓度复合肥、93%

或 98%工业硫酸、13-17-15硫基复合肥、55%磷酸一铵。对场地土壤、地下水进

行系统监测分析，分析指标以 pH、重金属、硫酸盐、磷酸盐、硝酸盐、氨氮、

氯化物、总硬度、高锰酸盐指数等无机指标为主，选取部分样品，尤其是场地东

侧与其他化工企业相邻的区域分析 VOCs、SVOCs，对地面有油污痕迹的区域样

品分析石油烃（TPH）。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

27

7.1.4 样品采集质量控制

样品的质量控制措施严格按照《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中的技术规范

进行操作：

（1）为防止交叉污染，在每个土壤采样点和地下水监测井钻探前，钻探设

备钻头及采样工具均用纸擦拭两遍，然后再用蒸馏水清洗两遍。在钻取不同深度

的土壤样品时，钻头用蒸馏水清洗两遍。

（2）所有土壤样品采集后立即用特氟龙膜将两端贴封，并用盖盖紧，盖与

管之间的缝隙处再使用特氟龙膜缠绕封紧，保证样品中污染物不会挥发出来。地

下水样装满采样瓶后，盖紧并用特氟龙膜缠绕封紧。所有样品放置在冷藏箱保存

并在 48 h内运送至实验室。

（3）样品装运前核对采样记录表、样品标签等，如有缺漏项和错误处，及

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装运。样品运输过程中严防损失、混淆或玷污。样品送到实

验室后，采样人员和实验室样品管理员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流转单

上签字确认。

7.1.5 样品监测分析与数据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送检样品数量见表 7-3，本次调查土壤采样及样

品分层总体上遵循 6.2.1原则，由于现场建筑地基、道路及路基厚度、表层建筑

垃圾厚度不均匀，填土层厚度不一，现场采样时样品分层有所调整，所有含地面

混凝土、路基石块、建筑垃圾较多的层次均不取样。本次选取样品时，首层样品

在能取到土的表层取样，下层按 1.0-1.2m分层，每层取一个样，选取检测的土

壤样品编号及深度见表 7-5。

表 7-3 采样点位及样品数量

采样点类型 采样点数量（个） 样品数量（个）

土壤
土壤采样点 33 122

背景点 4 1

地下水
地下水 6 6

对照点 1 1

地表水 1 1

矿渣 4 4

合计 4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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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实验室从接样到出数据报告的整个过程严格执行 CNAL/AC01:2005《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准则》体系和计量认证体系要求。

（2）实验室分析时设实验室空白、平行样、基质加标。要求分析结果中平

行盲样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在要求的范围内，实验室加标和基质加标的平行样品均

在要求的相对百分偏差内。具体做法为：用至少一个试剂空白和一个浓度位于或

者接近中间范围的验证标准（由参考物质或另一份标准物质配制）进行检验，验

证标准的检验结果必须在真值 10%以内，该标准曲线才可以使用。每 20个样品

做一个空白样，2个平行样，1个加标样。

（3）样品的保留时间、保留温度等实验室内部质量保证/控制措施均符合规

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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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场地调查初步采样分析结果

为了解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

初步采样共布设了 33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 122个土壤样品，在调查范围内设

置 6口地下水监测井，共采集 6个地下水样品；在厂区外布设 4个土壤对照点，

采集 4个对照点土壤样品混合成一个土壤样品；在厂区外采集 1个地下水对照样

品；在厂区内各个矿石原料堆放场地共采集 4份表层矿渣样品；在厂区南侧新戴

河采集 1个地表水样品。对上述土壤、矿渣样品分析了：pH、铜、锌、铅、镉、

铬、汞、砷、镍、硒、六价铬，部分土壤样品分析了：总石油烃、VOCs、SVOCs；

水样分析了：pH、总硬度、硫酸盐、硝酸盐、磷酸盐、氨氮、硫化物、氯化物、

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铜、锌、铅、镉、铬、汞、砷、镍、钴、铁、硒、六价

铬，部分水样分析了：总石油烃、VOCs、SVOCs。

8.1 场地土壤

8.1.1 场地土壤 pH值

本次场地环境污染调查初步采样，对 33个土壤采样点位，122个土壤样品，

以及 4个矿渣样品的酸碱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样品中 2.5%的土

壤样品呈强酸性（pH值＜5.0）；8.2%的土壤样品呈酸性（pH值在 5.0-6.5之间）；

81.1%的土壤样品呈中性（pH值在 6.5-7.5之间）；8.2%的土壤样品呈碱性（pH

值在 7.5-8.5之间）。矿渣样品 pH值在 4.12-9.67之间。

8.1.2 土壤重金属浓度

本次初步采样调查对场地内采集的 122个土壤样品全部检测了铜 (Cu)、锌

(Zn)、铅 (Pb)、镉 (Cd)、铬 (Cr)、镍 (Ni)、砷 (As)、汞 (Hg)、硒(Se)、六价铬

（Cr6+）这 10种重金属，由上表可以看到，场地土壤所检测的 10种重金属中，

除六价铬未检出之外，其余 9种重金属均有部分点位检测浓度超过当地土壤重金

属对照点浓度的情况。其中 S9-2的铜（359.7mg/kg）、S9-1的镉(0.815mg/kg)、

S9-1的砷（69.6 mg/kg）S22-1的砷（136.5 mg/kg）、S22-1的汞（0.172mg/kg）

超过对照点的倍数较高，需进一步关注。

8.1.4 土壤有机物检出情况

本次场地调查选取 9个污染可能性较大的土壤点位，共计 35个土壤样品检

测了总石油烃；选取了 8个土壤点位，共计 31个土壤样品检测了 53种挥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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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VOCs）和 64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土壤对照点检测了 64种半

挥发性有机物（SVOCs）。

所有土壤样品中总石油烃、VOCs未检出，4种 SVOCs有检出从表中可以看

到，虽然土壤样品中仅有三种多环芳烃（苊烯、苊、菲）及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检出，苊烯、苊、菲检出率较低，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检出率较高，样点检出率为 87.5%，样品检出率分别为 80.6%。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为一种塑化剂，在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多

环芳烃亦在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分析厂区的生产工艺流程，未发现有直接涉及

多环芳烃及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的工艺流程，三种多环芳烃（苊烯、

苊、菲）及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的检出浓度较低，且对照点土样也检

出了低浓度的多环芳烃（芘、菲）及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综合以上

因素，土壤中检出多环芳烃及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与企业生产无关，

为当地自然背景存在。

8.1.5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按照《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退役厂区地块规划后期将作为居住用地开发利用。因此本报告将选用《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征求意见稿）住宅类用地风险土壤筛选值对场

地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若存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

征求意见稿）未涉及到的物质检出情况，则对比《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

评估筛选值》（试行）敏感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8.1.5.1 土壤重金属评价结果

将场地土壤重金属检出浓度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

征求意见稿）住宅类用地风险土壤筛选值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8-6。

表 8-6 场地土壤重金属与评价标准比对（mg/kg）

序号 重金属 场地土壤重金属浓度范围 筛选指导值 超标情况

1 铜 11.4-359.7 400 —
2 锌 19.2-119.9 500 —
3 铅 11.7-74.9 400 —
4 镉 0.013-0.815 7.22 —
5 铬 28.1-124.2 400 —
6 镍 16.5-63.4 90.5 —
7 砷 6.7-136.5 37.2

①
样点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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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样品超标

率 3.3%
8 汞 0.008-0.172 4.92 —
9 六价铬 ND 2.19 —

8.1.5.2土壤有机物评价结果

对比《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征求意见稿）住宅类用地

风险土壤筛选值，土壤有机物超标情况如表 8-6所示。对部分没有对应筛选值的

污染物，则选用《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敏感用地

筛选值进行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检出的 4种有机物中，未发现有超标现象。其余 VOCs、

石油烃均未检出，检出的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来源于当地

土壤自然背景，且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有机物，因此该场地土壤无需进一步关

注有机污染物。

8.2 场地地下水调查情况

8.2.1 浅层地下水埋深及流向

为了解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浅层地下水水位、流向及污

染状况，本次调查在该场地内布设了 6口地下水监测井，通过调查发现该场地内

浅层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为 3.41-5.71m，相应水位标高为 23.00-25.00m，具体见

表 8-8。场地浅层地下水整体流向为自东北向西南。地下水流向图如图 8-2所示。

图 8-2 地下水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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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地下水水位

点 位

编 号

水位埋深

（m）

孔口高程

（m）

水位标高

（m）
位置说明

GW-1 5.71 28.80 23.09 复合肥生产线办公室南侧的小花坛内。

GW-2 4.23 28.23 24 磷石膏栈桥西侧，地面为硬化水泥，水井

西侧有水池，池内为黄色粘稠状液体。

GW-3 3.41 28.41 25 红渣原堆放场地东侧，水塔框架西侧。

GW-4 5.31 28.44 23.13 盐酸吸收平台北侧的排水沟内。

GW-5 5.36 28.65 23.29 磷石膏原堆放场地西侧偏南的水沟内。

GW-6 5.39 28.39 23 柴油库房西侧，原料库东侧。

8.2.2 地下水 pH值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在场地内采集了浅层地下水样品 6份，GW-1—GW-6，在

场地内远离污染区域的一口现有水井采集了 1个地下水对照点样品 DZW。7个

地下水样品均检测了 pH值，检测结果见表 8-9：

表 8-9 地下水 pH值检出情况（㎎/L）

样品来源 编号 pH值

场地地下水

GW-1 6.44

GW-2 6.45

GW-3 6.75

GW-4 6.35

GW-5 6.50

GW-6 6.55

地下水对照点 DZW 7.36

如表 8-9所示，场地内地下水 pH值在 6.35-6.75之间，均略低于地下水对照

点 pH检测值（pH=7.36），地下水总体偏弱酸性特征。分析其原因，与企业生

产过程涉及大量的磷酸、硫酸、盐酸等原辅材料，产生酸性废水、废气等对厂区

地下水环境构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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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地下水监测情况

对GW-1—GW-6共 6份浅层地下水样品以及 1个地下水对照点样品DZW均

检测了重金属以及总硬度、硫酸盐、氨氮、氟化物、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硝

酸盐等 7项无机物指标，地下水重金属以及无机物检测结果分别如表 8-10、8-11

所示。6份地下水样品中，除铅、铬、汞、六价铬全部未检出外，其余重金属均

有部分样品检出，且检出值均有高于地下水对照点的现象。

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分析结果显示：GW-4 中的

镍、铁浓度属于 V类水质标准，GW-4、GW-5中的钴满足Ⅳ类水质标准，其余

地下水样品中的各重金属分析指标检出浓度均能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

6份地下水样品中总硬度、硫酸盐、氨氮、氟化物、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

硝酸盐等 7项分析指标的检出浓度普遍偏高。对比地下水对照点 DZW，场地内

所有地下水样品中，除了 GW-1的总硬度指标低于对照点浓度，其余所有地下水

样品中的总硬度、硫酸盐、氨氮、氟化物、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等各

项指标检出浓度均超过对照点浓度。

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分析结果显示：总硬度指标

中，除 GW-1 满足Ⅲ类水质标准，其余样品均属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V 类；硫酸盐指标中，6份地下水样品属于《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1993) V 类；氨氮指标中，GW-1 满足Ⅲ类水质标准，GW-4

满足Ⅳ类水质标准，其余样品属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V类；

氟化物指标中，6份地下水样品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中Ⅰ类水质标准；氯化物指标中，GW-6达到Ⅲ类水质标准，GW-4达到Ⅳ类水质

标准，其余样品 GW-1、GW-2、GW-3、GW-5 均属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 V类；高锰酸盐指数中，GW-1、GW-2、GW-3均达到Ⅱ类水

质标准，GW-6 达到Ⅳ类水质标准，GW-4、GW-5 属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 V类；硝酸盐指标中，6份地下水样品均属于《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1993) V类。

分析上述检出浓度较高的指标均与企业生产中涉及的产品、矿物具有较大的

关联性，因此企业生产对浅层地下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本次场地内的 6 份地下水样品检测了总石油烃、53 种挥发性有机物

（VOCs）及 64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等指标，检测数据均低于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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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场地调查初步采样结论

为全面了解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污

染物质和污染程度，初步采样调查工作在厂区内共布设 33个土壤采样点，采集

122个土壤样品；6口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6个地下水样品；在厂区外布设 4个

土壤背景点，在厂区外采集一个地下水采样点；在厂区南侧新戴河采集 1个地表

水样品；在厂区内各个矿石堆放场地采集 4个矿渣样品。通过对样品观察及分析

检测，得出结论如下：

（1）本次调查在场地内布设了 6口地下水监测井，浅层地下水稳定水位埋

深为 3.41-5.71m，相应水位标高为 23.00-25.04m，场地浅层地下水整体流向为自

东北向西南。

（2）场地内地下水 pH值在 6.35-6.75 之间，均低于地下水对照点 pH 检测

值（pH=7.36），地下水总体偏酸性特征；

（3）对 6份地下水样品检测了 7项无机物分析指标（总硬度、硫酸盐、氨

氮、氟化物、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大部分属于 V类标准；

（4）对 6份地下水样品检测了重金属（铜、锌、铅、镉、铬、镍、砷、汞、

六价铬、钴、铁、硒），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GW-4

中的镍、铁属于 V类标准，GW-4、GW-5中的钴满足Ⅳ类水质标准，其余样品

中各重金属指标均能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

（5）对 6 份地下水样品检测了总石油烃、53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

64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所有地下水样品中总石油烃、VOCs、SVOCs

均未检出；

（6）对地表水样品检测了 pH值、硫化物、氨氮、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

12种重金属（铜 (Cu)、锌 (Zn)、铅 (Pb)、镉 (Cd)、铬 (Cr)、镍 (Ni)、砷(As)、

汞(Hg)、钴(Co)、铁(Fe)、硒(Se)、六价铬（Cr6+））、总石油烃、53种挥发性有

机物（VOCs）及 64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有机物均未检出，对比《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pH无异常情况，硫化物满足Ⅴ类水质

标准，氨氮超过 V 类水质标准，氟化物满足Ⅰ类水质标准，高锰酸盐指数满足Ⅰ

类水质标准，砷、硒均满足Ⅰ类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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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 4份矿渣样品检测了 pH值、重金属（铜、锌 、铅、镉、铬、镍、

砷、汞、六价铬），除六价铬未检出外，其余均有检出，pH值结果表明：GT2、

GT3呈中性特征，GT4显示为强碱性，GT5呈强酸性；铜、锌、砷的浓度较高，

其余重金属浓度普遍高于土壤对照点中重金属浓度。

综上所述，通过初步采样调查，本场地土壤存在砷超筛选值的情况，可能存

在环境风险，须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调查，以确定场地污染程度

和范围。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详细采样分析建议在砷超标点位周围加密布点，

检测其土壤的酸碱度和重金属。地下水中多项检测指标未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Ⅳ类水质标准，详细调查过程中建议根据初步采样结果以及

地下水流向增设地下水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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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详细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10.1 详细采样

详细采样工作于 2017 年 06 月 26-06 月 28 日进行，土壤取样采用美国

Geoprobe 7822DT自动采样设备采样，监测井采用美国 Geoprobe 7822DT的中空

螺旋钻杆打到指定深度，监测井钻探完成后，安装一根封底的内径为 70 mm的

硬质 PVC井管。

图 10-1 现场采样照片

10.1.1 详细采样调查场地现状

2017年 06月 26-06月 28日进入场地后对现场再一次进行了勘察，现变化如

下：

1、原厂区西侧仍在生产的复合肥生产线已停止生产，原堆放在车间内的复

合肥产品已清理完毕；

2、厂区内厂房在拆迁过程中，场地内堆放各种拆除过程中洒落的建筑垃圾

以及设备管道等；

3、厂方将原本堆放于厂区内的矿渣全部集中堆放于场地东南部的原磷石膏

堆放场地。

现场照片如下：

10.1.2 详细采样计划及现场记录

第二阶段详细调查工作在前期资料特别是初步采样调查检测结果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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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环保部《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场

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等相关规范开展，本次调查土壤及地下

水详细采样布点原则和样品监测思路如下：

（1）初步采样土壤中出现重金属砷超标现象，超标样品编号分别为 S9-1

（69.6mg/kg）、S22-1（136.5mg/kg）、S22-2（54.3mg/kg）、S24-1（44.9mg/kg），

最大污染深度 2.0m。根据样点分布在 S9点周围以小于 40m的网格进行布点；

将 S22和 S24以一个整体，在周围以小于 40m的网格进行详细布点。

（2）根据厂区相关资料以及初步采样调查结果分析，在各原矿石堆放场地采

集的矿渣样品中，重金属铜、锌、镍、砷的含量均较高，场地内土壤中重金属砷

超标现象很可能由于场地内矿渣堆放所引起，详细采样过程中发现厂区内正在拆

迁，厂方将原本堆放于厂区内的矿渣全部集中堆放于场地东南部的原磷石膏堆放

场地，结合初步采样调查中 S28-S31的检测数据，在厂区东南部堆放矿渣区域以

40m的网格进行详细布点。

（3）经分析初步采样检测结果，本次场地调查详细采样土壤样品分析指标

主要以重金属为主，考虑到磷石膏中存在氟化物，故本次土壤样品增加检测氟化

物含量，同时在厂区四周增设氟化物背景值采样点。

（4）场地调查初步采样时，在场地内布设 6个地下水采样点，检测结果中未

出现有机物检出情况；重金属指标中，GW-4中重金属铁及镍未达到《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1993)Ⅳ类标准；地下水中总硬度、硫酸盐、氨氮、氯化

物、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等指标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详细调查过程中

结合地下水流向，在 GW4地下水流向下游增设地下水井，同时在矿渣堆放场地

处增设地下水监测井。

结合以上原则本次场地调查详细采样在场地内布设土壤样点 15个，采集土

壤样品 60个；地下水井 4个，采集地下水样品 4个。

详细采样后现场点位布设如图 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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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实验室分析

10.2.1 检测单位

本次采样土壤、地下水样品的检测工作委托于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10.2.2 实验室分析

样品测定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土壤样品和地下水中指标的分析方法及检

出限分别见表 10-7和表 10-8：

表10-7 土壤中各污染物指标分析方法及检出限

类别 分析指标 测定方法 检出限 单位

- pH USEPA 9045D-2004 - -

- 氟化物 GB/T 22104-2008 50 mg/kg

重金属

铜 (Cu) GB/T 17138-1997 0.1 mg/kg

铬 (Cr) HJ 491-2009 0.1 mg/kg

镍 (Ni) GB/T 17139-1997 0.1 mg/kg

锌 (Zn) GB/T 17138-1997 0.5 mg/kg

铅 (Pb) GB/T 17141-1997 0.1 mg/kg

镉 (Cd) GB/T 17141-1997 0.01 mg/kg

砷 (As) GB/T 22105.2-2008 0.5 mg/kg

汞 (Hg) GB/T 22105.1-2008 0.001 mg/kg

表10-8 水样中各污染物指标分析方法及检出限

类别 分析指标 测定方法 检出限 单位

- pH GB/T 5750.4-2006 - -

- 总硬度 (以 CaCO3计) GB/T 5750.4-2006 5 mg/L

- 氟化物 GB/T 5750.5-2006 0.05 mg/L

- 氯化物 GB/T 5750.5-2006 10 mg/L

- 硝酸盐氮 GB/T 5750.5-2006 0.1 mg/L

- 磷酸盐 GB/T 11893-1989 0.02 mg/L

- 硫酸盐 GB/T 5750.5-2006 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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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析指标 测定方法 检出限 单位

- 高锰酸盐指数 GB/T 5750.7-2006 0.5 mg/L

- 氨氮 GB/T 5750.5-2006 0.025 mg/L

重金属

铜 (Cu) GB/T 5750.6-2006 0.001 mg/L

铬 (Cr) GB/T 5750.6-2006 0.001 mg/L

镍 (Ni) GB/T 5750.6-2006 0.001 mg/L

锌 (Zn) GB/T 5750.6-2006 0.005 mg/L

铅 (Pb) GB/T 5750.6-2006 0.001 mg/L

镉 (Cd) GB/T 5750.6-2006 0.0001 mg/L

砷 (As) GB/T 5750.6-2006 0.005 mg/L

硒 (Se) GB/T 5750.6-2006 0.005 mg/L

钴 (Co) GB/T 5750.6-2006 0.005 mg/L

铁 (Fe) GB/T 5750.6-2006 0.1 mg/L

汞 (Hg) GB/T 5750.6-2006 0.0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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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场地详细调查结果

11.1 场地土壤详细调查结果

11.1.1 场地土壤样品 pH值

对该场地进行详细调查中，对 15个土壤采样点位，60个土壤样品，以及 4

个矿渣样品的酸碱性进行了分析，综合初步调查结果发现，该场地土壤样品中

2.2%的土壤样品呈强酸性（pH值＜5.0）；11.5%的土壤样品呈酸性（pH值在 5.0-6.5

之间）；72.5%的土壤样品呈中性（pH值在 6.5-7.5之间）；12.6%的土壤样品呈

碱性（pH 值在 7.5-8.5 之间），土壤样品 T5-1（8.62）和 T18-2（9.48）呈强碱

性。矿渣样品 pH值在 3.72~11.51之间。

该场地大部分土壤样品呈中性，个别样品 pH值异常，S20-1、S22-1、S22-2、

T14-3这 4个土壤样品呈强酸性，pH值＜5.0。S20、S22、T14这 3个点位均位

于硫酸生产线区域，因此上述 3个点位土壤 pH较低是与硫酸生产与存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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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场地土壤氟化物检出情况

对该场地进行详细调查中，对 15个土壤采样点位的 60个土壤样品的氟化物

进行了分析，详细调查土壤样品氟化物检测数据见表 11-2。另采集了 4个土壤对

照点，检测了氟化物浓度，从详细调查土壤样品氟化物检测数据可以看出，场地

土壤的氟化物含量在 323.02~5070.00mg/kg之间，大部分土壤样品氟化物浓度与

对照点氟化物平均浓度（571.80mg/kg）相近，但部分土壤样品氟化物浓度接近

或超过对照点浓度的 2 倍，T14-4 土壤样品中检测到的氟化物含量最高

（5070.00mg/kg），其次为 T11-1土壤样品中氟化物含量为 3560.00mg/kg，T8-1

（1000.00mg/kg）、T8-2（991.54mg/kg）、T12-1（1570.00mg/kg）、T14-3

（1340.00mg/kg）。

11.1.3 场地土壤重金属

在该场地进行详细调查中，对 15个土壤采样点位的 60个土壤样品检测了铜

(Cu)、锌 (Zn)、铅 (Pb)、镉 (Cd)、铬 (Cr)、镍 (Ni)、砷 (As)、汞 (Hg)这 8中

重金属，对比初步采样调查时场地土壤重金属及对照点土壤重金属浓度，浓度较

高的依然是铜、锌、砷，但均出现了更高浓度，其中锌的最高浓度达到了

1710mg/kg，砷的最高浓度达到了 2450mg/kg。

11.1.4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按照《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退役厂区地块规划后期将作为居住用地开发利用。因此本报告将选用《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三次征求意见稿）住宅类用地风险土壤筛选值对场

地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对氟化物评价参考《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

估筛选值》（试行）中“敏感用地”值。

铜、镍、锌、镉均出现了 1个样品超筛选值，其中铜、锌、镉超筛选值样品

均为 T12-1。砷出现了 14个样品 8个点位超筛选值的情况，氟化物出现了 19个

样品 10个点位超筛选值的情况，这些点位主要位于磷石膏堆场，氟化物来源为

磷石膏。

超筛选值较为集中的点位为 T6、T11、T12、T14、T18，结合初步采样调查

时发现的超筛选值点位 S9、S22、S23，点位大部分位于矿物矿渣堆场或堆场附

近，超标点位位置见 11-4。



11.2 矿渣检出情况

在该场地详细调查过程中，发现原先分布在场地不同区域的矿渣全部集中堆

积在硫铁矿硫磺原堆放场地和磷石膏原堆放场地，因此再次采集不同的矿石矿渣

样品共 3份，检测其 pH、氟化物、重金属（铜 (Cu)、铬 (Cr)、镍 (Ni)、锌 (Zn)、

铅 (Pb)、镉 (Cd)、砷 (As)、汞 (Hg)），3 份矿渣样品中， pH 值结果表明：

GT7、GT9呈酸性，GT8显示为强碱性；GT7和 GT9这 2份矿渣样品中均检测

出较高浓度的重金属铜、镍、锌、砷，这与场地土样重金属污染情况基本一致，

可推测土壤中较高浓度的污染物来源于场地上堆放的矿渣。

11.3 场地地下水调查结果分析

11.3.1 地下水 pH值

在对该场地进行详细调查中，加密布设了 4个地下水监测井，共采集了浅层

地下水样品 4份：GW-7、GW-8、GW-9、GW-10。4个地下水样品均检测了 pH

值，检测结果见表 11-7：表 11-7 详细调查地下水 pH 值检出情况（mg/L）

编号 pH值

GW-7 7.2

GW-8 6.2

GW-9 6.1

GW-10 6.2

如表 11-7所示，加密的地下水样品 pH值在 6.1~7.2之间，地下水样品偏酸

性特征，与初步采样调查时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场地内浅层地下水样品整体偏

酸性，这说明企业生产过程涉及大量的磷酸、硫酸、盐酸等原辅材料，产生酸性

废水、废气等，对厂区浅层地下水环境构成一定的影响。

12 第二阶段场地调查结论

为全面了解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污

染物质和污染程度，在本次场地调查分两次对该场地进行了现场采样调查，第一

次初步调查共布设 33个土壤采样点、6个地下水采样点，在对样品进行分析检

测后，结合检测数据，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第二次详细采样调查，共布设 15个

土壤采样点、4个地下水采样点。两次现场采样中共布设 48个土壤采样点，采

集土壤样品 182个；10口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10个地下水样品；在厂区南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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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河采集 1个地表水样品；在厂区内各个矿石堆放场地采集 7个矿渣样品。经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

（1）该场地大部分土壤样品呈中性，个别样品 pH值异常，S20-1、S22-1、

S22-2、T14-4这 4个土壤样品呈强酸性，pH值＜5.0。S20、S22、T14这 3个点

位均位于硫酸生产线区域，因此上述 3个土壤样品 pH较低与该区域生产工艺活

动紧密相关。

（2）该场地土壤的氟化物含量在 323.02~5070.00mg/kg之间，T14-4土壤样

品中检测到的氟化物含量最高（5070.00mg/kg），有 19个样品超筛选值，氟化

物超筛选值点位主要位于磷石膏堆场及其周边，结合磷石膏主要成分信息可判断

氟化物来源为磷石膏。

（3）通过初步及详细采样结果分析，该场地重金属超标情况如下：S9-1、

S22-1、S22-2、S24-1、T6-1、T6-2、T7-1、T11-1、T12-1、T12-4、T14-1、T14-2、

T14-3、T14-4、T16-1、T18-1、T18-2、T19-1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超筛选值；T12-1

的土壤样品中铜、锌、镉超筛选值；T3-3 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镍超筛选值。这些

重金属与现场的矿物矿渣中的浓度较高的重金属种类一致，可推测重金属污染来

源于矿石矿渣中。

（4）综合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结果，场地内地下水样品整体偏酸

性。说明企业生产过程涉及大量的磷酸、硫酸、盐酸等原辅材料，产生酸性废水、

废气等，对厂区地下水环境构成一定的影响。

（5）综合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结果，在该场地采集的浅层地下水

样品中铜、锌、砷、镍、铁、总硬度、氟化物、硫酸盐、氨氮、硝酸盐等指标属

于地下水 V类水质，存在污染现象。

（6）在该场地采集的矿渣中，其酸碱度如下：GT2、GT3呈中性，GT4为

强碱性，GT5呈强酸性，GT7、GT9呈酸性，GT8呈强碱性；GT2、GT3、GT4、

GT5这 4份矿渣样品中均存在部分重金属浓度较高情况，GT7和 GT9这 2份样

品中均检测出较高浓度的重金属铜、镍、锌、砷，与场地特征污染物一致。

综上所述，本场地土壤存在砷、铜、锌、镍、镉超筛选值的情况，土壤中氟

化物含量异常，需要启动基于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对污染土壤

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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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13.1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程序

本报告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主要依据环境保护部正式颁布的《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T 25.3-2014），同时参考国家其他相关技术文件，并应

用国外一些权威机构的风险评估软件、模型和参数，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

主要参考的国内外风险评估文件及数据库：

（1）美国环保署综合风险信息系统（ IRIS，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2）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风险评估信息系统（RAIS，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system）；

（3）美国基于风险的修复行动软件数据库（RBCA，Risk based corrective

action）；

评估流程见图 13-1。结合评估流程图对每部分需要进行的工作进行简单的阐

述。

13.1.1 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过程的第一个步骤，主要根据搜集调查的污染

基本信息和污染物监测信息，依据相关原则筛选出该污染区域中风险评估关注污

染物，作为开展风险评估的对象。假设片区未来可能的利用方式、分析不同用地

方式下受体活动等信息，分析不同生活、工作情景（即暴露情景）下关切污染物

可能通过哪些途径接触或进入人体。建立概念模型，以直观的方式反映出污染区

居民的暴露情景和暴露途径。本部分的主要工作为：

1 筛选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

2 根据场地可能的土地利用方式，建立概念模型，明确可能的暴露途径；

3 识别关注污染物对人体的毒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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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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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暴露评估

暴露指受体与环境中化学或物理要素的接触。暴露量指通过测定或评估确定

的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人体交换边界处污染物对人体的有效剂量。暴露评估指对

人体暴露于污染物的频率、周期、暴露途径、暴露量的确定或评估。暴露评估可

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暴露情况进行考虑。

对于项目所调查场地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需要从最保守的角度

出发，充分考虑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因素，同时也为了为决策者提供更多

的决策选择。假设场地未来规划的用地方式有敏感和非敏感两类用地方式，评估

场地土壤污染及地下水污染可能对人体产生的暴露和危害。

我国《导则》规定了 2种用地方式下 9种暴露途径的暴露剂量计算方法。

（1）住宅类敏感用地暴露评估模型

①经口摄入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10OISERca ATca

ABSo)BWa
EFaEDaOSIRa

＋BWc
EFcEDcOSIRc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经口摄

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10ATncBWc
ABSoEFcEDcOSIRc

OISERnc ××
×××

=

②皮肤接触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

-6

10

10

ATcaBWa
ABSdEvEDaEFaSSARaSAEa

               

ATcaBWc
ABSdEvEDcEFcSSARcSAEc

DCSERca

×+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皮肤接

触土壤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10ATncBWc
ABSdEvEDcEFcSSARcSAEc

DCSERnc ××
×××××

=



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

47

③吸入土壤颗粒物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

-6

10ATcaBWa
EFIafspiEFOafspoPIAFEDaDAIRaPM

 10ATcaBWc
EFIcfspiEFOcspofPIAFEDcDAIRcPM

PISERca

               ××
×+×××××10

+

××
×+×××××10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土

壤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如下：

-610ATncBWc
EFIcfspiEFOcfspoPIAFEDcDAIRcM10P

PISERnc   ××
×+×××××

=
）（

④吸入室外表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
ATcaBWa

EDaEFOaDAIRa
＋

ATcaBWc
EDcEFOcDAIRc

IOVERca1 VFsuro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c
EDcEFOcDAIRc

IOVERnc1 VFsuroa
×

××
= ×

⑤吸入室外下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
ATcaBWa

EDaEFOaDAIRa
＋

ATcaBWc
EDcEFOcDAIRc

IOVERca2 VFsubo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c
EDcEFOcDAIRc

IOVERnc2 VFsuboa
×

××
= ×

⑥吸入室内下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
ATcaBWa

EDaEFIaDAIRa
＋

ATcaBWc
EDcEFIcDAIRc

IIVERca1 VFsubi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c
EDcEFIcDAIRc

IIVERnc1 VFsubia
×

××
= ×

⑦饮用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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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场地及周边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计算：

ATcaBWa
EDaEFaRaWCG

ATcacBW
cEDcEFcRWCG

CGWERc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的暴露危害。饮用场地及

周边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计算：

ATnccBW
cEDcEFcRWCD

ERncCGW
×

××
=

⑧吸入室外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
ATcaBWa

EDaEFOaDAIRa
＋

ATcaBWc
EDcEFOcDAIRc

IOVERca3 VFgwo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的暴露危害。

ATncBWc
EDcEFOcDAIRc

IOVERnc3 VFgwoa
×

××
= ×

⑨吸入室内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
ATcaBWa

EDaEFIaDAIRa
＋

ATcaBWc
EDcEFIcDAIRc

IIVERca2 VFgwia
×

××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的暴露危害。

ATncBWc
EDcEFIcDAIRc

IIVERnc2 VFgwia
×

××
= ×

（2）工业类非敏感用地暴露评估模型

非敏感用地方式下均以成人为敏感受体计算致癌及非致癌暴露剂量。

①经口摄入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经口摄入

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caBWa
ABSoEFaEDaOSIRa

OISERca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经口摄入土

壤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ncBWa
ABSoEFaEDaOSIRa

OISERnc ××
×××

=

②皮肤接触土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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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皮肤接触

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caBWa
ABSdEvEDaEFaSSARaSAEa

DCSERca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皮肤接触土

壤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ncBWa
ABSdEvEDaEFaSSARaSAEa

DCSERnc ××
×××××

=

③吸入土壤颗粒物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吸入土壤

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caBWa
EFIafspiEFOafspoPIAFEDaDAIRaPM

PISERca ××
)×+×(××××10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吸入土壤颗

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计算：

-610ATncBWa
EFIa）fspiEFOapofsPIAFEDaDAIRaPM

PISERnc ××
×+×(××××10

=

④吸入室外表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ATcaBWa
EDaEFOaDAIRa

 IOVERca1 VFsuroa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a
EDaEFOaDAIRa

IOVERnc1 VFsuroa
×

××
×=

⑤吸入室外下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ATcaBWa
EDaEFOaDAIRa

IOVERca2 VFsuboa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a
EDaEFOaDAIRa

IOVERnc2 VFsuboa
×

××
×=

⑥吸入室内下层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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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aBWa
EDaEFIaDAIRa

IIVERca1 VFsubia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受到的危害。

ATncBWa
EDaEFIaDAIRa

IIVERnc1 VFsubia
×

××
= ×

⑦饮用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饮用场地

及周边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计算：

ATcaBWa
EDaEFaDWCRa

CGWERca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饮用场地及

周边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计算：

ATncBWa
EDaEFaRaWCD

ERncCGW
×

××
=

⑧吸入室外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ATcaBWa
EDaEFOaDAIRa

 IOVERca3 VFgwoa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

ATncBWa
EDaEFOaDAIRa

IOVERnc3 VFgwoa
×

××
×=

⑨吸入室内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暴露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ATcaBWa
EDaEFIaDAIRa

IIVERca2 VFgwia
×

××
= ×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

ATncBWa
EDaEFIaDAIRa

IIVERnc2 VFgwia
×

××
= ×

以上模型中参数含义及默认取值见附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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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毒性评估

污染物参数获取

毒性评估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第三个阶段，主要工作是获取关注污染物的

人体致癌及非致癌毒性参数，支持致癌风险及非致癌风险的计算。

污染物人体毒性数据的获取采取以下原则：

（1）优先参考我国环保部颁布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4）中给定的污染物的理化参数及毒性参数；

（2）《导则》中未包括的污染物，其理化参数及毒性参数主要通过参考国

外权威机构建立的数据库获取。

目前国际上认可度较高、较权威的数据库有以下几个：

①美国环保署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②美国风险评估信息系统（RAIS，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System）；

③美国 RBCA软件数据库（RBCA，Risk based corrective action）；

④世界卫生组织简明国际化学评估文件（CICAD）；

5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参数转换

当数据库中仅给出污染物的呼吸吸入单位风险因子（URF）和呼吸吸入参考

浓度（RfC）时，需要对其进行转换，转换为致癌斜率因子（SFi）和参考剂量（RfD），

使其可应用于风险计算。呼吸吸入吸收致癌斜率因子（SFi），优先根据呼吸吸

入吸收单位致癌因子（URF）外推计算得到；呼吸吸入吸收参考剂量（RfDi），

优先根据呼吸吸入吸收参考浓度（RfC）外推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mg
g

HR
BWURFSFi
C

C 1000



 ，

BWc
HRcRfCRfDi


 ，

mg
g

HR
BWURFSFi
a

a 1000



 ，

BWa
HRaRfCRfDi




式中：SFi：呼吸吸入吸收致癌斜率因子，kg·d/mg；RfDi：呼吸吸入吸收参

考剂量，mg/(kg·d)； URF：呼吸吸入吸收单位致癌因子，m3/μg；BWc：儿童体

重，kg；优先根据片区调查获得的参数；默认值为15.9；BWa：成人体重，kg；

优先根据片区调查获得的参数，居住和非居住类用地方式下默认值均为55.9kg；

HRc：儿童每日空气呼吸量，7.5m3/d；HRa：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15m3/d; 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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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吸入吸收参考浓度，mg/m3。

皮肤接触吸收致癌斜率系数（SFd），优先根据经口摄入吸收斜率系数外推

计算得到；皮肤接触吸收参考剂量（RfDd），优先根据经口摄入参考剂量外推计

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GI

o
d ABS

SFSF  ， GIod ABSRfDRfD 

式中：SFd：皮肤接触吸收致癌斜率因子，1/(mg/(kg·d))；SFo：经口摄入吸

收致癌斜率因子，1/(mg/(kg·d))；RfDd：皮肤接触吸收参考剂量，mg/(kg·d)；

ABSGI：消化道吸收效率因子，无量纲，参考 RBCA数据库。

13.1.4 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在该部分根据暴露评估及

毒性评估的结果，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整合，以定性或定量的描述风险。对非致癌

风险采取风险商的方式进行描述；对潜在的致癌风险，根据污染物的致癌斜率因

子及致癌暴露剂量评估受体可能面对的致癌风险。

根据计算获得的致癌及非致癌风险值，利用 GIS 制图软件，对场地内风险在

空间上的分布进行绘图表征，直观的反映出片区上高风险区域。通过绘制的健康

风险空间分布图，筛选出的高风险区域，对高风险区域中高风险点位上的污染物

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出对风险贡献率高的污染物做为重点关注污染物，为后期片

区修复方案中，修复范围、深度、修复土方量及修复目标值的确定提供依据。

（1）致癌风险及非致癌风险商计算

致癌风险： SFCCDICR soilca  ，其中：CR：致癌风险，无量纲；CDIca：

致癌污染物暴露量，Csoil：土壤中污染物含量，mg/kg，SF：污染物致癌斜率因

子；

非致癌风险商： RfDCCDIHQ soilnc / ，其中：HQ：非致癌风险商，无量

纲；CDInc：非致癌暴露量；Csoil：土壤中污染物含量，mg/kg ，RfD：非致癌污

染物参考剂量。

根据致癌及非致癌风险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每种暴露途径产生的风险，最

后采用加和的方式计算总致癌风险和总非致癌风险商。

进行风险计算时，土壤中各污染物的浓度采用实测浓度，未检出的污染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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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检出限的一半计。

（2）可接受致癌及非致癌风险的设定

对于可接受风险水平，我国台湾规定总致癌风险不超过 10-6为可接受致癌

风险的上限。美国环保局规定单一污染物或单一暴露途径的可接受致癌风险不超

过 10-6；美国密苏里州、新墨西哥州等在制定基于风险的土壤标准时均规定可接

受致癌风险为 10-5；而荷兰在制定基于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基准时以 10-4作

为可接受致癌风险。

依据导则规定，设定单一污染物的可接受致癌风险为 10-6。同一位置多种污

染物可接受总致癌风险水平设定为 10-5。对于非致癌风险，按照导则规定，单一

污染物非致癌风险商、总非致癌风险商的可接受水平均设为 1。根据上述可接受

致癌及非致癌风险水平，筛选高风险区域。

13.2 场地概念模型

建立概念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直观的表示出污染物以何种介质、通

过何种途径到达或接触各种暴露情景（生活、工作、休闲等）下的受体，确定到

达受体的暴露途径，选择合适的暴露计算模型和参数计算暴露剂量。

根据《导则》中相关规定，假设未来规划的用地方式有两大类：敏感类用

地和非敏感类用地。场地中污染物除了可以土壤为载体接触或进入人体外，还可

以大气（如颗粒污染物、气态污染物）接触或进入人体。建立的场地概念模型见

图 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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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土壤污染物

口摄入土壤污染物

吸入室内/室外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

饮用地下水摄入污染物

场地污染物
大气（颗粒物、污染物蒸

汽）

室外工作/农业活动

室内工作/生活

室外/室内娱乐

地下水 室外活动

室内工作/生活

室外/室内娱乐

污染物 环境介质 暴露情景 暴露途径

吸入空气中土壤颗粒物

吸入室外表层/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蒸汽

吸入室内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蒸汽

土壤 室外工作/农业活动

室内工作/生活

室外/室内娱乐

图 13-2 暴露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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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敏感受体

不同的用地方式下，居民的生活、活动方式有很大差异，暴露于污染物的频

率、周期以及暴露途径等影响暴露量的因素均不相同。根据我国《污染场地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及对假设用地方式下居民生活的习惯，对每种用地方式的敏感人

群进行一定的规定。

（1）敏感用地：敏感用地方式包括 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

用地（R）、文化设施用地（A2）、中小学用地（A33）、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中的孤儿院等。

敏感用地方式下以成人和儿童共同为敏感受体评估致癌风险，以儿童为敏感

受体评估非致癌风险。

（2）非敏感用地：非敏感用地包括 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

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公用设施用地

（U）等。

非敏感用地下以成人为敏感受体评估致癌及非致癌风险。

本场地用地方式为敏感用地。

13.4 风险评估参数

13.4.1 风险评估模型参数

其中，关于土壤层次参数（如表层污染土壤厚度等）来自于风险评估过程对

于土壤的分层假设，本次风险评估设定表层为 0-1.5m，以下为深层。地下水埋深

来自于场地实测数据；关于土壤性质的参数（如土壤含水量等）来自场地实测数

据；其余参数采用默认参数。

13.4.2 污染物参数

根据确定的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参照《导则》中给出的污染物毒性参数同

时参考国内外权威毒性数据库，获取该场地风险评估健康毒性参数，风险评估关

注污染物人体健康毒性参数见附件 C，理化参数见附件 D。

13.4.3 场地风险评估污染物筛选

该场地土壤中总计检出 9种重金属、1种无机物和 4种有机物。环保部最新

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征求意见稿）中给出了 103种污

染物在敏感用地和非敏感用地方式下的筛选值。根据本场地的用地规划，对照《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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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指导值》中污染物敏感用地筛选值作为本场地的筛选值，兼顾考虑污染物在环

境中的普遍存在性和与场地生产历史相关性，如果场地检出污染物的最大浓度达

到或者超过筛选值，则需要启动后续风险评估过程，并将超过筛选值的污染物作

为关注污染物；此外，《筛选指导值》中未能给出筛选值的污染物，直接列为风

险评估关注污染物；环境普遍存在而且与生产历史是没有相关性的污染物不再作

为关注污染物。。

根据以上筛选方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本场地存在超筛选值污染物，需要启动风险评估程序；

2 据调查，多环芳烃与该区块生产历史并不相关且在环境中普遍有检出，

同时，该地块样品检出浓度不高，因此，多环芳烃在此次调查中不作为风险关注

污染物。

风险评该场地地下水中总计检出 11种重金属。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IV

级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作为筛选值，兼顾考虑污染物的普遍存在性和与场

地生产历史相关性。如果场地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的最大浓度达到或者超过筛选

值，则需要启动后续风险评估过程，并将超过筛选值的污染物作为关注污染物；

此外，未能给出筛选值的污染物，直接列为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环境普遍存在

而且与生产历史是没有相关性的污染物不再作为关注污染物。其具体筛选过程如

表 13-3：

根据以上筛选方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本场地地下水存在超筛选值污染物，需要启动风险评估程序；

②地下水

13.5 土壤风险评估结果

13.5.1 高风险污染物的确定

根据建立的暴露概念模型及确定的暴露途径和模型参数，针对筛选确定的敏

感用地方式下的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分别计算其检出最大浓度对人体健康产生

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从而确定场地内的高风险污染物；计算结果见表

13-5。

根据导则中建议的可接受风险水平，对单一污染物以 1.0E-06为可接受致癌

风险水平，对于非致癌风险，单一污染物以 1为可接受风险水平。可知，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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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种污染物在敏感用地方式下，超过了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13.5.2 高风险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

通过上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对场地土壤污染从保护人体健康的角度，定量

评估了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根据《导则》要求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筛选

出了超过可接受风险 1.0E-06及 1的污染物，作为该场地土壤中建议的修复目标

污染物，计算了基于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污染物风险控制值，作为制定或确定场

地土壤修复目标污染物目标值的重要依据。

经筛选，本场地在敏感用地方式下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污染物有 1种无机

物、3种重金属，其在敏感用地方式下的风险控制值见表 13-6。

表 13-6 土壤中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No. 最大值
敏感用地风险控制值

表层 深层

1 氟化物 7782414 5070.0 971.1 -

2 镉 7440439 11.7 6.2 -

3 镍 7440020 104.4 90.5 -

4 砷 7440382 2450.0 37.2* -

注：经现有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程序计算所得的砷风险控制值过于严苛，大部

分砷在环境中并非以高毒形态存在，同时，在该场地生产活动中并未有砷的使用

历史。因此，考虑将背景值作为其风险控制值，在此取场地外对照点的砷浓度值。

表 13-6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为完全基于理论、不考虑污染物生物有

效性的条件下计算的理论值，在实际应用中，应与场地的使用和管理相关方进行

沟通交流，根据场地土壤风险管理及开发需求对风险控制值进行适当的调整，用

于后期场地污染土壤的清理和修复。

表 13-7 土壤建议修复区域

区域编号 深度
修复目标

污染物
面积（m2） 厚度（m） 修复土方量（m3）

第一层
T18、

T19、S9
0-0.8 砷 3637 0.8 2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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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T7、

T11、

T12、

T14、

T16、S22

砷、镉、氟

化物
13170 10536.0

T8 氟化物 710 568.0

第二层

T18、S9

0.8-2.0

砷 2130

1.2

2556.0

T14 砷 540 648.0

S22、S24、

T6
砷 3213 3855.6

T8 氟化物 470 564

第三层

T3
2.0-3.2

镍 211
1.2

253.2

T14 砷 1093 1311.6

第四层

T14
3.2-4.2

砷 1156
1.0

1156.0

T12 砷 355 355.0

合计 — — — — — 24713

13.6 地下水风险评估结果

13.6.1 地下水污染物限值

参考我国环保部发布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中

对地下水暴露途径的规定，考虑住宅及工业类用地方式下、经饮用地下水、吸入

地下水中挥发性污染物两种暴露方式。建立图 13-11所示的地下水暴露概念模型。

根据建立的概念模型，总结不同暴露情境下的暴露途径。

（1）该地区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时，暴露途径有 3种：

①经口腔摄入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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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呼吸吸入室外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③呼吸吸入室内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2）该地区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也不作为日常清洁用水，仅考虑地下水污

染物挥发的情景，暴露途径有 2种：

①呼吸吸入室外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②呼吸吸入室内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污染地下水

污染介质 暴露情景 暴露途径

口腔摄入污染地下水日常生活饮用水

呼吸吸入室外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呼吸吸入室内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地下水不饮用 呼吸吸入室外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呼吸吸入室内空气中地下水污染物蒸汽

图 13-11 地下水暴露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提出的 3种暴露途径，基于较保守的考虑，将用地方式设定为敏感

用地，对单一污染物以 1.0E-06为可接受致癌风险，以 1为可接受非致癌风险，

推导筛选的 8种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经不同途径的的含量限值。

（1）基于可接受致癌风险的地下水污染物风险控制值

①基于经口摄入地下水可接受致癌风险

oraloral

oral

ABSFSF
BWa

EFaEDaIRa
BWc

EFcEDcIRc
ATcaTRRCV







 







②基于经呼吸吸入室外地下水污染物蒸汽可接受致癌风险

inhalationgwoa
a

aaa

c

ccc

ca
outdoorinha

SFVF
BW

EDEFODAIR
BW

EDEFODAIR
ATTRRCV








 







③基于经呼吸吸入室内地下水污染物蒸汽可接受致癌风险

inhalationgwia
a

aaa

c

ccc

ca
indoorinha

SFVF
BW

EDEFIDAIR
BW

EDEFIDAIR
ATTRRCV








 







（2）基于可接受非致癌风险的地下水污染物风险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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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经口摄入地下水可接受非致癌风险

oral

oral
oral ABSFEDcEFcIRc

RfDATncBWcTRRCV





②基于经呼吸吸入室外地下水污染物蒸汽可接受非致癌风险

gwoaccc

nccinha
outdoorinha VFEDEFODAIR

ATBWRfDTRRCV





③基于经呼吸吸入室内地下水污染物蒸汽可接受非致癌风险

gwiaccc

nccinha
indoorinha VFEDEFIDAIR

ATBWRfDTRRCV





式中：RCV：风险控制值，mg/kg；TR：目标风险值，即设定的可接受风险

值；其他参数与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部分含义相同。该场地地下水中检出的 8种

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见表 13-7。表中 2种风险控制值含义如下：

（1）“风险控制值 1”：考虑饮用地下水、吸入地下水中污染物蒸汽情况下

的最小值；

（2）“风险控制值 2”：不作为饮用水，吸入地下水污染物蒸汽情况下的最

小值。在此暴露情景下，人体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室内吸入地下水污染物蒸汽途径。

从表中可以看出，根据不同的暴露途径推导的差异较大。其中“风险控制值

1”最为严格和保守，反映出对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时对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要求最

为严格；“风险控制值 2”，对应的为不作为饮用水、仅考虑挥发途径时推导出的

风险控制值。将基于风险计算的风险控制值与其水溶解度相比，若超过水溶解度，

则以水溶解度作为其在地下水中控制值。敏感用地方式下的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

风险控制值见表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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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地下水污染物超控制值情况

根据计算获得的不同暴露情景、考虑不同暴露途径条件下推导计算的地下水

污染物风险控制值，对检出的污染物按照实测浓度进行对比筛选。经对比分析，

该场地地下水中污染物在不同情景下超控制值情况如下：

（1）根据考虑口腔饮用、吸入室外地下水污染物蒸汽、吸入室内地下水污

染物蒸汽 3种途径，推导计算的风险控制值 1，总计有 7种污染物超过风险控制

值 1，其中超控制值 1倍数最高的污染物均为砷，其次为铜。

（2）仅考虑吸入室内、室外地下水污染物蒸汽途径，推导的风险控制值 2

不存在，这是因为重金属在地下水中难挥发，不易以蒸汽形式进入室内外对人体

造成危害，因此，在不考虑饮用的情况下，地下水中的污染物不会产生风险。

13.6.3 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

对地下水污染引起的人体健康风险，根据基于《导则》要求、结合场地规划

用地方式所确定的概念模型及暴露情景，评估了不同暴露情景下对人体健康产生

的风险。

暴露情景及暴露途径对可产生的风险大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1）该场地地下水不适合饮用，部分监测井中的地下水污染均可经饮用对

人体健康产生极高风险；

（2）不考虑作为饮用水的条件下，地下水中污染物不会入侵至室内或室外

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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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不确定性分析

该项目开展的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是在对场地污染情况进行初步调

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评估过程中考虑了土地利用方式、土地规划、受体活动方式

（暴露情景）等。基本上比较全面、准确定量的评估了规划后场地污染对人体健

康的风险，筛选出了在本次调查基础上需要优先关注的污染物，并计算出了这些

优先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

由于仅进行了一次调查，评估计算中所需要的片区特征参数信息不够完善，

进行评估和风险控制值计算时采用的模型参数比较多的采用默认参数，因此评估

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土地规划利用方式：报告最后给出的风险分布区域是以场地规划的利用方

式进行评估的，现有的规划利用方式比较粗放，仅给出了场地整体的规划用地方

式，无法比较准确的按照场地地块内不同的用地方式进行修复区块的划分；

②模型参数：评估中采用的模型参数大多采用默认参数，默认参数的设定均

考虑的为最保守的状态（即最严格控制风险），评估出的风险区域有可能过高，

而计算的优先控制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可能比较严格；

③人群活动方式：人群活动方式决定着人群的暴露频次、暴露周期、暴露量

等主要参数，本次评估中人群活动方式信息按照导则通用参数进行推测，由此也

对最终评估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④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自然衰减：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针对的是人体长期微量自环境中摄入化学品产生的危害，

以风险的形式进行表征。进行风险评估是以尽可能保守的思路，对人体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可能的暴露情景、暴露途径及产生的暴露量进行评估，因此对所评估的

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在所评估的人体整个暴露周期期间的自然衰减并未进行

考虑。由此可能会过高估计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但不至于遗漏或忽略对人体

可能产生的危害。

⑤降雨等自然环境因素：评估过程中未考虑人体整个暴露周期内降雨等对土

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冲刷作用。

⑥食物链暴露：土壤中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也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本

次评估中主要针对的是土壤污染物直接接触、进入人体的情况，这些假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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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划后片区内不在种植水稻、蔬菜或进行生物养殖，这种情况存在，则也会导

致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3.8小结

经筛选，本场地在敏感用地方式下超过风险控制值的污染物有 4种物质，相

应的风险控制值见表 13-6。以上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为完全基于理论、不考

虑污染物生物有效性的条件下计算的理论值，在实际应用中，应与场地的使用和

管理相关方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场地土壤风险管理及开发需求对风险控制值进行

适当的调整，用于后期场地污染土壤的清理和修复。

场地的地下水不适宜饮用。不考虑作为饮用水的条件下，地下水中的污染物

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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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结论与建议

本次场地调查分两次对该场地进行了现场采样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共布设

33个土壤采样点、6个地下水采样点，在对样品进行分析检测后，结合检测数据，

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第二次详细采样调查，共布设 15个土壤采样点、4个地下

水采样点。两次现场采样中共布设 48个土壤采样点，采集土壤样品 182个；10

口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10个地下水样品；在厂区南侧新戴河采集 1个地表水样

品；在厂区内各个矿石、矿渣堆放场地采集 7个矿渣样品。经现场勘查与样品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

（1）江苏恒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已进入生产关停，建筑物、生产

设备拆除阶段，现场调查时厂区围墙完好，厂区内道路、车间地面均为混凝土硬

化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均完好，部分生产设备已拆除；厂区东南部磷矿石、硫

铁矿、磷石膏堆场，厂区东北部硫酸生产线的红渣堆场均有大量矿石、矿渣堆放；

（2）场地大部分土壤样品呈中性，个别样品 pH 值异常，S20-1、S22-1、

S22-2、T14-3这 4个土壤样品呈强酸性，pH值＜5.0。S20、S22、T14这 3个点

位均位于硫酸生产线区域；

（3）场地土壤主要存在铜、锌、镉、砷、镍、氟化物污染的问题，查阅磷

矿石、硫铁矿、磷石膏的信息并结合在现场采集的矿渣样品分析数据，场地土壤

中的这几种污染物来源于矿渣，如磷石膏含有氟化物，而场地土壤氟化物超筛选

值点位主要位于磷石膏堆场及其周边；

（4）场地内浅层地下水样品整体偏酸性，有铜、锌、砷、镍、铁、总硬度、

氟化物、硫酸盐、氨氮、硝酸盐等指标属于地下水 V类水质，并明显高于地下

水对照点中相应指标浓度，场地浅层地下水存在污染现象。

（5）经过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场地在敏感用地方式下，土壤中有氟化物、

砷、镉、镍 4种物质浓度超过风险控制值；场地浅层地下水在不作为饮用水的前

提下，没有超过风险控制值的物质；

（6）建议尽快清理场地内遗留的矿渣，可资源化利用的进行资源化利用，

设备拆除、遗留物质清理时防止污染物质扩散；

（7）建议对超过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区域开展清理与修复工作，修

复区域，土方量为 24713m3，最大修复深度为 4.2m；地下水在不作为饮用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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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地下水中的污染物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险，但需加强风险管控：○1 禁止作

为饮用水开采使用地下水，○2 在场地浅层地下水下游设立监测井，定期监测污染

物在地下水中的扩散情况；

（8）硫酸生产线区域土壤存在酸污染，在修复该区域污染土壤时应增加针

对酸污染的相关修复措施；

（9）T14点位的最大修复深度 4.2m以下仍可能存在砷、氟化物超风险控制

值的情况，在修复工程中应加强对该区域最大修复深度以下土壤的监测，发现有

超过风险控制值的情况应加大修复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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