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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

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 

根据人员访谈及资料收集，本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

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工业生产。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农业用地调整为居住

用地。本次调查基于现状对该地块进行污染状况调查，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依

据。 

根据环保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拆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

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 号）、《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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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辽环发

[2019]21 号）等规定要求：“用途变更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变更

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应对该地块进行前期土壤污染调查。 

为查明调查地块的土壤是否被污染、是否适合开发作为居住用地使用，沈阳

市浑南区李相街道办事处于 2021 年 5 月委托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开

展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通过相关资料收集整

理、现场调查对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进行初步识别，根据调查和初步采样分析

结果编制《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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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依据 

1.2.1 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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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4）《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6）《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

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7）《关于印发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6]58

号）； 

（8）《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辽

政发[2019]21 号）； 

（9）《关于印发沈阳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联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沈环发[2019]55 号）。 

1.2.2 技术导则、标准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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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第 72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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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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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

的通知》（辽环综函[2020]364 号，辽宁省生态环境厅，2020 年 6 月 19 日）； 

（8）《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11）《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1.2.3 其他 

土壤检测报告。 

1.3 调查目的 

针对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上曾经开展的各类生产活动，对可能产

生的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有利于该地块合理的再利用。为确定该场地是否存在污染物和对人群身体

健康造成的影响，通过对该地块开展初步污染识别、初步采样和实验室检测，识

别场地主要污染物和来源，筛选场地主要污染因子、初步分析污染范围、污染程

度和污染特征，判定场地是否为污染地块，并为详细调查提供基础。在收集和分

析地块及周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原场地存在的污染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在疑

似污染区设置采样点，进行土壤、地下水的实验室检测，明确场地内是否存在污

染物，并明确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工作。本次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的目

的如下：  

（1）通过对场地进行环境状况调查，识别潜在污染区域，明确场地中潜在

污染物种类；  

（2）根据场地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通过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 

析调查场地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明确场地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详细调 

查工作；  

（3）为该场地调查评估区域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场地遗留

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4）编制《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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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通过现场勘查，根据场地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浓度和空间分布

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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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操作性原则  

结合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能力，分阶段进行场地环境调查，逐步降低调查中

的不确定性，提高调查的效率和质量，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5 调查工作程序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与工作程序见图 1 所示。  

第一阶段，收集场地历史和现状生产及场地污染相关资料，查阅有关文献，

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可能存在的污染种类、污染途径、污染区域，再经过

现场踏勘进行污染识别，初步划定可能污染的区域；  

第二阶段，以采样和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根据污染识别的结果，对重

点关注地块进行场地土壤和地下水采样分析，采用结合本场地特征的土壤筛选值

对土壤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判断，进一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

布；  

第三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

所需的参数。本阶段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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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1.6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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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污染状况调查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调查工作内容主要

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采样分析，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1）根据开展环境初步调查工作的目的，收集并审阅场地环境相关的历史

活动资料，针对所需的不同资料和信息，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潜在污染情况现状，为初步

判断污染情况做准备，对现场进行踏勘；  

（3）编制调查工作方案前，通过现场踏勘，对调查地块的边界、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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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分布等信息有直观认识和了解，了解潜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范围以及周边

土地利用情况，为调查工作方案的具体实施做好准备；  

（4）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更为丰富的

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风险，制定初步布点、

采样分析工作计划；  

（5）通过现场采样、室内检测，获取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定量检测信

息；  

（6）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及检测数据，编制调查报告，

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提出开展后续工作的相关建

议。 

2 .场地概况 

2.1 场地位置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

市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

南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 

  
图 2  地块地理位置图 

2.2 项目工作范围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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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路，

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料，该地

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工业生产。

地块各拐点坐标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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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第 72 号），考虑到调查地块土地利

用历史，按照专业判断布点法结合系统布点法进行布点采样，对调查区的污染物

进行监测和结果分析，调查对象为调查范围内的土壤和地下水。 

表 1  调查地块各拐点一览表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X Y 

J1 4617831.710 41541592.607 

J2 4617831.712 41541991.746 

J3 4617826.200 41541917.295 

J4 4617821.414 41541917.653 

J5 4617793.914 41541922.153 

J6 4617766.413 41541927.953 

J7 4617758.426 41541928.997 

J8 4617758.261 41541925.667 

J9 4617757.929 41541918.965 

J10 4617756.621 41541891.996 

J11 4617752.819 41541813.586 

J12 4617749.575 41541746.664 

J13 4617747.347 41541700.717 

J14 4617746.379 41541680.740 

J15 4617745.486 41541662.331 

J16 4617743.887 41541629.370 

J17 4717743.742 42541626.373 

J18 4617733.348 41541411.994 

J19 4617745.198 41541420.222 

J20 4617756.469 41541429.227 

J21 4617808.033 41541494.521 

J22 4617830.914 41541574.119 

J23 4617831.516 4154158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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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块调查范围图 

2.3 周边环境概况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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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 

（1）项目在 2004 年-2012 年，场地内基本无变化，主要集中在地块中部有

农村居民聚集区，地块东北角有小面积水田，该水田经人员访谈了解，后续回

填采用该地块土壤，未引进外来土壤进行回填。 

（2）2013 年-2014 年地块东侧建立一蓝色建筑，建筑性质，存续 2 年后拆

除，了解情况为因征地短暂建立临时办事处； 

（3）2015 年-2020 年地块基本无变化，原地块东侧蓝色建筑拆除后有少量

杂物堆放。 

 

图 4  2004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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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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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6 年历史影像 

 

图 6  2009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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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2 年历史影像 

 

图 8  2013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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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4 年历史影像 

 

图 10  2015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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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6 年历史影像 

 

图 12  2017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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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8 年历史影像 

 

图 14  2019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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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0 年历史影像 

2.4 气候气象 

沈阳市地处中纬度，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8.4℃；

采暖季平均气温-4.8℃。其中一月份平均气温最低（-11.0℃）；非采暖季平均气

温 17.8℃，七月份平均气温最高（24.7℃）。年降水量 690.3mm，降水多集中在

非采暖期的七、八两月，七月份的平均降水量为 165.5mm；采暖期各月平均降水

量逐渐减少并以一月份为最少（6.0mm）；年平均气压 1011hPa；采暖期平均气

压 101 hPa，一月份平均气压最高 1021.3 hPa；非采暖期平均气压 1006hPa，其

中七月份平均气压最低 999.3hPa；年平均相对湿度 63%，采暖期平均相对湿度

较小 58%，非采暖期平均相对湿度 66%，并以七月份为最大 78%，三、四月份

平均相对湿度最小 51%。据累计气象观测资料统，气象特征如下：  

（1）气温  

沈阳地区 1 月份平均气温最低-11℃，7 月份平均气温最高 24.7℃，年平均

气温 8.4℃。  

（2）降水  

沈阳地区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季，1 月份降水量最低 6mm，7 月份降水量最高

165.5mm，全年降水量 690.3mm。  

（3）湿度  

农田 

住宅 
住宅 

住宅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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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区湿度较大，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3%。6～9 月相对湿度达 70%以上，

冬、春季相对湿度为 60%左右。  

（4）风速  

沈阳地区年平均风速 2.9m/s，非采暖季平均风速 2.9m/s、采暖季平均风速 

2.8m/s，非采暖季平均风速相对较大；月平均风速 4 月份相对较大为 3.8 m/s，

8、9 月份相对较小为 2.4m/s。  

（5）风频沈阳地区年静风频率偏高为 14.2%；从季节变化看，采暖季静风

频率最高为 14.6%，非采暖季相对低些；各月静风频率在 8%～18%，4、5 月份

相对较低，8、9、1 月份相对较高，8 月份最高；从各风向上看，沈阳地区年和

非采暖季主导风向为南风，频率分别为 29.9%和 35.6%，采暖季主导风向为北风，

频率为 30.2%。 

 

图 19  沈阳地区风向频率玫瑰图 

2.5 地形地貌 

沈阳市位于辽河平原中部，东部为辽东丘陵山地，北部为辽北丘陵，地势向

西、南逐渐开阔平展，由山前冲洪积过渡为大片冲击平原。地形由北东向南西，

两侧向中部倾斜。最高处是新城子区马刚乡老石沟的石人山，海拔 441 米；最低

处为辽中县于家房的前左家村，海拔 5 米。市内最高处在大东区，海拔 65 米；

最低处在铁西区，海拔 36 米。皇姑区、和平区和沈河区的地势，略有起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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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 41-45 米之间。 

沈阳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北、东南部，属辽东丘陵的延伸部分。西部是辽河、

混合冲击平原，地势由东向西缓缓倾斜。全市最高海拔高度为 447.2 米，在法库

县境内；最低海拔高度为 5.3 米，在辽中县于家房内。 

调查地块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浑南区地处辽东丘陵和下辽河平原过渡带，境

内地形大体由浑河冲击平原和长白山余脉的低山丘陵所构成，其地势由西向东逐

渐升高。全区境内海拔多在 200 米以下，最高海拔 323 米，最低 35 米。 

2.6 水文与地质 

（1）地表水系  

沈阳市境内主要有辽河、浑河、饶阳河、柳河、蒲河、养息牧河、北沙河、

秀水河等大小河流 27 条，属辽河、浑河两大水系，水资源总量为 32.6 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 11.4 亿立方米，地下水 21.2 亿立方米。 

浑南区境内主要有浑河、桃仙河、杨官河、张官河、白塔堡河、小沙河、拉

古峪河、王滨河等河流，其中浑河为辽宁省第二大河流，由中部斜穿流经域内达

45 公里长，两岸分布 12 条河流，水域面积约占全区面积的 7%。 

（2）地质情况  

在区域地质构造上，沈阳市区位于华北地块内，根据地质构造活动的特点，

沈阳市区位于沈北凹陷地块内，大地构造上处于辽东块隆与下辽河-辽东湾块陷

相交接的部位。 

在区域新构造运动上，沈阳市区位于千山-龙岗上升区，第四纪时期主要表

现为掀抬式上升，为重力场的重力高带异常区。 

在地震活动带划分上，沈阳市区位于华北地震区，郯庐断裂带北段。自 1493

年至 1991 年共发生 4 级以上地震 19 次。郯庐断裂带在本区主要表现为较大断

裂：(1)浑河断裂；(2)伊兰-伊通断裂；(3)营口-开原断裂；(4) 辽中-二界沟断裂；

(5)台安-大洼断裂。沈阳市处于郯庐断裂带北段的营口-沈阳亚段与沈阳-开原亚

段的相交接部位，营口-沈阳段差异运动不明显，地震活动水平低；沈阳-开原段

有较弱的差异升降运动，现今微震活动频繁。在区域地震危险性分析上，根据沈

阳市基岩地震动分析结果，50 年 P=0.1 时，沈阳市计算烈度为 6.58 度，属于中

国地震烈度区划中 7 度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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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划分主要考虑成因、时代以及岩性，划分依据为野外原始编录、土工试

验成果等，地层描述如下： 

杂填土①:杂色，稍湿，松散状态，均匀性差，该层主要由黏性土、混粒砂、

砖块和建筑垃圾等组成，堆积时间不大于 5 年。该层在本区不连续分布，厚度范

围 1.1～1.7m，层底埋深 1.1～1.7m。 

耕土①1:黄褐色，稍湿，松散状态，该层主要由黏性土组成，含植物根系。

该层在本区不连续分布，厚度 0.7m，层底埋深 0.7m。 

粉质黏土②：黄褐色，局部灰褐色,可塑状态，中高压缩性。切面稍有光泽，

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含铁锰质结核。该层在本区连续分布，厚

度范围 4.3～11.9m，层底埋深 6.0～13.0m。 

花岗岩③:全风化，黄褐色，湿。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云母等，中粒结构，

块状构造。岩芯呈碎块状，干钻可钻进。本次勘察未穿透该层，最大揭露厚度 0.5m，

最大揭露深度 13.5m。 

（3）地下水信息  

沈阳属于北温带半湿润的季风性气候，同时受海洋、大陆性气候控制。特

点明显，其特征是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

润，春秋季短，冬夏季长。由于近年来全球气候的变化，沈阳地区的气候也有

所改变。 

从搜集到的以往历年气象资料看：沈阳历年平均气温为 7～8 摄氏度，最

低气温-33.1 摄氏度。每年 11 月中旬开始封冻。由于受全球气候的影响，近几

年封冻时间略有推迟。翌年 3 月初解冻。标准冻结深度为 1.2m，最大冻结深

度为 1.48m。 

降水量：沈阳历年平均降水天数为 106 天，多集中在 6～9 月份，年平均

降水量为 720 毫米。 

蒸发量：年平均蒸发量为 1420 毫米，每年 4～9 月份蒸发量最大，占全年

蒸发量的 67.4%。 

钻探期间地下水孔采用 SH-30 型钻机钻至 13.0 米深后，无法进尺，根据

该位置提上来的少量样品野外鉴别为全风化花岗岩，该型号钻机已无法钻进，

未见地下水。根据历史经验，该场地地下水流向为从东南向西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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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1 场地利用历史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

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 

经整理筛选出的 Google earth 卫星数据，将本场地的历史变化汇总如下：  

（1）在 2004 年-2012 年，场地内基本无变化，主要集中在地块中部有农村

居民聚集区及东北角有小面积水田； 

（2）2013 年-2014 年地块东侧建立一蓝色建筑，建筑存续 2 年后拆除，了

解情况为因征地短暂建立临时办事处； 

（3）2015 年-2020 年地块基本无变化，原地块东侧蓝色建筑拆除后有少量

杂物堆放。 

总体而言，在该地块历史上地面建筑变化不大。本场地历史情况卫星影像图

见下图 20-图 34。  

 

图 20  2004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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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06 年历史影像 

 

图 22  2009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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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2 年历史影像 

 

图 24  2013 年历史影像 



 

22 

 

 

图 25  2014 年历史影像 

 

图 26  2015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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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16 年历史影像 

 

图 28  2017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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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18 年历史影像 

 

图 30  2019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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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20 年历史影像 

3.2 地块再开发利用情况 

根据卫星影像及现场踏勘，本项目调查区域内原有功能建筑已停止使用，

并部分进行拆除，目前场地内仍有少量废弃建筑存在。地块内目前可见的裸露

土壤无明显颜色异常、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也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

常气味。 

   
 图 32  场地目前状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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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场地未来用地规划 

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农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3.4 相邻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

市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

南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的具体使用情况见表 2，空间位置见图 21。 

表 2  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状况信息 

序号 相邻地块 方位 距离 

1 盛世田园居 南侧 20m 

2 香格蔚蓝 南侧、东南侧 20m 

3 供暖公司 东侧 10m 

 

图 33  项目空间位置图 

3.5 资料分析 

本项目调查人员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本次收集到

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识别场地开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照片；  

（2）其他有助于评价场地污染的历史资料；  

（3）调查地块宗地图；  

香格蔚蓝 

盛世田园居 

香格蔚蓝 

地块 

供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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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资料等当地地方

性基本统计信息；  

（5）场地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周边地块使用情况等。资料的来源主要包

括：Google 地图。 

3.6 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2021 年 5 月，本项目调查人员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

集。调查人员与土地使用单位以及周边居民进行了人员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

包括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污染等疑问的核实、信息的补充、已有资

料的考证，现场场地调查范围的确定和指认，场地调查现场获取信息与原场地

历史相关性的核实等。根据踏勘及访谈信息结果得到以下相关信息。  

（1）调查范围确认与指认  

根据调查地块的规划审批图，确认了界址点坐标的位置。  

（2）原有地块使用情况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

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 

（3）地块历史污染情况  

地块内没有任何工业固体废弃物堆放、没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者渗坑、

没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没有辅助材料堆放、没有发生过化学

品泄漏、没有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没有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地

块内没有进行过危险废物的处置、土壤和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  

（4）相邻地块使用情况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

路，东侧为供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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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地污染识别 

4.1 污染识别目的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

路，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

料，该地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

工业生产。因此，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等方式，掌握并分析以下信息：场地生产历史、场地周边活动、建筑物布局

等。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场地污染物，为确定场地采样布点

和分析项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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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场地平面图 

 
图 37  调查地块平面图 

10m 
图例 

地块范围 

原水田 



 

 

4.3 污染历史与识别 

（1）概念模型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路，

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料，该地

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工业生产。

（2）特征污染物分析 

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

废填埋等；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上不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经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地块内无明显的被污染痕迹。 

汇总该地块历史上存在的历史建筑及历史使用情况，污染较小，东侧紧邻位

置有一供热公司，根据情况了解，该供暖公司目前仅用于附近居民区内小面积别

墅区进行供暖，供暖面积小且供暖时间不长，本次调查为了消除疑似污染的可能

性，对该热源厂进行污染识别，识别出该热源厂为燃煤热水供热，排水去向为锅

炉用水循环使用，生活污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污染因子为：苯并芘、多环芳烃、

氟化物。并且，该地块进行拆迁征收阶段有很多破拆工具及工程机械入场，会带

来疑似污染物石油烃（C10-C40）。由于多环芳烃、苯并芘都包含在《辽宁省污染

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的 45 项基本项之内。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并根

据相关导则要求，本地块初步调查土壤检测《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

行）》中的 45 项基本项目及氟化物、石油烃（C10-C40）。 

4.4 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由于该块东侧紧邻供热公司，且该地块进行拆迁征收阶段有很多破拆工具及

工程机械入场。因此，第一阶段调查后认为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场地实际情况进行点位布设及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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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1 布点方案 

5.1.1 土壤布点原则 

本项目调查工作是在分析场地前期已有资料的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以

系统随机布点法结合专业判断布点方式进行布点。根据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告）以及本项目场地污染识别结果布设取样

点位，原则上需满足以上导则要求，具体土壤布点采样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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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6.2.1.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可根据原地

块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作为土壤污染物识别的工作单元。原则上监测点位应

选择工作单元的中央或有明显污染的部位，如生产车间、污水管线、废弃物堆

放处等。采样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原则应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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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采集，建议 0.5~6m 土壤采集间

隔不超过 2m；不同性质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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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布点数量应当综合考虑代

表性和经济可行性原则。鉴于具体地块的差异性，布点的位置和数量应当主要

基于专业的判断。原则上：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

数不少于 3 个；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并可根据实

际情况酌情增加。” 

5.1.3 布点方案 

5.1.3.1 土壤布点说明 

考虑到地块风险不高。综合专业判断结合系统布点法，土壤监测点位置考虑

均匀布置，地块内布设 4 个土壤柱状监测点位（包含 1 个地下水点采集土壤柱状

样，点位选取在原始民用建筑区域、原水田区域、靠近热源厂区域及靠近周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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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楼区域。由于该地区地质情况，我司钻探至 13 米见岩层未出水，因此该点未

进行地下水采集），4 个土壤表层监测点位，1 个土壤对照点位，监测点位见下

图。 

地块内采样点垂直方向的土壤采样深度根据污染源的位置、迁移和地层结构

以及水文地质等进行判断设置。因对调查地块信息了解不足，难以合理判断采样

深度，故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要求，采样深

度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柱状监测点位采集至 6m。（0-0.5m、0.5m-2m、

2m-4m、4m-6m）。表层监测点位采集 0~0.5m（原状土）表层土壤样品。水土复

合点土壤采集至 6m（0-0.5m、0.5m-2m、2m-4m、4m-6m）。不同性质土层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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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  土壤点位布设图 

表 3 土壤点位具体情况 

点号 点位类型 采样深度 点位历史位置描述 现状位置 

T1 

深层采样

点 

0-0.5m、0.5m-2m、

2m-4m、4m-6m 
原建筑区域 现地块北侧 

T2 
0-0.5m、0.5m-2m、

2m-4m、4m-6m 
原建筑区域 现地块南侧 

T3 
0-0.5m、0.5m-2m、

2m-4m、4m-6m 
原农田 现地块中部 

T4 
0-0.5m、0.5m-2m、

2m-4m、4m-6m 
原农田 现地块西侧 

图例 

深层采样点 

表层采样点 

对照点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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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表层采样

点 

0-0.5m 原地块内水田 现地块东北侧 

T6 0-0.5m 原农田 现地块西侧 

T7 0-0.5m 原农田 现地块北侧 

T8 0-0.5m 原地块内水田 现地块东北侧 

T9 对照点 0-0.5m 地块周边未经人工扰动位置 

5.1.3.2. 地下水布点说明 

钻探期间地下水孔采用 SH-30 型钻机钻至 13.0 米深后，无法进尺，根据

该位置提上来的少量样品野外鉴别为全风化花岗岩，该型号钻机已无法钻进，

未见地下水。根据历史经验，该场地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潜水，主要赋存在粉

质粘土②及以下地层中，补给方式主要为大气降水下渗和地下径流，排泄方式

为地下径流。地下水流向为从东南向西北流。 

5.2 采样方案 

5.2.1 现场采样调整原则 

现场采样时如遇到以下情况则适当调整采样点位置及采样深度：  

（1）采样时遇到厚度过大的混凝土地基，通过地面破碎后机器仍无法继续

钻进，适当调整采样点位置；  

（2）遇强风化砂岩，机器无法钻进时，在点位周边钻进，多个点确认已钻

探至基岩位置即停止钻探井记录；  

（3）杂物堆放影响地表土壤样品采集，适当调整采样点位置。 

5.2.2 采样方法和程序 

5.2.2.1 采样准备和工作布置  

采样前由采样负责人同建设单位联系人踏勘现场，对采样监测点坐标定位布

点，保证方案中的采样监测点准确无误。采样负责人对现场采样人员进行技术交

流、讲解现场采样要求，布置工作。由采样技术负责人与检测负责人根据监测方

案中的监测项目列出现场采样所需的工具及样品容器的清单，根据清单准备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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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工具和样品容器。 

5.2.2.2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① 土壤样品的采集  

整个采样过程严格依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地块土壤和

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及各检测项目的标准方

法要求进行样品采集。在采集土样、装瓶时，始终使用干净的一次性手套。每个

土样的采集，从土样从机械上剥离，到土样灌装入样品瓶的全过程，需在使用新

的一次性手套状态下完成。采样次序自下而上，先采剖面的底层样品，再采中层

样品，最后采上层样品。当采集用于不同类型污染物土壤样品时，优先采集用于

测定挥发性有机物的土壤样品。 

挥发性有机物样品的采集，使用不锈钢专用采样器，将土壤直接推入预先装

好转子的 40mL 棕色样品瓶中，及时密封。 

半挥发性有机物样品的采集，采用木铲把样品装入棕色玻璃瓶中，及时密封。 

重金属的样品采集时尽量用竹片或竹刀去除与金属采样器接触的部分土壤，

再用木铲取样，剖面每层样品采集 1kg 左右，将样品装入塑料袋中，密封保存。 

另外采集一份土壤样品至棕色瓶中，用于测定土壤中干物质和水分，密封保

存。 

② 土壤样品的保存  

采样瓶和采样袋贴上采样标签，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样品编号、监

测项目，同时填写采样记录，并详细记录点位信息、土壤样品性状、采样深度和

经纬度等。采样结束，需逐项检查采样记录、样品标签和土壤样品，如有缺项和

错误，及时补齐更正。将底土和表土按原层回填到采样坑中，方可离开现场，并

在采样示意图上标出采样地点，避免下次在相同处采集剖面样品。有机样品采集

后 4℃低温保存，无机重金属样品常温保存，尽快送入实验室进行分析。所有土

壤样品均单独密闭保存，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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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 

由于该地区地质情况，我司钻探至 13 米见岩层未出水，因此该地块未进行

地下水采集。 

5.3 现场采样情况 

土壤监测点位钻探均使用 30 钻机，对于土壤样品，采用该方法可以取得未

扰动样品。由于该地区地质情况，我司钻探至 13 米见岩层未出水，因此该地块

未进行地下水采集。所有的采样容器在采样的过程中按照实际采样情况进行编号，

并同时将编号标注在广口瓶的瓶盖和瓶身上，防止发生意外。 

测试重金属的土壤样品，在剥掉表层与钻机接触的土壤后，用木铲采集足够

的样品量后放入自封袋包装，测试 VOCs 的土壤样品采用一次性注射器采集约

5g 样品后直接装入预先称量好质量的装有转子的 40mL 棕色顶空瓶中，测试

SVOCs 等的样品采集后装入棕色玻璃瓶中。土壤样品的采集按照标准《土壤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的要求执行。  

本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进行样品采集工作，土壤样品详细情况详见表

5。 

表 5 土壤样品采集详细情况一览表 

采样点编号 样品编号 经度（度） 纬度（度） 采样深度（cm） 

T1 

tr-1-1-1 

123.499918 41.694510 

0-50 

tr-1-1-2 50-200 

tr-1-1-3 200-400 

tr-1-1-4 400-600 

T2 

tr-1-2-1 

123.50045 41.693920 

0-50 

tr-1-2-2 50-200 

tr-1-2-3 200-400 

tr-1-2-4 400-600 

T3 

tr-1-3-1 

123.499144 41.694170 

0-50 

tr-1-3-2 50-200 

tr-1-3-3 200-400 

tr-1-3-4 400-600 

T4 

tr-1-4-1 

123.498455 41.694046 

0-50 

tr-1-4-2 50-200 

tr-1-4-3 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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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1-4-4 400-600 

T5 tr-1-5-1 123.503307 41.694499 0-50 

T6 tr-1-6-1 123.259685 41.413785 0-50 

T7 tr-1-7-1 123.501247 41.694472 0-50 

T8 tr-1-8-1 123.503027 41.694246 0-50 

T9 tr-1-9-1 123.497993 41.694971 0-50 

5.4 现场采样照片 

 

 

T1 T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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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T2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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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T3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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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T4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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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T5 

T6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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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 T7 

T8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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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土壤样品采集图片 

5.5 实验室检测 

5.5.1 检测项目 

本次土壤调查评估土壤监测指标共测试 47 项，分别为铜、铅、镉、六价铬、

汞、砷、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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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式-1,2-二氯乙烯、反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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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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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四氯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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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二苯并（a,h）蒽、茚

并（1,2,3-c,d）芘、萘、氟化物、石油烃（C10-C40）。  

5.5.2 分析方法 

5.5.2.1 土壤检测方法 

表 7  土壤样品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1 总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 原子荧光光谱仪 0.01mg/kg 

T9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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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 部

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2008 

YQ-840 

2 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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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光谱仪 

YQ-003 
0.01mg/k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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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光谱仪 

YQ-003 
1mg/k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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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光谱仪 

YQ-003 
0.1mg/kg 

5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

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 部

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1-2008 

原子荧光光谱仪 

YQ-840 
0.002mg/kg 

6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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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光谱仪 

YQ-003 
3mg/kg 

7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原子吸收光谱仪 

YQ-003 
0.5mg/kg 

8 氯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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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色谱-质谱仪 

YQ-1061 

1.0μg/kg 

9 四氯化碳 1.3μg/kg 

10 氯仿 1.1μg/kg 

11 1,1-二氯乙烷 1.2μg/kg 

12 1,2-二氯乙烷 1.3μg/kg 

13 1,1-二氯乙烯 1.0μg/kg 

14 
顺式-1,2-二

氯乙烯 
1.3μg/kg 

15 
反式-1,2-二

氯乙烯 
1.4μg/kg 

16 二氯甲烷 1.5μg/kg 

17 1,2-二氯丙烷 1.1μg/kg 

18 
1,1,1,2-四氯

乙烷 
1.2μg/kg 

19 
1,1,2,2-四氯

乙烷 
1.2μg/kg 

20 四氯乙烯 1.4μg/kg 

21 
1,1,1-三氯乙

烷 
1.3μg/kg 

22 
1,1,2-三氯乙

烷 
1.2μg/kg 

23 三氯乙烯 1.2μg/kg 

24 
1,2,3-三氯丙

烷 
1.2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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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仪器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25 氯乙烯 1.0μg/kg 

26 苯 1.9μg/kg 

27 氯苯 1.2μg/kg 

28 1,2-二氯苯 1.5μg/kg 

29 1,4-二氯苯 1.5μg/k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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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色谱-质谱仪 

YQ-1061 

1.2μg/kg 

31 苯乙烯 1.1μg/kg 

32 甲苯 1.3μg/kg 

33 间,对-二甲苯 1.2μg/kg 

34 邻二甲苯 1.2μg/kg 

35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

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质谱法 

HJ 834-2017 

气相色谱-质谱仪 

YQ-1061 

0.09mg/kg 

36 2-氯苯酚 0.06mg/kg 

37 苯并[a]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

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05-2016 

气相色谱-质谱仪 

YQ-1061 

0.12mg/kg 

38 苯并[a]芘 0.17mg/kg 

39 苯并[b]荧蒽 0.17mg/kg 

40 苯并[k]荧蒽 0.11mg/kg 

41 䓛 0.14mg/kg 

42 
二苯并[a、h]

蒽 
0.13mg/kg 

43 
茚并[1,2,3-

cd]芘 
0.13mg/kg 

44 萘 0.09mg/kg 

45 苯胺 

土壤 苯胺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KJC-ZY-226-2020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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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仪 

YQ-1061 
0.05mg/kg 

46 氟化物 

土壤质量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

选择电极法 

GB/T 22104-2008 

pH 计 

YQ-841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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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Q-841 
6mg/kg 

5.6 执行标准 

本项目土壤各检测项目浓度执行《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具体执行标准及标

准值见表 9。。 

表 9  《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 单位：mg/kg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执行标准 

1 砷 20 《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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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镉 20 （试行）》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 

3 铬（六价） 3.0 

4 铜 2000 

5 铅 400 

6 汞 8 

7 镍 150 

8 四氯化碳 0.9 

9 氯仿 0.3 

10 氯甲烷 12 

11 1,1-二氯乙烷 3 

12 1,2-二氯乙烷 0.52 

13 1,1-二氯乙烯 12 

14 顺-1,2-二氯乙烯 66 

15 反-1,2-二氯乙烯 10 

16 二氯甲烷 94 

17 1,2-二氯丙烷 1 

18 1,1,1,2-四氯乙烷 2.6 

19 1,1,2,2-四氯乙烷 1.6 

20 四氯乙烯 11 

21 1,1,1-三氯乙烷 701 

22 1,1,2-三氯乙烷 0.6 

23 三氯乙烯 0.7 

24 1,2,3-三氯丙烷 0.05 

25 氯乙烯 0.12 

26 苯 1 

27 氯苯 68 

28 1,2-二氯苯 560 

29 1,4-二氯苯 5.6 

30 乙苯 7.2 

31 苯乙烯 1290 

32 甲苯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63 

34 邻二甲苯 222 

35 硝基苯 34 

36 苯胺 92 

37 2-氯酚 250 

38 苯并[a]蒽 5.5 

39 苯并[a]芘 0.55 

40 苯并[b]荧蒽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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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苯并[k]荧蒽 55 

42 䓛 490 

43 二苯并[a、h]蒽 0.55 

44 茚并[1,2,3-cd]芘 5.5 

45 萘 25 

46 石油烃（C10-C40） 826 

47 氟化物 469.08 辽宁省土壤背景值 

5.7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为确保样品分析质量，本项目所有土壤样品分析工作选择具有“计量资质认

定证书”（CMA）的第三方实验室—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公司

资质详见附件）。采样和分析全过程执行了严格的 QA&QC 程序，具体如下： 

5.7.1 岗前培训 

现场钻探人员、样品采集人员、实验室人员全部经过培训和实际操作演练，

考核合格后上岗。 

5.7.2 样品采集质量保证 

采集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对每个点位进行唯一性标识，每个点位

保存 3~4 张溯源照片，同时采集了至少 10%的现场平行样品用于质控。  

质控样品包括现场平行样品、运输空白、全程序空白以及实验室空白样品。

样品采集后当天寄送至实验室，样品箱中放置冰盒，1 日内样品可进入实验室，

以最大限度保证污染物稳定。  

5.7.3 样品保存质量控制 

采集后的样品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并且参照

了《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和相关项目标准分析

方法中关于样品保存的要求，不同类型的样品，不同参数的样品选用不同的保存

方式，具体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样品保存方式（P、G 分别代表塑料和玻璃容器） 

监测项目 容器 保存条件 最小样品量 保存时间 

六价铬 P，G 4℃低温保存 

227g(土壤) 

1 天(土壤) 

汞 P，G 加硝酸至

pH<2，4℃低温

保存 

28 天(土壤) 

其他金属 P，G 180 天(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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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顶空瓶 4℃低温保存 5g(土壤) 7 天（土壤） 

多环芳烃 
G，用聚四氟乙

烯薄膜密封瓶盖 
4℃低温保存 250g(土壤) 10 天 (土壤) 

其他 

SVOCs 

G，用琥珀密封

封盖 
4℃低温保存 250g(土壤) 10 天 (土壤) 

5.7.4 样品运输质量控制 

样品运输过程中采取多种保护措施保证样品性质稳定，避免沾污、损失和丢

失，针对不同的样品器皿，分别采用了试管架、冷藏箱、运输箱，由专业的采样

运输车将当日采集的样品统一运回实验室，同时编号了运输空白样品、全程序空

白样品来质控运输过程中样品是否受到了污染，当日采集的样品通过冷链车当日

到达实验室并进行流转检测，冷链车的温度保持在 0~4℃，保障样品的有效性。

为保障样品的储存要求，在运输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温度在要求的范围内，尤其

是挥发性有机物，为此采用多种质控方式保障样品，除了有冰板箱保存外，还有

车载冰箱，冷藏车，都能够稳定在 0-4℃保障样品的运输安全。 

5.7.5 样品的流转和制备 

样品送到制样室时，首先做好样品交接，采样人员将样品和采样记录同时交

样品管理员检查并填好样品登记记录，样品管理员将扫描二维码将样品信息上传

到电子实验室管理系统（LIMS），样品随着系统中的流转卡流转到实验室进行

制样和前处理以及分析检测等工作，智能采样系统以及流转系统保障了样品检测

高效和准确。样品粉碎时采用球磨机等进行样品制备，保证制样效率和质量。 

5.7.6 检测分析质量控制 

5.7.6.1 外部质控  

本项目共采集 2 个土壤平行样品作为实验室外部质控。详见本报告附件中质

控报告。 

5.7.6.2 实验室内部质控  

实验室检测人员要经过培训，考核后上岗，每位检测人员都持有上岗证，实

验人员在检测的过程中选择了下列方式做内部质量控制。  

（1）空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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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空白样品测定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 

（2）校准曲线  

采用校准曲线法进行定量分析时，仅限在其线性范围内使用。校准曲线不得

长期使用，应与样品测定同时进行。  

（3）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  

本项目采用的检测方法均进行了方法验证，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均能够满

足要求。  

（4）平行样测定  

从实验室内部平行样测定结果来看，偏差绝对值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5）加标回收率测定  

每天进行相同基体类型的样品检测时，均同时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包括空白

加标、基体加标及基体加标平行等。加标量一般为样品浓度的 0.5～3 倍，加标回

收的检测结果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 

（6）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测定  

样品检测时尽可能采用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或能够溯源到国家基准的物

质进行质量控制。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应与样品同步测定。应尽可能选择与样

品基体类似的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测定，用于评价分析方法的准确度或

检查实验室（或操作人员） 是否存在系统误差，实验室购买了标准土壤样品，

测试的结果满足证书不确定度的要求，检测结果可信。 

5.8 检测结果分析 

5.8.1 土壤检测结果 

本调查根据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共布设了 9 个点位，采集不同深度的

土壤样品 23 个（含 2 个平行样品），检测了《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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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中的 45 项基本项目及氟化物、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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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土壤（T1）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1-1 
HKHJ2100682 

-tr-1-1-2 
HKHJ2100682- 

tr-1-1-3 
HKHJ2100682 

-tr-1-1-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砷 7.23 未检出 5.87 1.65 mg/kg 

镉 0.08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铜 33 16 11 12 mg/kg 

铅 29.7 15.1 18.0 15.1 mg/kg 

汞 0.593 0.00582 0.00961 未检出 mg/kg 

镍 13 14 9 11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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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1-1 
HKHJ2100682 

-tr-1-1-2 
HKHJ2100682- 

tr-1-1-3 
HKHJ2100682 

-tr-1-1-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147 157 141 163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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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2）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2-1 
HKHJ2100682 

-tr-1-2-2 
HKHJ2100682- 

tr-1-2-3 
HKHJ2100682 

-tr-1-2-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砷 7.04 10.1 7.13 11.7 mg/kg 

镉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铜 46 16 12 18 mg/kg 

铅 28.1 18.8 11.7 15.8 mg/kg 

汞 0.0733 0.00238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镍 17 14 11 20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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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2-1 
HKHJ2100682 

-tr-1-2-2 
HKHJ2100682- 

tr-1-2-3 
HKHJ2100682 

-tr-1-2-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185 176 198 213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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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3）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3-1 
HKHJ2100682 

-tr-1-3-2 
HKHJ2100682- 

tr-1-3-3 
HKHJ2100682 

-tr-1-3-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砷 7.78 12.1 10.9 11.7 mg/kg 

镉 未检出 未检出 0.01 0.01 mg/kg 

铜 14 18 19 18 mg/kg 

铅 17.8 20.1 18.5 15.1 mg/kg 

汞 未检出 0.00928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镍 13 19 19 18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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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3-1 
HKHJ2100682 

-tr-1-3-2 
HKHJ2100682- 

tr-1-3-3 
HKHJ2100682 

-tr-1-3-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236 192 211 218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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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4）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4-1 
HKHJ2100682 

-tr-1-4-2 
HKHJ2100682- 

tr-1-4-3 
HKHJ2100682 

-tr-1-4-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砷 8.76 8.36 9.94 15.2 mg/kg 

镉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1 mg/kg 

铜 16 11 16 15 mg/kg 

铅 15.0 12.1 14.5 11.3 mg/kg 

汞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镍 14 8 16 15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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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 

tr-1-4-1 
HKHJ2100682 

-tr-1-4-2 
HKHJ2100682- 

tr-1-4-3 
HKHJ2100682 

-tr-1-4-4 

0~50cm 50~200cm 200~400cm 400~600cm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273 209 251 229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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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5）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5-1 

0~50cm 

砷 13.4 mg/kg 

镉 0.14 mg/kg 

铜 30 mg/kg 

铅 23.7 mg/kg 

汞 0.0843 mg/kg 

镍 16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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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5-1 

0~50cm 

苯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156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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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6）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6-1 

0~50cm 

砷 10.6 mg/kg 

镉 0.04 mg/kg 

铜 23 mg/kg 

铅 20.8 mg/kg 

汞 0.0234 mg/kg 

镍 13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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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6-1 

0~50cm 

苯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173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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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7）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7-1 

0~50cm 

砷 9.53 mg/kg 

镉 0.08 mg/kg 

铜 17 mg/kg 

铅 18.6 mg/kg 

汞 0.202 mg/kg 

镍 10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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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7-1 

0~50cm 

苯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200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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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8）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8-1 

0~50cm 

砷 9.17 mg/kg 

镉 0.05 mg/kg 

铜 46 mg/kg 

铅 17.2 mg/kg 

汞 0.237 mg/kg 

镍 24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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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8-1 

0~50cm 

苯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mg/kg 

苯并(b) 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240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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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土壤（T9）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9-1 

0~50cm 

砷 11.2 mg/kg 

镉 0.04 mg/kg 

铜 14 mg/kg 

铅 17.0 mg/kg 

汞 0.0714 mg/kg 

镍 10 mg/kg 

六价铬 未检出 mg/kg 

四氯化碳 未检出 μg/kg 

氯仿 未检出 μg/kg 

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顺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反 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二氯甲烷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四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μg/kg 

三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μg/kg 

氯乙烯 未检出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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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样品编号、采样深度及检测结果 

计量单位 HKHJ2100682-tr-1-9-1 

0~50cm 

苯 未检出 μg/kg 

氯苯 未检出 μg/kg 

1,2-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1,4-二氯苯 未检出 μg/kg 

乙苯 未检出 μg/kg 

苯乙烯 未检出 μg/kg 

甲苯 未检出 μg/kg 

间,对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邻二甲苯 未检出 μg/kg 

硝基苯 未检出 mg/kg 

2-氯苯酚 未检出 mg/kg 

苯胺 未检出 mg/kg 

苯并(a)蒽 未检出 mg/kg 

䓛 未检出 mg/kg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mg/kg 

苯并(a)芘 未检出 mg/kg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mg/kg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mg/kg 

萘 未检出 mg/kg 

氟化物 187 mg/kg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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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本项目未来利用规划是居住用地，因此，参照《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

选值（试行）》，统计了本次调查检测 46 项污染物超过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的情况以及土壤中氟化物与辽宁省氟化物背景值的情况。本次项目调查土壤中46

项污染物含量均低于《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土壤中氟化物低于辽宁省土壤氟化物背景值 469.08mg/kg。具体检测结果分析如

下。 

（1）重金属 

本地块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以外，其他重金属均有所检出。所有重金属量

均未超过《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半挥发性有机物 

本地块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符合《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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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3）挥发性有机物 

本地块的挥发性有机物在所有土壤样品中均未得到检出，现场也未察觉出有

明显味道。 

（4）氟化物 

本地块的氟化物均低于辽宁省土壤氟化物背景值 469.08mg/kg。 

（5）石油烃（C10-C40） 

本地块石油烃（C10-C40）均未得到检出，且土壤采集过程中未发现明显石油

烃污染痕迹。 

（6）汇总分析 

重金属和氟化物是地块有检出的污染物。重金属均未超过《辽宁省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氟化物均低于辽宁省土壤氟化物背景值

469.08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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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注：“ND”代表未检出） 

检测项目 检出限 单位 检出率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超出筛选值比例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铜 1 mg/kg 100% 2000 0 11 46 20 17 

铅 10 mg/kg 100% 400 0 11.3 28.1 17.4 17.1 

镉 0.01 mg/kg 100% 20 0 0.01 0.14 0.05 0.05 

六价铬 0.5 mg/kg 0% 3.0 0 ND ND ND ND 

汞 0.002 mg/kg 100% 8 0 0.00238 0.237 0.08655 0.07235 

砷 0.01 mg/kg 100% 20 0 1.65 15.2 9.63 9.79 

镍 3 mg/kg 100% 150 0 8 24 15 14 

四氯化碳 1.3 μg/kg 0% 0.9 0 ND ND ND ND 

氯仿 1.1 μg/kg 0% 0.3 0 ND ND ND ND 

氯甲烷 1.0 μg/kg 0% 12 0 ND ND ND ND 

1,1-二氯乙烷 1.2 μg/kg 0% 3 0 ND ND ND ND 

1,2-二氯乙烷 1.3 μg/kg 0% 0.52 0 ND ND ND ND 

1,1-二氯乙烯 1.0 μg/kg 0% 12 0 ND ND ND ND 

顺式-1,2-二氯乙烯 1.3 μg/kg 0% 66 0 ND ND ND ND 

反式-1,2-二氯乙烯 1.4 μg/kg 0% 10 0 ND ND ND ND 

二氯甲烷 1.5 μg/kg 0% 94 0 ND ND ND ND 

1,2-二氯丙烷 1.1 μg/kg 0% 1 0 ND ND ND ND 

1,1,1,2-四氯乙烷 1.2 μg/kg 0% 2.6 0 ND ND ND ND 

1,1,2,2-四氯乙烷 1.2 μg/kg 0% 1.6 0 ND ND ND ND 

三氯乙烯 1.2 μg/kg 0% 0.7 0 ND ND ND ND 

1,2,3-三氯丙烷 1.2 μg/kg 0% 0.05 0 ND ND ND ND 

氯乙烯 1.0 μg/kg 0% 0.12 0 ND ND ND ND 

苯 1.9 μg/kg 0% 1 0 ND ND 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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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出限 单位 检出率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超出筛选值比例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氯苯 1.2 μg/kg 0% 68 0 ND ND ND ND 

1,2-二氯苯 1.5 μg/kg 0% 560 0 ND ND ND ND 

1，4-二氯苯 1.5 μg/kg 0% 5.6 0 ND ND ND ND 

乙苯 1.2 μg/kg 0% 7.2 0 ND ND ND ND 

苯乙烯 1.1 μg/kg 0% 1290 0 ND ND ND ND 

甲苯 1.3 μg/kg 0% 1200 0 ND ND ND ND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2 μg/kg 0% 163 0 ND ND ND ND 

邻-二甲苯 1.2 μg/kg 0% 222 0 ND ND ND ND 

1,1,1-三氯乙烷 1.3 μg/kg 0% 701 0 ND ND ND ND 

1,1,2-三氯乙烷 1.2 μg/kg 0% 0.6 0 ND ND ND ND 

四氯乙烯 1.4 μg/kg 0% 11 0 ND ND ND ND 

2-氯酚 0.09 mg/kg 0% 34 0 ND ND ND ND 

硝基苯 0.06 mg/kg 0% 250 0 ND ND ND ND 

萘 0.09 mg/kg 0% 25 0 ND ND ND ND 

苯并（a）蒽 0.12 mg/kg 0% 5.5 0 ND ND ND ND 

䓛 0.14 mg/kg 0% 490 0 ND ND ND ND 

苯并（b）荧蒽 0.17 mg/kg 0% 5.5 0 ND ND ND ND 

苯并（k）荧蒽 0.11 mg/kg 0% 55 0 ND ND ND ND 

苯并（a）芘 0.17 mg/kg 0% 0.55 0 ND ND ND ND 

△茚并（1,2,3-c,d）芘 0.13 mg/kg 0% 5.5 0 ND ND ND ND 

二苯并（a,h）蒽 0.13 mg/kg 0% 0.55 0 ND ND ND ND 

苯胺 0.1 mg/kg 0% 92 0 ND ND ND ND 

氟化物 / mg/kg 100% / / 141 273 203 202 

石油烃（C10-C40） 6 mg/kg 0% 826 0 ND ND 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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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注污染物的判定 

原则上污染物检出浓度超过《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则判定为土壤关注污染物。本调查场地内土壤样品中的检测因子均未

检出或未超出相应环境质量标准。因此各监测因子均不作为土壤关注污染物。 

7.不确定性说明 

7.1 场地调查不确定性及应对分析 

场地环境调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其调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 

定性因素。不确定因素集中体现为： 

（1）污染识别的不确定性 

原因：主要因为历史资料不全面，历史情况资料无法追溯至地块起始开发利

用时间。因此污染识别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应对分析：本次调查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

访谈等方式，充分掌握并分析以下信息：场地历史、场地周边活动、场地是否涉

养殖、工矿行业，是否涉及及管线和沟渠泄漏情况，周边环境污染情况等。通过

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场地污染物质为确定场地采样布点和分析项目

提供依据，可有效减少污染识别的不确定性。 

（2）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及实验分析过程不确定性分析 

原因：样品采样过程中操作不当、样品保存运输质量控制不到位，实验室质

量对分析质量控制及实验数据的可系统误差评估不细致，均可导致调查结果偏差，

存在不确定性。 

应对分析：本次调查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建立了完整的

管理程序。现场采样通过现场观察的记录单、钻孔采样前需要对钻探设备进行清

洁、采集土壤或土柱原状保留等措施对采样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控制

通过平行样、空白样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 

（3）数据评估不确定性 

原因：评估方法选取有误、核对标准不准确，使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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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分析：项目检测数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

2019）、《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要求评估方法

进行分析，评估标准根据相关部门文件要求进行核对选取，数据评估不确定性对

场地调查结论影响很小。 

（4）土壤采样点布设不确定性 

原因：由于该地块现存建筑老旧，有危险性，且地块东侧区域周边居民侵占

阻拦设备进场采样，不具备钻孔采样条件，未在现存建筑内及东侧区域进行深层

土壤采样点布设。 

应对分析：建筑内部全部进行地面硬化，不存在深坑，地下贮存设施等，因

此本次土壤深层采样点位均布设在紧邻建筑附近区域。选择土壤表层采样点布设

在地块东侧区域。降低无法在建筑内部及地块东侧区域布设点位不确定性对场地

调查结论的影响。 

7.2 不确定性分析结论 

场地环境调查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的偏差以

及限制条件等原因，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无偏差，因此带来的不确 

定性对场地调查结论影响较小。 

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采样点位的调查和监测的结果，报告结论是基于能够 

收集到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以及目前可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出的 

专业判断，场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可作为本项目委托方交付相关主管部门的 

材料。 

8.调查结论 

8.1 调查地块基本概况 

沈丹高速东全运五路南-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浑南区全运五路南。地块北侧为全运南路，南侧为盛世田园居，西侧为全运南路，

东侧为供热公司。占地面积约 38850.31m2。根据地块所属村委会提供资料，该地

块原始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建设的民用自用房，未开展过工业生产。

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农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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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布点采样情况 

8.2.1 土壤 

本次场地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8850.31m2，共设 9 个采样点，其中深层采样

点 4 个，表层采样点 4 个，对照点位 1 个，符合《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技术指南》要求。 

8.2.2 地下水 

由于该地区地质情况，我司钻探至 13 米见岩层未出水，根据土壤检测结果

及场地调查内容可知，该地区一直以来为农业用地，地块上建筑为农民自用房，

不涉及地下水污染且根据土壤检测结果，该地块未有超标项目，因此地下水未进

行地下水采集。 

8.3 检测项目及结果分析 

本次场地调查，土壤检测项目为《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

用地筛选值 45 项基本项目及氟化物、石油烃（C10-C40），共 47 项检测项目。

本场地调查结果显示，场地内土壤样品中的检测因子浓度均未超出《辽宁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的通知》（辽环

综函【2020】634 号）、《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氟化物未超过辽宁省土壤氟化物

背景值。 

9.建议 

（1）建议尽快做好场地的封闭工作，加强管理，确保不发生任何不符合本

地块规划用途的占用场地、堆填等情况，防止对本场地造成污染； 

（2）建议后续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污染情况及时上报并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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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图件 

（1）地块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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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未来规划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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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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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历史影像图 

 
2004 年历史影像 

 
2006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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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历史影像 

 
2012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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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历史影像 

 
2014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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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历史影像 

 
2016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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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历史影像 

 
2018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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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历史影像 

2020 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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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块历史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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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利用现状及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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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边企业分布图 

 

供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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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边敏感点分布图 

 

 

地块 

盛世田园居 

香格蔚蓝 

香格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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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采样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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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件 

（1）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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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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