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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控股的股

份制企业，是国内专业致力于光、电连接器技术研发、生产、销售，

并全面提供整套连接器应用解决方案的知名军工企业。

为了响应及落实洛阳市洛环攻坚（2019）7 号文的要求，根据《河

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环境监测制度与能力建设工作任务分

工的通知》(豫环文〔2018〕101 号)要求。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技术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该企业地块进行

现场勘查，在征询相关专家个人意见基础上,通过技术人员的现场勘

查及对企业资料收集、重点区域和环保设备、设施甄别后,汇总编制

了本次土壤检测方案。目前尚无《在产企业土壤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前提下开展工作。

1.2 编制目的

根据厂区规划，采用相应的评判标准，通过对场地的检测，进而

判断场地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影响，结合保护人体健康等要求，进一步

确定厂区土壤是否受到污染，是否需要修复治理，为后期场地环境保

护提供可行性依据。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包括：

（1）对场地的现状调查分析，识别和确认场地的潜在污染。

http://www.eqxun.com/news/5127.html
http://www.eqxun.com/news/5127.html
http://www.eqxun.com/news/5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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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布点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确定场地是否存在污染及其

污染的程度、主要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及污染区域等。

（3）为有关部门提供场地环境现状和未来可能发展状况的参考

性依据，避免场地内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确

保工人和附近居民人身安全。

1.3 编制原则

本项目的基本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诊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

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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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

结合当地科技发颤和专业技术水平，使得调查过程切实可

行。

1.4 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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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8.28）；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8.31）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8）《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豫政 〔2017〕13 号）；

（9）《洛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洛政〔2017〕31 号）；

（10）《洛阳市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洛

环攻坚〔2019〕7号）。

2）标准及规范

（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3）《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5）《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3）技术指南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2）《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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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查范围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老厂区）位于位于河南省洛阳

市高新区。厂区总体规划走向为东北-西南走向。厂区的功能组团主

要为化工库、危废库、电镀废水处理站、表面处理厂房、热处理厂房、

滤波大楼、光纤大楼、塑压分厂、针孔分厂等。

厂区内的化工库、危废库位于厂区西边。

1.6 评价标准

依据环评及相关资料，洛阳市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老厂区）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此次土壤评价标准评如下：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评价标准分为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筛选值和建设用地突然污染风险管制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指在特定土壤利用方式下，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

或低于该值的，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超过该值的，对人体健

康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具

体污染范围和风险水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在特定土地利

用方式下，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该值的，对人体健康通常

存在不可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没有

标准值的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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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点区域及设施污染物识别

2.1 自然地理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洛阳市位于河南省西部，东邻省会郑州市，西南接嵩山余脉，西

连三门峡与崤山相接，北依邮邙山隔黄河与济源、焦作相部，南屏伏

牛山与南阳依山接壤。洛阳市地理位置在北纬 3°35～35°05、东经

118908＂～1259 之间。由于伊、洛二河流经该区域，形成了伊洛盆

地，为像西山区与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

于洛阳市区西南，北依周山，南傍洛河。

2.1.2 地形地貌

洛阳市地处华北地台与昆仑秦岭地轴的交接地带，地势由西南向

东北逐渐降低，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态势，沿西南至东北依次分布

着中山、低山和丘陵，在山丘之间排列着面积不等的河谷盆地。由于

历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区域内褶皱、断裂发育，形成了豫西的伏牛山、

崤山、熊耳山、秦岭等多条山脉，呈扇形向东展开，控制了地面的流

向。地貌上洛阳盆地北面由西向东蜿蜒的邙岭黄土低矮丘陵是伊洛河

与黄河的分水岭，西面与小秦岭的山前丘陵岗地相连:伊洛河冲积形

成的河谷平原呈北东向帯状展布。由于谷地和盆地串连形成的地势较

低的开阔地带、低洼地带又和山脉相间分布，地形地貌较为独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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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场地所属地貌单元为黄土丘陵斜坡。地质上除南部龙门山出露有古

生界二叠、石炭、奥陶、寒武纪地层外，仅在西部小秦岭出露有第三

系泥炭、灰岩和钙质胶结的砂砾岩，其余均为新生界全新统、更新统

巨厚的第四系地层，厚达 212m 以上。

洛阳高新区位于洛河冲积平原地带，属洛河一级阶地，南部地势

相对平坦，北部靠近周山地势略有起伏，呈西北高东南低。本项目位

于高新区西部，临近洛河，属洛河阶地，地势平坦，场地起伏很小，

略呈西南高东北低:场地地质属黄土特性的粉质粘土，地质构造简单，

地震基本烈度为 7度。

2.1.3 气象、气候特征

洛阳市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较明

显。冬长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早风沙多，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晴和

日照长。多年年平均气温 14.7℃。多年平均降水量 5852mm，降水时

空变化较大，一般集中在 7、8、9 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3.5％。

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5773mm，年平均相对湿度 66％，年平均气压

1006.6bpa。主导风向为 NE 风，全年静风频率约占 5.99％，年平均

风速 268m/s。全年无霜期 218 天，年日照时数 2291h。

2.1.4 水文地质特征

2.1.4.1 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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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境内有黄河、伊河、洛河、润河、河等河流约 34 条，分

属于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市区地表水体主要有四河二渠，即

洛河、伊河、润河、瀍河、中洛阳市境内有黄河、伊河、洛河、润河、

河等河流约 34条，分属于黄河、准河、长江三大水系。市区地表水

体主要有四河二築，即洛河、伊河、润河、濟河、中州渠和大明渠，

均属黄河水系。流经本项目所在区域距离较近的地表水系为洛河。

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山的蓝田县，为黄河的一级支流。流经卢

氏、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在偃师市杨村东 1km 处与伊河交汇成

伊洛河，向东北流经巩义神堤村北注入黄河。洛河干流全长 447km，

流域面积 12840km2，其中洛阳境内长度 195km，流域面积 52982km2。

据洛河白马寺水文站资料，洛河最大流量 730ms，最小流量 0.39ms，

多年平均流量 69.13m/s，年均径流量 21.8 亿 m3。洛河在洛阳市辖区

内长 38km，洛阳市已在洛河市区段建设了八级橡胶拦河坝，在两道

橡皮坝之间可形成宽 500m 的水面，对调节洛阳市的气候和地下水的

补充起到了重要作用。洛河水体功能规划在市区段为地表水Ⅲ类。

2.1.4.2 地下水

洛阳市的地下水主要分布在偃洛凹陷盆地西部边缘和洛河、涧河

河谷平原区，其 中浅层地下水大部分在伊洛河及涧河冲积平原的一、

二级阶地及河漫滩区，含水层岩 性属第四纪上更新统至全新统冲击

形成的砂砾石层。含水层厚度从西南向东北由薄变厚，颗粒由粗变细。

包气带防护条件不均一，其中在河谷漫滩地区包气带岩性颗粒粗、厚

度薄、渗透性好、渗透途径短。 地下水流向：涧河河谷地下水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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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东南径流，伊洛河平原地区地下水由西南 向东北径流。地下水

补给主要是由大气降水补给，其次是由洛河、伊河、涧河、瀍河 以

及中州渠、大明渠等地表水体和灌溉水的入渗补给。据有关资料显示，

洛阳市地下 水全年综合补给量为 2.524 亿 m3，其中洛河的年补给

量占综合补给量的 45%，达 1.14 亿 m3，占地表水对地下水补给量

的 73%。洛河水面工程的拦水作用，使本区水文地 质条件发生重大

变化，盆地部分地区地下水开始回升。

洛阳市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主要取自地下水，现已开发的城市集

中式地下水供水 水源有：王府庄水源、五里堡水源、张庄水源、洛

南水源、临涧水源、下池水源、后 李水源、李楼水源和东郊水源等 9

个（其中后李村水源 2003 年因受到污染停产）， 集中开采水源地

多集中于伊、洛河两岸及河间地块，属于傍河型地下水源地。项目厂

址不在洛阳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距离项目最近的为张庄

水源地，其水源 井位于南昌路天泽大厦东侧，本项目东北约 9.3km

处。

2.1.5 社会经济质量概况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1992年11月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位于洛阳市区西南部，距市中心约 8km。

1992 年国务院授权科技部划定 的规划开发面积为 5.6 平方公里。

为了扩大高新区政策覆盖面和技术辐射面，市委、 市政府先后将涧

西区孙旗屯乡、洛龙区辛店镇整建制委托高新区管理，将吉利科技园

和洛龙科技园纳入高新区业务指导范围。目前，高新区实际管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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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平方公里， 总人口 12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7.8 万人。建区以

来，高新区自主进行了六期开发建 设。目前已累计投资 20 多亿元，

开发面积达 17.9 平方公里。2014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

加值 51 亿元，增速为 15%；完成工业总产 值 183 亿元，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10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2 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

入 7.1 亿元，同比增长 18.2%。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83 亿元，

同比增长 28%。 目前，一拖、洛轴、有色院等大型国企和科研院所

都在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建立了产业化基地。结合洛阳的资源

优势和产业特色，高新区确定了重点发展信息和 文化设计产业、生

物医药产业，扶持发展新材料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的 2+2 特色

产业发展格局。

2.2 社会经济质量概况

2.2.1 区域规划

2.2.1.1《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1）城市定位：在《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将洛

阳未来的发 展最终定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古都和旅游

城市，区域交通枢纽，以机械、 石化工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

（2）工业用地总体布局：规划为七个组团，具体为吉利工业组团、

洛阳高新区、 洛龙科技园、洛阳工业园区、涧西工业区、伊南工业

区和瀍东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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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2009-2020）》

（1）规划位置及范围：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规划位于洛阳市区西南，范围包括东至

周山路，西至于 营村，北至周山，南至洛河，规划面积 23.3km2。

（2）发展定位：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发展定位为：洛阳市传统产业的创新基

地和高新技术产 业的培育基地，未来以发展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

两类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同时注重 培育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新

技术发展。

（3）主导产业：

集聚区以硅电子材料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两大行业为主导产业，以

精密轴承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为支柱产业。

（4）产业布局：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规划考虑利于形成产业集群，发挥产业

集聚效益，产业 布局采用产业园的形式，同类及相近产业相对集中

布局在同一类产业园区内，规划形 成五大类产业园区：先进装备制

造业园区、硅电子产业园区、新材料产业园区、物资 供销与仓储业

园区和现代化服务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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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场地利用状况

2.3.1 场地重点区域及设备

本项目重点区域为：家属区、化工库、危废库、电镀废水处理站、

热处理厂房、针孔分厂、表面处理厂房、综合楼。具体见表 2.3

表 2.3 企业重点区域表

序号 名称 备注

1 家属区 使用中

2 化工库、危废库 使用中

3 电镀废水处理站 使用中

4 热处理厂房 使用中

5 针孔分厂 使用中

6 表面处理厂房 使用中

7 综合楼 使用中

2.4 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2.4.1 生产现状

1）主要生产原料：线缆、光缆、胶、焊锡、连接器部件、乳化

液、清洗液、黑色金属、铜材、铝材、稀贵金属、非金属。

2）工艺流程：本项目电镀工艺以全自动带料电镀为主，电镀生

产线主要由传送装置及电镀槽系统组成。电镀线设有过滤机，镀液经

过滤机经过滤后流回电镀槽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过滤过程将电镀时

产生固体不溶物（电镀废渣）吸附在滤芯上，电镀废滤芯及废渣作为

危废送厂内临时储存池储存后，集中外运委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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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的原理：镀铜、镍、镉等工序中以待镀的镀件作为阴极，以

所镀金属铜板、镍板、镉板作为阳极，电镀过程中随着电流的运动，

镀液中金属阳离子沉积到阴极镀件表面，镀液减少的金属离子由金属

阳极得到补充。

2.5“三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2.5.1 废气的产生及治理措施

生产工艺过程废气产生主要为表面处理车间的碱雾、氯化氢、氮

氧化物、硫酸雾、铬酸雾、氰化物及食堂油烟排放。产生废气经过环

保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2.5.2 废水的产生及治理措施

各生产车间等主体工程产生的废水包括表面处理车间的水洗废

水；辅助工程产生的废水包括制纯水废水、地面冲洗废水；环保工程

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酸碱性废气、含氰废气洗涤净化塔排放的废水。

2.5.3 固体废弃物产生及治理措施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产生量统计表

危险废物名称及来源 性质
产生量

（t/a）
处置方式

电镀污泥（水处理产生） 毒性 54.31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沾染危险废物的容器、

包装物及过滤介质（装

配、水处理产生）

毒性 16.36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废乳化液（机加工产生） 毒性 29
委托洛阳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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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丙酮（装配产生） 毒性 0.248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废胶（装配产生） 毒性 0.186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废酒精（装配产生） 易燃性 0.48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废树脂（表处理产生） 毒性 0.838 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2.6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三废”处理区的污染需要重点关注，主要包括化工库、危废库、

电镀废水处理站、热处理厂房、表面处理厂房附近区域。

对前期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根据各区域及设

施信息、特征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途径等，识别

企业内部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及设施，记录重点区域及

设施相关信息。信息记录表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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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重点设备和重点区域

企业名称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查日期 6月17日 参与人员

重点区域或

设施名称
点位编号 GPS定位 区域或设施功能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特征污染因子 监测因子

家属区南侧 1#
东经：112°58′49"

北纬：34°84′79"

办公区因位于生产区南侧上风向，此区域离

生产区较远定此点位为背景值，检测因子为

行业涉及全项污染因子。

/ / 行业类

化工库、危

废库南侧
2#

东经：112°58′37"

北纬：34°85′27"

此区域为厂内化工原料、各类危废暂存，此

区域土壤出现污染事故会对土壤及地下水环

境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环境危害较大，影响

范围广，毒性强，存在潜在危险。

废乳化液、擦拭废脱脂

棉、废清洗液，污水处理

站污泥、过滤废滤芯及废

渣、脱脂废油、废活性炭

等

重金属+氰化物 行业类

电镀废水处

理站南侧
3#

东经：112°58′45"

北纬：34°85′29"

电镀废水经场内此污水处理中心处理，场地

内已完善防渗、防漏各项安全及环保措施，

对所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小，为杜绝设施

不完善污染污染此区域地块土壤。

电镀废水 重金属+氰化物 行业类

热处理厂房

东侧
4#

东经：112°58′73"

北纬：34°85′20"

此区域为元件热处理工序，涉及工序场地内

已完善防渗、防漏各项安全及环保措施对所

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小。

/ / 行业 A1 类

针孔分厂

北侧
5#

东经：112°58′38"

北纬：34°85′12"

此区域工序为针孔工序，整个工序不涉及化

学反应，但车间内有会有机油产生如处理不

完善对所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大。

机油 / 行业类

表面处理厂 6# 东经：112°58′81" 此区域工序为表面电镀工序，但整个工序都 氯化氢、硫酸、铬酸、氰 重金属+氰化物 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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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南侧 北纬：34°85′11" 处于车间内部，所产生废气已经废气处理设

备处理后外排、废水统一收集处理，如处理

不完善对所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大。

化铜

表面处理厂

房西侧
7#

东经：112°58′26"

北纬：34°84′97"

此区域工序为表面电镀工序，但整个工序都

处于车间内部，所产生废气已经废气处理设

备处理后外排、废水统一收集处理，如处理

不完善对所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大。

氯化氢、硫酸、铬酸、氰

化铜
重金属+氰化物 行业类

101#综合楼

西北侧
8#

东经：112°58′77"

北纬：34°85′00"

此区域工序为企业综合大楼，员工行政办公

区域，对所在区域土壤潜在影响较小。
/ / 行业A1类

企业自备井浅层地下水采样点位置、采样深度、检测因子及说明

浅井头村地

下水井
9#

东经：112°58′63"

北纬：34°85′27"

此点位于厂区附近，井水埋藏深度符合《在

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采

样要求。

/ / 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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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样方案编制

3.1 采样方案

3.1.1 采样目的

为了响应及落实洛阳市洛环攻坚（2019）7 号文的要求，根据《河

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环境监测制度与能力建设工作任务分

工的通知》(豫环文〔2018〕101 号)要求，此次土壤自行监测主要针

对企业各个不同功能区所对应的的行业因子和特征污染因子进行采

样分析调查。

3.1.2 采样点位布设

1、背景监测点

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后，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

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 1 个土壤背景监测点。背景监测

点、监测井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上游，以提供不受企业生

产过程影响目可以代表土壤、地下水质量的样品。

在地下水建井过程中钻探出的土壤样品，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

的背景值进行分析测试并予以记录。

地下水背景监测井应与污染物监测井设置在同一含水层。

2、土壤监测

（1）点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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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重点区城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 1-3 个土壤采样点。采样点

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点位位置

采样点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

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

（3）采样深度

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城内表层土壤（0.2m 处）为重点采样层，

开展采样工作。

3、地下水监测情况

根据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理位置及实际情况，本企业无

自备地下井，企业所在地地下水埋深较浅，在附近找一口地下水井进

行布点监测，布点位置为 9#点位所示。 采样点位及频次见表 3.1，

具体点位示意图见下图 3.1。

3.1.3 监测频率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土壤一般监测、土壤气

监测和地下水监测。

3.1.4 采样要求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的相关规定和技术、洛阳市洛环攻坚（2019）7 号文要求以及《河南

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环境监测制度与能力建设工作任务分工

的通知》(豫环文〔2018〕101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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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后，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

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 1 个土壤背景监测点和 1 个地下

水背景监测井。背景监测点/监测井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

上游（土壤指重点区域的上风向，监测井指地下水的上游），以提供

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土壤/地下水质量的样品。采样点

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

可能接近污染源，对于每个土壤监测点位，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

表层土壤（0-20cm）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作。每个重点区域或

设施周边应布设至少 1 个地下水监测点，具体数量应根据待监测区

域大小及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地下水监测井应

布设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

通过对企业平面布置图以及设备设施情况的了解，我单位共计布

设 8 个土壤监测点位。在企业未受污染靠近厂界处布设 1个土壤背景

点（1#），在厂区内重点区域与设施处布设 7个土壤监控点（2#~8#）。

同时为了更好的了解园区土壤情况，布设了 1 个地下水点位，监控点

为 9#。

表 3.1 监测点布局示意图

序号 功能区 监测点位 采样深度 监测因子

1#
家属区南侧（背

景点）
1

0~0.2m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2#
化工库、危废库

南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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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镀废水处理站

南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2# 热处理厂房东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5#
针孔分厂

北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6#
表面处理厂房南

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7#
表面处理厂房西

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8#
101#综合楼西北

侧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9#
浅井头村地下水

井
1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氰化物；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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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厂区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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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下水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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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测因子

结合企业行业类型与生产工艺，按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要求，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属于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由此识别出企业土壤污染物种类有

以下种类；

样品类型 点位数量 行业涉及污染因子 特征因子

土壤 8个
A1 类（8 种）：镉、铅、铬、

铜、锌、镍、汞、砷；

A2 类（8 种）：锰、钴、硒、

钒、锑、铊、铍、钼

A3 类（1 种）：氰化物；

D1 类（1 种）：pH

/

地下水 1个

合 计 18 种

3.3 监测因子分析方法

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3.3。

表 3.3 土壤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仪器名称及型号
检出限

mg/kg

1 pH 值
土壤中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NY/T

1377-2007

DZS-706 多参数

分析仪
/

2 镉（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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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PinAAcle900

0.01

3 铅（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2.0mg/k

g

4 铬（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3.0mg/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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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铜（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1.2mg/k

g

6 锌（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2.0mg/k

g

7 镍（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1.5mg/k

g

8 汞（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汞、

砷、硒、铋、锑的测

定 微波消解/原子

荧光法

HJ 680-2013
原子荧光光谱仪

/AF-7500

0.002

mg/kg

9 砷（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2.0mg/k

g

10 锰（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10.0mg/

kg

11 钴（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

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

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2015
X-射线荧光光谱

仪/S8 Tiger

1.6mg/k

g

12 硒（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汞、

砷、硒、铋、锑的测

定 微波消解/原子

荧光法

HJ 680-2013
原子荧光光谱仪

/AF-7500

0.01mg/

kg

13 钒（土壤）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ICP-AES）

《土壤元素

的近代分析

方法》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8

mg/kg

14 锑（土壤）

土壤和沉积物 汞、

砷、硒、铋、锑的测

定 微波消解/原子

荧光法

HJ 680-2013
原子荧光光谱仪

/AF-7500

0.01mg/

kg

15 铍（土壤）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

（ICP-AES）

《土壤元素

的近代分析

方法》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3mg/

kg

16 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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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钼（土壤）

18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

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

度法 异烟酸-吡唑

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745-2015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Specord 210

plus

0.04µg
/kg

表 3.3 地下水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仪器名称及型号 检出限

1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DZS-706多参数分

析仪
/

2 镉

水质 32 种元素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5

mg/L

3 铅

水质 32 种元素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7

mg/L

4 铬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3

mg/L

5 铜

水质 32 种元素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6

mg/L

6 锌

水质 32 种元素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4

mg/L

7 镍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7

mg/L

8 砷 水质 汞、砷、硒、

铋和锑的测定 原

子荧光法

HJ 694-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AF-7500

0.3 μ

g/L

9 汞
0.04

μg/L

10 锰

水质 32 种元素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4

11 钴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1

mg/L

12 硒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0.4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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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汞、砷、

硒、铋和锑的

测定 原子荧

光法

AF-7500 g/L

13 钒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1

mg/L

14 锑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6

mg/L

15 铊

16 铍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

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0.008

mg/L

17 钼

18 硫酸盐

水质 无机阴离子

(F-、Cl-、NO2

-、Br-、

NO3

-、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

色谱法

HJ 84-2016
离子色谱仪 881

Compact IC pro

0.01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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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4.1 现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现场工作相关程序包括土壤钻孔、土壤样品采集以及保存，这些

工作程序均须按照相关的规程进行。采集有代表性样品和防止交叉污

染是现场工作质量控制的两个关键环节。

（1）样品采集现场采样严格按照相关的土壤采样技术规范及方

法开展工作。在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需配戴丁腈手套。一般地，采

集一个样品要求使用一套采样工具。

（2）样品现场管理样品在密封后，贴上标签。所有的样品均附

有样品流转单。样品流转单和标签均包含样品名称、采样时间和分析

项目等内容。

（3）采样设备清洗所有的采样设备在使用前以及变换操作地点

时，都须经过严格的清洁步骤，以避免交叉污染。

（4）现场样品保存和运输样品在保存和运输的过程中以 4℃冷

藏，及时送至实验室，以确保在样品的有效期内完成分析。

4.2 实验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每批样品每个项目分析时做 10%平行样，平行双样测定结

果的误差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者为合格。允许误差范围参照《土壤环

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HJ/T166-2004）中的表 13-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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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标准样品需选择合适的标样，使标样的背景结构、组

分、含量水平应尽可能与待测样品一致或近似。

（3）检测过程中受到干扰时，按有关处理制度执行。一般要求

如下：停水、停电、停气时，凡是影响到检测质量时，全部样品重新

测定；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可用相同等级并能满足检测要求的设备。

4.3 人员能力

监测人员均通过考核并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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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测结果分析

5.1 土壤监测结果分析

本次场地土壤自检评价标准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对比分析。对于以上标

准中均未包含标准值的监测项目，则通过对比《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

价筛选值》（DB11/T811-2011）相应因子筛选值对比评价。

各监测因子数值标准对比表见表 5.1，检测点位坐标 5.2， 检测

数据见表 5.3,5.4。

表 5.1 土壤各监测因子数值标准对比表

因子 数值 mg/kg 标准

pH /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筛选值第二类用地

镉 65

铅 800

铜 18000

镍 900

汞 38

砷 60

钴 70

钒 752

锑 180

铍 29

氰化物 135

铬 2500
《场地土壤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锌 10000

锰 /

暂无标准限值
硒 /

铊 /

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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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下水 各监测因子数值标准对比表

因子 数值 mg/L 标准

pH 6.5~8.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限值

镉 0.005

铅 0.01

铜 1

镍 0.02

汞 0.001

砷 0.01

钴 0.05

锑 0.005

铍 0.002

氰化物 0.05

锌 1

锰 0.1

硒 0.01

铊 0.0001

钼 0.07

钒 /
暂无标准限值

铬 /

5.2 土壤检测点位坐标

点位 北纬 东经

家属区南侧（背景点） 34°84′79" 112°58′49"

化工库、危废库南侧 34°85′27" 112°58′37"

电镀废水处理站南侧 34°85′29" 112°58′45"

热处理厂房东侧 34°85′20" 112°58′73"

针孔分厂北侧 34°85′12" 112°58′38"

表面处理厂房南侧 34°85′11" 112°58′81"

表面处理厂房西侧 34°84′97" 112°58′26"

101#综合楼西北侧 34°85′00" 112°58′77"

家属区南侧（背景点） 34°84′79" 112°58′49"

5.2 地下水检测点位坐标

点位 北纬 东经

浅井头村地下水井 34°84′79" 112°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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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因子
单位

土壤检测结果 pH 无量纲，单位：mg/kg
地下水检测结果

单位：mg/L

1#家属区

南侧（背

景点）

0~0.2m

2#化工

库、危废

库南侧

0~0.2m

3#电镀废

水处理站

南侧

0~0.2m

4#热处理

厂房东侧

0~0.2m

5#针孔分

厂北侧

0~0.2m

6#表面处

理厂房南

侧

0~0.2m

7#表面处

理厂房西

侧

0~0.2m

8#101#综
合楼西北

侧

0~0.2m

浅井头村地下水

井

静水位 13m，井深

47m

pH / 7.62 8.16 7.89 7.57 8.28 8.07 7.59 7.64 7.55

镉 mg/kg 0.035 0.153 0.016 0.181 0.022 0.089 0.131 0.048 未检出

铅 mg/kg 33.6 25.8 25.4 28.0 34.9 23.9 48.3 36.5 未检出

铬 mg/kg 76 78 78 81 83 74 140 86 未检出

铜 mg/kg 36.4 30.8 51.4 35.3 91.6 29.3 116 51.3 未检出

锌 mg/kg 108 119 89 87 135 70 181 111 0.003

镍 mg/kg 35.7 41.8 46.3 40.8 40.2 41.6 154 43.9 未检出

汞 mg/kg 0.154 0.354 0.264 0.049 0.345 0.168 0.184 0.498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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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mg/kg 11.2 13.4 10.5 12.8 12.6 13.2 12.3 14.2 未检出

锰 mg/kg 627 678 588 / 626 647 635 / 未检出

钴 mg/kg 13.8 14.1 13.5 / 12.6 14.4 16.6 / 未检出

钒 mg/kg 83 90 80 / 83 92 85 / 未检出

氰化物 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未检出

5.4 检测数据一览表

检测因子
单位

土壤检测结果 地下水检测结果

1#家属区

南侧（背

景点）

0~0.2m

2#化工

库、危废

库南侧

0~0.2m

3#电镀废

水处理站

南侧

0~0.2m

4#热处理

厂房东侧

0~0.2m

5#针孔分

厂北侧

0~0.2m

6#表面处

理厂房南

侧

0~0.2m

7#表面处

理厂房西

侧

0~0.2m

8#101#综
合楼西北

侧

0~0.2m

浅井头村地下水

井

水位 28m井深

150m

pH / / / / / / / / / /

镉 mg/kg 0.001 0.002 0.000 0.003 0.0003 0.001 0.002 0.001 /

铅 mg/kg 0.042 0.032 0.032 0.035 0.044 0.030 0.060 0.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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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 mg/kg 0.030 0.031 0.031 0.032 0.033 0.030 0.056 0.034 /

铜 mg/kg 0.002 0.002 0.003 0.002 0.005 0.002 0.006 0.003 /

锌 mg/kg 0.011 0.012 0.009 0.009 0.014 0.007 0.018 0.011 /

镍 mg/kg 0.040 0.046 0.051 0.045 0.045 0.046 0.171 0.049 /

汞 mg/kg 0.004 0.009 0.007 0.001 0.009 0.004 0.005 0.013 /

砷 mg/kg 0.187 0.223 0.175 0.213 0.210 0.220 0.205 0.237 /

锰 mg/kg / / / / / / / / /

钴 mg/kg 0.197 0.201 0.193 / 0.180 0.206 0.237 / /

钒 mg/kg 0.110 0.120 0.106 / 0.110 0.122 0.113 / /

氰化物 mg/kg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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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3、5.4，1#背景点的 pH为 7.62，2#~8#监控点 pH范围为

7.57~8.28；综上 pH监控点与背景点测量值接近，所有因子均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GB36600-2018 ） 及 《 场 地 土 壤 环 境 风 险 评 价 筛 选 值 》

DB11/T811-2011限值要求。地下水所有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Ⅲ类限值。

5.2 措施分析

根据检测结果分析，本场地土壤和地下水质量环境较好，不存在

污染现象，为了更好的保护场地土地土壤，应提出预防措施。

(1)安排专职人员，巡逻查看重点区域内构筑物地面防渗层防渗情况，

发现防渗层破漏情况及时处理，防止物料渗透进入土壤。

(2)记录设备运行情况，每天按时维护设备，使设备正常运转，防止

物料泄漏。

(3)保护好地下水监测井，井口覆盖上锁，防止污染物质从井口进入

污染地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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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6.1 土壤

此次土壤监测共计 8 个点位，1 个背景点，7 个监控点，由监测

数据得知，pH 监控点与背景点测量值接近，所有因子均满足《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限值要求。

6.2 地下水

此次地下水监测共计 1个点位，由监测数据得知，所有因子均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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