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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言 

1.1 项目背景 

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属下的华南地区最大的现

代化造船综合企业，拥有一座 4 万吨级、二座 6 万吨级造船船台，4 万吨级船坞

一座，造船码头岸线长达 800 米，具有先进的大型管子加工车间，板材加工、分

段制作车间，大型的特种涂装车间、宽阔的分段加工预装场及技术条件良好的分

段制作厂，可设计建造符合世界各主要船级社规范的 6 万载重吨以下的各种船舶。

1993 年以来，年造船能力超过 20 万载重吨，年产万吨以上级船舶 10 艘左右。

2015年11月，市土委会议定广船旧厂房改造地块由市城市更新局纳入2015年“三

旧”改造年度实施计划（穗土委纪〔2015〕13 号）拟将该工业用地规划调整为商

业居住等综合用地性质。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四部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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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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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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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申请使用建设用地规则的通

知》(穗府[2015]15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前应完成场地

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属于污染场地的应编制治理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工作，

在完成场地修复后方可全面开展再开发利用工作；未进行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

估的，未明确治理修复责任主体的，禁止进行土地流转。 

为摸清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地块场地环境质量状况，排查该地块土壤和地

下水是否存在潜在污染及潜在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等情况，为后续的场地环境

风险评估、土壤修复等提供技术支持与科学依据。为此，特开展本次场地环境调

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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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步调查结论 

1.2.1 土壤初步调查结论 

初步调查共计布点112个，共采集了889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67项指标（包

括重金属指标8项，氟化物、氰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32项、半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SVOCs）22项、总石油烃、含水率、pH）的检测，并按照广州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 

（1）化工仓库存在铅、汞、镍、苯并[a]芘的污染； 

（2）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区域存在镍、苯并[a]芘污染； 

（3）广船技工培训场存在砷、铅、锌、镍的污染； 

（4）电梯公司存在苯并[a]芘的污染； 

（5）管子分理车间-管加试压场存在锌、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污染； 

（6）涂装棚区域存在砷、镍的污染；舱材配套仓存在锌超标； 

（7）通过现场踏勘发现场地内发现两处变压器，对其附近土壤做多氯联苯

监测，检测结果表明，多氯联苯未超标。 

1.2.2 地下水初步调查结论 

场地初步调查根据地下水流向布设了6口地下水监测井，检测了120多种物质。

除常规项目挥发酚、亚硝酸盐氮、氨氮、耗氧量、硫化物、浑浊度、铁、砷和锰

超出了各自风险筛选值外，其它物质均没有超标。其中砷的浓度范围为

0.0013-0.0106 mg/L，超标数量为1个，超标率为16.7%，最大超标倍数为0.06倍，

锰的浓度范围为0.05~3.72mg/L，超标数量为3个，超标率为50%，最大超标倍数

为36.2倍。 

一期调查的地下水整体流向大致为从西北向正东南流，最终流入珠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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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 

2.1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采样方案 

2.1.1 布点目的 

在初步采样分析调查出已受污染的区域进行加密采样，以确定被污染区域的

范围边界和污染深度。依据《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技

术文件审查要点》(2017 年 5 月)对初步调查已出现的污染点位以 10m×10m 的网

格布点，对该场地地块进行详细采样分析工作，确定地块内各污染物种类、污染

区域面积以及被污染土壤深度。 

2.1.2 布点依据 

本次详细调查主要依据初步调查结论，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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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

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技术文件审查要点》(2017 年 5 月)和《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等文件要求开展。 

2.1.3 布点思路 

污染识别及初步调查结果均显示，化工仓库、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广

船技工培训场、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涂装棚区域存在污染。因此本次详细

调查应在上述区域加密布点。但由于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两个区域在本次详

细调查采样过程中，尚不具备加密采样条件，因此这两个区域（1S46、1S57、1S67、

1S77 超标点周边区域）的加密布点计划推迟到补充采样阶段开展。本次详细调

查加密布点只针对工仓库、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广船技工培训场、涂装棚区

域超标区域。 

结合本地块实际地勘情况，按照变层取样的原则，不同性质的土层原则上

至少有一个土壤样品，每个监测点位采样深度为扣除表层硬质化地表（包括但不

限于水泥层、建筑碎砖块、回填碎石块）后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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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土壤详细调查布点情况 

2.1.4.1 布点位置及数量 

详细采样分析采用分区布点的方式进行，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的结果和收集

的相关资料分析，在初步采样分析样品中超过风险筛选值的化工仓库、机电仓库、

设备堆放场、涂装棚、广船技工培训场区域进行加密布点。布点大致按 10m×10m

的网格在初步采样分析超标点位周边布点，以确定地块内各污染物种类、污染区

域面积以及污染土壤深度。此外本项目的土壤背景点布设在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

司的厂区外的周边。 其中背景点 BJ1 在厂西北界外花基，BJ2 在厂西界外空地

和 BJ3 在厂西南界外空地处，背景点采集裸露表层土，采样深度为（0〜0.5m）。 

本次详细调查的具体布点情况为：在化工仓库设置 10 个监测点；在机电仓

库设置 27 个监测点；在设备堆放场设置 4 个监测点；在 1#涂装棚与 4#涂装棚间

设置 6 个监测点；在广船技工培训场设置 13 个监测点；在具有多氯联苯特殊监

测项目的砂棚旁变电站设置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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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检测项目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铬、镉、VOCS、TPH 未出现超标现象，本次详细采样

分析检测项目为 SVOCS（苯酚、1,3-二氯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2-甲基苯

酚、硝基苯、2-硝基苯酚、2,4-二甲基苯酚、1,2,4-三氯苯、4-氯-3-甲基苯酚、萘、

2-甲基萘、邻苯二甲酸二甲酯、苊、邻苯二甲酸二乙酯、菲、蒽、荧蒽、邻苯二

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正辛酯、苯并（a）

芘、勿、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茚并(1,2,3-cd)

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重金属（铅、砷、汞、镍）、土壤理化性质

指标（pH 值、含水率）。 

2.1.5 地下水详细布点情况 

2.1.5.1 布点位置及数量 

本次根据地下水流向，在化工仓库、机电仓库及广船技工培训场土壤污染较

严重的地块增设 2W1、2W2、2W3 共三个地下水点位，完善地下水的监测。每

口井钻孔深度 10 米，实际深度以建井记录图为准，建井记录图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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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检测项目 

具体监测项目有：pH 值、氟化物、硫化物、氰化物、挥发酚、亚硝酸盐氮、

硝酸盐氮、氨氮、耗氧量、六价铬、硫酸盐、浊度、总硬度、铁、锰、铅、铜、

锌、镉、总铬、镍、砷、汞；VOCs（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

烯、顺式-1,2-二氯乙烯、氯仿、2,2-二氯丙烷、溴氯甲烷、1,1,1-三氯乙烷、1,2-

二氯乙烷、1,1-二氯丙烯、苯、四氯化碳、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二溴甲烷、

一溴二氯甲烷、顺-1,3-二氯丙烯、甲苯、反式-1,3-二氯丙烯、1,1,2-三氯乙烷、

1,3-二氯丙烷、二溴氯甲烷、1,2-二溴乙烷、四氯乙烯、氯苯、1,1,1,2-四氯乙烷、

乙苯、对+间二甲苯、三溴甲烷、苯乙烯、邻二甲苯、1,1,2,2-四氯乙烷、1,2,3-

三氯丙烷、异丙苯、溴苯、2-氯甲苯、正丙苯、4-氯甲苯、1,3,5-三甲苯、叔丁苯、

1,2,4-三甲苯、1,3-二氯苯、仲丁苯、1,4-二氯苯、对异丙基甲苯、1,2-二氯苯、正

丁苯、1,2-二溴-3-氯丙烷、六氯丁二烯、1,2,3-三氯苯）、SVOCs（苯酚、2-氯苯

酚、双（2-氯乙基）醚、1,3-二氯苯、2-甲基苯酚、双（2-氯异丙基）醚、六氯乙

烷、N-亚硝基二正丙胺、4-甲基苯酚、硝基苯、异佛尔酮、2-硝基苯酚、2,4-二

甲基苯酚、双（2-氯乙氧基）甲烷、2,4-二氯苯酚、1,2,4-三氯苯、萘、4-氯苯胺、

4-氯-3-甲基苯酚、2-甲基萘、六氯环戊二烯、2,4,6-三氯苯酚、2,4,5-三氯苯酚、

2-氯萘、2-硝基苯胺、邻苯二甲酸二甲酯、2,6-二硝基甲苯、2,4-二硝基苯酚、二

氢苊、3-硝基苯胺、二苯并呋喃、4-硝基苯酚、2,4-二硝基甲苯、芴、邻苯二甲

酸二乙酯、4-氯二苯基醚、4-硝基苯胺、偶氮苯、六氯苯、五氯苯酚、菲、蒽、

咔唑、荧蒽、芘、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屈、苯并(a)蒽、邻苯二甲酸（2-乙基

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 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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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监测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与初步调查一致，土壤监测项目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

（DB44/T1415-2014）(珠江三角洲)、以及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利用本场地实际土壤参数进行风险评估计算获得的风险控制值，确定场地的

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 

场地范围地下水检测指标优先利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

标准，以上标准中未涉及的检测指标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详细评价标准见初步调查报告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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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详细采样结果 

根据委托方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场地初步调查结论等情况，我

院对该地块进行场地详细调查，项目组成员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到达现场，开始样

品采集工作，后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完成采样。本次调查共完成了 61 个钻探土壤采

样点，3 口地下水监测井， 共采集了 579 组土壤样品和 3 组地下水样品。 

2.4.1 基本理化性质结果 

详细采样分析一期地块范围内土壤样品共 579 组，检测了这些样品的基本理化

性质，包括 pH、含水率含量。 

结果显示，详查土壤样品中各基本理化性质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变异性，含水率

在 4.73%~77.63%之间；pH 值在 4.03~10.79 之间。按照 pH < 4.5、4.5 <pH <5.5、5.5 

<pH < 6.5、6.5 <pH < 7.5、pH > 7.5 将土壤酸碱性分为 5 个级别，即强酸性、酸性、

微酸性、中性和碱性。据此详查土壤中 0.55%的样品为酸性土壤、3.85%的土壤样品

为微酸性土壤、22.08%的土壤样品为中性土壤、72.34 %的土壤样品为碱性土壤。可

见，详查土壤 pH 值相对较高，主要为碱性土壤。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建筑

物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熟石灰，而导致场地调查的土壤主要呈碱性。 

2.4.2 重金属监测数据结果 

详细调查土壤重金属指标显示，所有样品（579 个）均不同程度检出 4 种重金

属元素（砷、汞、镍、铅），与本项目的风险筛选值（砷 60 mg/kg、汞 8mg/kg、镍

150 mg/kg、铅 400mg/kg）相比，砷、汞、镍、铅均存在超标现象，所有样品中砷超

标的样品为 10 个，砷的浓度范围在 0.958～172 mg/kg，最大超标倍数为筛选值的 1.87

倍，超标率达 1.7%；汞的超标样品为 1 个，汞的浓度范围在 0.011～22.6 mg/kg，最

大超标倍数为筛选值的 1.83 倍，超标率为 0.17%；镍的超标样品为 40 个，镍的浓度

范围在 ND～463 mg/kg，最大超标倍数为筛选值的 2.09 倍，超标率为 6.9%；铅超标

样品为 21 个，铅的浓度范围在 ND～2619 mg/kg，最大超标倍数为筛选值的 5.55 倍，

超标率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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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有机污染物监测数据结果 

详细调查土壤有机物检测结果显示，所测 32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中有

部分指标未检出， 所测的半挥发有机物污染物的含量均未超出各自风险筛选值。 

2.4.4 背景点监测数据结果 

本项目的土壤背景点布设在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厂区外的周边。其中背景

点 BJ1 在厂西北界外花基，BJ2 在厂西界外空地和 BJ3 在厂西南界外空地处，背景

点采集裸露表层土，采样深度为（0〜0.5m）。监测结果表明，场地 SVOCs 的背景值

均未检出，砷的背景均值为 20.1 mg/kg，铅的背景均值为 102mg/kg，镍的背景均值

为 24.6mg/kg，汞的背景均值为 1.43 mg/kg。广船地块背景点 BJ2 铅、汞的背景值较

高。 

2.5 土壤结果分析 

详细调查共钻孔 61 个，采集 579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 38 项指标（包括铅、

镍、砷、汞、pH、含水率及 SVOCs（共 32 项））的检测。采集 3 组地下水，分别进

行了 129 项指标（包括重金属、有机物等）的检测。 

（1）土壤详细调查基本理化性质检测结果显示：61 个采样孔位中各基本理化性

质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变异性，含水率在 4.73%~46.10%之间，pH 值相对较高，主要

为碱性土壤。 

（2）土壤详细调查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 

①化工仓库存在砷、铅、汞、镍的污染；2S9号点砷的数据考虑为异常数据，需

进一步设置对照点核实。 

②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区域存在砷、铅、镍的污染； 

③广船技工培训场存在砷、铅、锌、镍的污染； 

④涂装棚区域存在砷、镍的污染。 

2.6 地下水结果与分析 

本次详细调查共钻 3 个地下水井，每口井钻孔深度 10 米，各采集 1 组地下水样

品。共分析了包括常规指标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氨氮，重金属指标（铁、锰）、

有机污染物指标（VOCs、SVOCs 等）在内的各项指标，分析结果与《地下水环境

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标准限值进行比较，以此评价调查地块的地下水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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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检测结果显示，除氟化物、挥发酚、耗氧量、浊度、氨氮、铁和锰外，

有机污染物均低于标准限值。其中氟化物有 2 个样品超标；挥发酚有 3 个样品超标，

但是挥发酚的具体污染物本次在使用GC-MS 分析地下水中的 SVOCS时各类酚均未

检出；氨氮有 3 个样品超标；铁有 3 个样品超标；耗氧量有 3 个样品超标；浊度有

3 个样品超标；硫化物有 3 个样品超标；锰有 3 个样品超标；砷有 1 个样品超标。

地下水中锰与铅需做健康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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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场地环境第一次补充调查 

3.1 场地环境补充调查采样方案 

3.1.1 布点目的 

由于在详细调查采样阶段，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两个区域尚不具备加密采

样条件，因此有计划的将这两个区域的加密工作推迟到本次补充调查；另外，在化

工仓库、机电仓库等区域，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中有部分超标点位周边未能达到 10

×10 的布点密度，此次补充调查对这部分区域进行查缺补漏，适当加密。以便更准

确地确定污染范围边界。 

3.1.2 土壤布点位置及数量 

本次补充采样主要分布在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以及化工仓库、机电仓库

等局部区域。补充采样土壤采样钻孔 30 孔，详细采样分析已确定各污染区域的污染

深度，因此深度采样分层情况较第一次采样（8 层）、第二次采样（10 层）略有减

少。 

本次补充采样调查共布设 30 个监测点采集 120 组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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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下水布点位置及数量 

地下水钻孔采样钻孔 7 口，2 口位于重点污染区域（化工仓库与机电仓库），

5 口沿珠江沿岸布设，采取 7 组地下水样。 

3.2 土壤调查结果与分析 

根据委托方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现场勘察及场地初步调查、

详细调查结果等情况，我院对该地块进行场地补充调查，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观

测井的钻探由广州昱尚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协助，样品采集由我院技术人员完

成。项目组成员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到达现场，开始样品采集工作，后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完成采样。本次调查共完成了 30 个钻探土壤采样点，采集 120 组土

壤样品。 

3.2.1 重金属与氟化物、氰化物监测数据结果 

补充调查土壤重金属指标显示，所有样品（不同污染区域不同分析项目样品

数量不一样）均不同程度检出 6 种分析项目（砷、汞、铅、镍、氟化物、氰化物），

其中，铅有 1 个样品超标，超标点位于化工仓库；就超标深度而言，土壤中铅超

标深度为 4.0-5.0m 范围。 

3.2.2 有机污染物监测数据结果 

场地土壤补充调查有机物测定结果苯并[a]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涉及超标的

有机物污染的点位在管子分理车间，就超标深度而言，补充采样分析样品超标深

度在 3 米以内。 

3.2.3 土壤结果分析 

本次补充调查共采集 30 个点位的样品，每个采样点，按垂向深度采集 3-8

个样品，共采集了 120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 10 项指标（包括砷、汞、镍、

铅、氟化物、氰化物、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 h)

蒽）的检测，并按照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1）土壤重金属与氟化物、氰化物的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氟化物、氰化物、镍、汞的结果均达标，铅超标的点位有 1 个，即

3S4，位于化工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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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有机物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中，苯并[a]

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涉及超标的有机物污染的点位在管子分理车间，就超标深

度而言，补充采样分析样品苯并[a]芘超标深度在 3 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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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下水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 7 组地下水样品中，超过地下水Ⅲ类标准的污染物有挥发酚、亚硝

酸盐氮、氨氮、耗氧量、浑浊度，铁、砷和锰外，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均低于

标准限值，重金属（锰和砷）需做健康风险评估。 

3.4 第一次补充调查结论 

本次补充调查在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等区域出现超标点的周边按 10 米

间距布点，共采集 30 个点位的样品，每个采样点，按垂向深度采集 3-8 个样品，

共采集了 120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 10 项指标（包括砷、汞、镍、铅、氟化

物、氰化物、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 h)蒽）的

检测，并按照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1）土壤重金属与氟化物、氰化物的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氟化物、氰化物、镍、汞的结果均达标，铅超标的点位有 1 个，即

3S4，位于化工仓库。 

（2）土壤有机物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中，苯并[a]

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即 3S21 和 3S22，涉及超标的有机物污染的点位在管子分理

车间。 

（3）地下水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本次调查 7 组地下水样品中，超过地

下水Ⅲ类标准的污染物有挥发酚、亚硝酸盐氮、氨氮、耗氧量、浑浊度、砷、铁

和锰，其余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浓度均低于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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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场地环境第二次补充调查 

4.1 场地环境补充调查采样方案 

4.1.1 土壤补充调查方案 

4.1.1.1 布点目的 

2018 年 10 月 9 日，专家评审会中提出“在油罐拆除区和化工仓库等区域进

行补充调查，在喷涂车间、油漆储存区域补充 DDT 类检测。”为修改落实该意

见，也为更准确界定污染范围，在 2018 年 10 月底，开展了第二次补充采样分析。

本次补充采样，根据场地环境初步采样、详细采样、第一次补充采样三个批次样

品分析结果，对油罐拆除区、化工仓库、机电仓库等布点密度不够的区域进行了

加密布点，此外在喷涂车间、油漆储存区域补充了 DDT 类检测。 

4.1.1.2 布点位置及数量 

在化工仓库、机电仓库、油漆堆放点和涂装棚区域、油库区及周边区域超标

点位布点不足的区域补充布点28个，其中 2个土壤监测点位同时作为地下水点，

监测地下水中 DDT 含量。 

4.1.1.3 检测项目 

根据详细调查结果，铬、镉、VOCS、TPH 未出现超标现象，本次补充采样

分析检测项目为 SVOCS (苯并(a)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二苯并(a, h)

蒽)、重金属（铅、砷、汞、镍）、氟化物、氰化物、土壤理化性质指标（pH 值、

含水率）。 

4.1.2 地下水补充调查方案 

地下水钻孔采样钻孔 2 口，1 口位于油漆堆放点，1 口位于涂装棚，采取 2

组地下水样，检测指标为 DDT。 

4.2 土壤第二次补充调查结果与分析 

4.2.1 土壤重金属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完成了 28 个钻探土壤采样点，2 口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216 个

土壤样品和 2 组地下水样品。 

第二次补充调查土壤重金属指标显示，所有样品（不同污染区域不同分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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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样品数量不一样）均不同程度检出 4 种分析项目（砷、汞、铅、镍），其中，

砷、汞、镍，没有样品超标；铅的含量范围在 15.9~1557mg/kg 之间，有 9 个样

品超标，均位于涂装棚东侧。 

 

4.2.2 土壤有机污染物结果与分析 

监测结果显示，所测 72 种有机物污染物中有部分指标有检出，其中，有 2

个样品苯并[a]芘的含量超标，超标点位分别位于化工仓库及机电仓库补充采样分

析样品超标在 0.5-1.5m 的浅层土壤。 

4.3 地下水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 2 组地下水样品中，DDT 均未检出。说明早年间的喷漆并未对地

下水造成 DDT 污染，地下水不存在 DDT 的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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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二次补充调查结论 

本次补充调查在在化工仓库、机电仓库、油漆堆放点和涂装棚区域、油库区

及周边等布点不足的区域按 10 米间距布点，共采集 28 个点位的样品，其中 4S19、

4S22 同时作为地下水点，监测地下水中 DDT 含量。每个采样点，按垂向深度采

集 4-8 个样品，共采集了 216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包括砷、汞、镍、铅、苯

并（a）芘、DDT、VOCs（51 种）、多环芳烃（萘、苊烯、苊、芴、菲、蒽、

荧蒽、芘、屈、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石油烃的检测，并

按照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1）土壤重金属的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28 个点位，铅超标

的点位有 2 个，即 4S25、4S26，超标样品共有 9 个，位于涂装棚东侧。 

（2）土壤有机物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28 个点位中，苯并[a]

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即 4S11 及 4S18，分别位于化工仓库和机电仓库。 

（3）土壤及地下水补充调查 DDT 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地块无 DDT 污染风

险。其中土壤样品 DDT 检出率 4%，检出最大浓度占标率 0.24%；2 组地下水样

品中，DDT 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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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实验室分析与质量控制 
 

5.1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记录单，比如土壤层的深度，土壤质地，气

味，水的颜色，气象条件等，以便用于后期的采样和修复。为评估从采样到样品

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本项目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

定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平行样、现场空白样。在采样过程中，同种采样

介质，质控样品数量不少于总检测样品数量的 10%（《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

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技术文件审查要点》(穗环办[2017]149 号)）。 

5.1.1 土壤采集 

考虑到该厂区内浅层局部存在水泥路面、混凝土等复杂情况，深层地层岩性

为中风化的块状石灰岩，为提高采样效率，本项目采用 XY－100 自行式履带螺

旋钻探机，对水泥地面进行破碎并进行土壤钻孔取样。取样结束后，重新回填钻

孔，并将桩恢复到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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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监测井设立与洗井 

 对于需要采集地下水的点位，采用机械施工的方法，用钻井机进行钻探，

以便建立环保监测井。 

场地设计监测井的具体步骤如下：①定位，表面清理；②钻杆安装并钻进，

钻进过程中适时清理并收集溢出土壤，并适时连接新钻杆，直至达到预期深度；

③击落木塞，装入筛管；④提升并卸下钻杆，逐渐倒入石英砂至计算量；⑤提升

钻杆卸下钻杆，同时倒入粘土或膨润土，至计算量；⑥制作井保护；⑦做好井标

记。 

在完成钻探和建井后，要对监测井进行清洗 3 次。先将井内钻探过程中产生

的泥浆、污水等抽出，经静置后待监测井周围的地下水重新渗透入井内，再抽取

井内水量的 5 倍体积的水并倾倒，重复 3 次，使监测井周围的地下水基本不受钻

探施工的影响后，可认为该监测井基本清洗干净。监测井完成清洗后，可抽取井

内的新鲜水样，测试所采集的地下水样品的水温后，分装入监测样品瓶内，按规

定的要求加入样品固定液并置于低温环境中保存，送回实验室待检。 

5.1.3 地下水采集 

第一次补充调查共钻 3 个地下水井，每口井钻孔深度约 8 米，各采集 1 组地

下水样品。样品采集后，及时放于装有冰块的低温保温箱中。 

4S 地下水共钻 2 个地下水井，每口井钻孔深度 8 米，各采集 1 组地下水样

品。样品采集后，及时放于装有冰块的低温保温箱中。 

5.2 样品的保存及流转 

5.2.1 土壤样品保存 

土壤采集和保存参考《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进行。 

5.2.2 地下水样品的保存 

地下水样品保存参考相关技术规范进行。 

5.2.3 样品的转移 

样品采集后，将由专人将样品从现场送往实验室。到达实验室后，送样者和

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样品，即将样品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单

进行核对，并在样品交接单上签字确认，样品交接单转交质控组。核对无误后，

将样品分类、整理和包装后放于冷藏柜中，于当天或第二天派发任务下达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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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下达单为双联单，分别由分析人员和质控组各持一份。样品转移过程中均采用

保温箱保存，保温箱内放置足量冰块，以保证样品对低温的要求，且严防样品的

损失、混淆和沾污，直至最后到达本院分析测试实验室，完成样品交接。 

5.2.4 样品的预处理 

对分析重金属及其它的土样，经室内风干后，研磨并过 0.149mm 孔径筛后

用，参考《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GB/T 22105.2-2008)

的样品制备方法；对分析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样，分析前将所采土样品置于

搪瓷或玻璃托盘中，除去枝棒、叶片、石子等异物，充分混匀。称取 20g(精确至

0.01g)新鲜样品进行脱水，加入适量无水硫酸钠，掺拦均匀，研磨成细粒状后进

行萃取，参考《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 350-2007)附录 D 

《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化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毛细管柱技术))的样品制

备方法；对分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样，用吹扫捕集的方法处理，参考《展览

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 350-2007)附录 C《土壤中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 

水样中半挥发性有机物的预处理采用分液漏斗液-液萃取法，参考《水质 半

挥发性有机物(SVOCs)的测定)》(液液萃取-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DBJ 440100/T 

75-2010)；水样中挥发性有机物的预处理采用吹扫捕集法，参考《水质 挥发性

有机物(VOCs)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DBJ 440100/T 76-2010)；

水中重金属经过消解等手段对样品中的污染物进行提取，参考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保局(2002 年)。 

5.3 分析方法及检出限  

本项目检测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所用的分

析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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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土壤质量控制 

实验室代表性土壤质量控制数据都达到了实验室以及《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

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的通

知》（穗环办[2017]149 号）的相关质控要求。 

5.5 地下水质量控制 

地下水重金属和有机样品实验室控制样品回收率，实验室样品平行双样等地

下水分析质量控制结果均符合《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

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7]149 号）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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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 
 

6.1 详细调查结论 

详细调查共钻孔 61 个，采集 579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 38 项指标（包括铅、镍、

砷、汞、pH、含水率及 SVOCs（共 32 项））的检测。采集 3 组地下水，分别进行了 129

项指标（包括重金属、有机物等）的检测。 

（1）土壤详细调查基本理化性质检测结果显示： 61 个采样孔位中各基本理化性

质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变异性，含水率在 4.73%~46.10%之间， pH 值相对较高，主要为

碱性土壤。 

（2）土壤详细调查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 

 ①化工仓库存在砷、铅、汞、镍的污染；2S9号点砷的数据考虑为异常数据，需

进一步设置对照点核实。 

②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区域存在砷、铅、镍的污染； 

③广船技工培训场存在砷、铅、锌、镍的污染； 

④涂装棚区域存在砷、镍的污染。 

（3）地下水详细调查监测结果显示：除氟化物、挥发酚、耗氧量、浊度、氨氮、

硫化物、铁、砷和锰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外，有机污染物均低于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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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一次补充调查结论 

本次补充调查在电梯公司、管子分理车间等区域出现超标点的周边按 10 米

间距布点，共采集 30 个点位的样品，每个采样点，按垂向深度采集 3-8 个样品，

共采集了 120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 10 项指标（包括砷、汞、镍、铅、氟化

物、氰化物、苯并（a）恩、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 h)蒽）的

检测，并按照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1）土壤重金属与氟化物、氰化物的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氟化物、氰化物、镍、汞的结果均达标，铅超标的点位有 1 个，即

3S4，位于化工仓库。 

（2）土壤有机物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30 个点位中，苯并[a]

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即 3S21 和 3S22，涉及超标的有机物污染的点位在管子分理

车间。 

（3）地下水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本次调查 7 组地下水样品中，超过

地下水Ⅲ类标准的污染物有挥发酚、亚硝酸盐氮、氨氮、耗氧量、浑浊度、砷、

铁和锰，其余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浓度均低于标准限值。 

6.3 第二次补充调查结论 

本次补充调查在在化工仓库、机电仓库、油漆堆放点和涂装棚区域、油库区

及周边等布点不足的区域按 10 米间距布点，共采集 28 个点位的样品，其中 4S19、

4S22 同时作为地下水点，监测地下水中 DDT 含量。每个采样点，按垂向深度采

集 4-8 个样品，共采集了 216 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了包括砷、汞、镍、铅、苯

并（a）芘、DDT、VOCs（51 种）、多环芳烃（萘、苊烯、苊、芴、菲、蒽、

荧蒽、芘、屈、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石油烃的检测，并

按照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1）土壤重金属的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28 个点位，铅超标

的点位有 2 个，即 4S25、4S26，超标样品共有 9 个，位于涂装棚东侧。 

（2）土壤有机物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补充调查的 28 个点位中，苯并[a]

芘超标的点位有 2 个即 4S11 及 4S18，分别位于化工仓库和机电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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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及地下水补充调查 DDT 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地块无 DDT 污染风

险。其中土壤样品 DDT 检出率 4%，检出最大浓度占标率 0.24%；2 组地下水样

品中，DDT 均未检出。 

7.4 综合结论 

根据场地初步调查、详细调查、第一次补充调查及第二次补充调查结果，广

船一期地块超过土壤筛选值的污染物有 7 项：  

（1）重金属（5 项）：砷、汞、镍、铅、锌； 

（2）SVOCs（2 项）：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