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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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将规划业用地调

整为商业居住等综合用地性质。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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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接受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委托，开展广

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一期地块场地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我院在接受委

托后，立即组织专业人员成立课题组，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采样分析等基础

上，编制了《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一期地块场地初步调查报告》和《广州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一期地块场地详细调查报告》。根据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要求，在完成第二阶段详细调查之后，要开展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对场

地环境做风险评估，编制《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一期地块场地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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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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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以及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及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2014

年第78号），场地环境调查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

健康风险评估。 

场地健康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以

及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计算等内容。 

本次风险评估的技术路线如图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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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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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场地调查总结 

1.3.1 土壤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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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地下水调查结论 

   （1）地下水中除常规项目挥发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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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物质均未超标。其中，挥

发酚、亚硝酸盐氮、氨氮、耗氧量这些指标属于生活类污染源，在我市地下水

超标情况较常见，不作为本次工业企业再开发利用场地环境调查重点关注污染

物。 

   （2）利用监测井测量的地下水位数据结合地勘分析，0～1.50m 为上层滞水，

地下水水埋深度为 0.20～1.92m，水面高程为 7.16～9.7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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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风险评估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是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健康风险评价是在收集和整

理毒理学资料、流行病学资料、环境监测资料及暴露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一定的方法或使用模型来估计某一暴露剂量的化学或物理因子对人体健康造成

损害的可能性及损害的性质和程度大小。在对广船一期地块场地土壤、地下水进

行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根据项

目规划用地性质，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2.1 场地概念模型定义 

    场地概念模型即“污染源——暴露途径——敏感受体”的场地概念模型。根

据场地环境调查获得的资料，确定该场地关注污染物及其空间分布，即可了解该

场地主要的污染源。结合场地规划利用方式，确定该场地可能的敏感受体，包括

儿童、成人。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分析场地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进入并危害敏感受

体的情景，确定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对敏感受体的暴露途径，从而确定污染

物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模型和敏感受体的概念模型。 

2.2 土地利用规划类型 

    广船一期地块土地利用规划见图 3.5-1。该用地后期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涉

及 R2(二类居住用地)、R2/B1（商住用地）、A2/B1（文化设施兼容商业用地）、

A33（中小学用地）、A5（医疗设施用地）、A7（文物古迹用地）、B1（商业设施

用地）、B1/B2(办公兼容商业用地)、B2/A2（商业兼容文化用地）、B2/B1（办公

兼容文化用地）、S1(城市道路用地)、S3(交通枢纽用地)、G1(公园绿地)、G2(防

护绿地)、U12（供电用地）、E1（水域）16 种类型。 

本次风险评估工作，根据保守性原则，全部按照敏感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来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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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项目风险评估内容与方法 

2.3.1 风险评估流程 

    风险评估工作内容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土壤风

险控制值计算。 

（1）危害识别：根据场地环境调查获取的资料，结合场地土地的规划利用方

式，确定污染场地的关注污染物、场地内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可能的敏感受体，

如儿童、成人、地下水体等。  

（2）暴露评估：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场地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进入

并危害敏感受体的情景，确定场地土壤污染物对敏感人群的暴露途径，确定污染

物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模型和敏感人群的暴露模型，确定与场地污染状况、土壤

性质、地下水特征、敏感人群和关注污染物性质等相关的模型参数值，计算敏感

人群摄入来自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物所对应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暴露量。  

（3）毒性评估：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性参数，包

括参考剂量、参考浓度、致癌斜率因子和单位致癌因子等。  

（4）风险表征：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工作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

计算单一污染物经单一暴露途径的风险值、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风险

值、所有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风险值；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包括对关注污染

物经不同暴露途径产生健康风险的贡献率和关键参数取值的敏感性分析；根据需

要进行风险的空间表征。  

（5）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在风险表征的工作基础上，判断计算得到的风

险值是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果未超过可接受风险，则

结束风险评估工作；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果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计算关注

污染物基于致癌风险的修复限值和基于非致癌风险的修复限值，并进行关键参数

取值的敏感性分析；如暴露情景分析表明，污染场地土壤中的关注污染物可淋溶

进入地下水，影响地下水环境质量，则计算保护地下水的土壤修复限值。  

2.3.2 本项目风险评估内容与方法 

    场地定量风险评估程序是一个多层次定性与定量的评估体系，也是一个概念

模型与描述污染物运移的分析模型及暴露模型的综合体系。本项目中针对超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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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筛选值的污染物进行详细风险评估。在敏感用地情景下，敏感受体为住宅区内

的成人和儿童，根据场地污染源特征、水文地质条件等实际情况，构建场地概念

模型，应用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发的“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计算不同暴露途径下土壤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与风险

及危害商。并对场地土壤中污染物进行风险表征；结合我国土壤质量标准值、广

东省土壤中重金属的背景值、珠江三角洲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等，确定最

终修复目标值。 

2.3.3 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 

   本项目使用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发

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18 年 9 月更新版本）对项目场地土壤进行

健康与环境风险评估工作。该软件可以计算不同污染场地的风险控制值和筛选

值，为污染场地筛选和修复提供指导。软件依据的标准是《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25.3-2014），基于中国标准参数和数学模型。 

    由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不适用于铅污染的风险

评估，所以无法采用国际常用的“四步法”对铅进行健康风险评估。目前，国际

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美国EPA推出的儿童血铅模型IEUBK和成人血铅模型

ALM。在敏感用地场景下，儿童为最敏感受体，所以本次对铅污染场地的风险

评估选用IEUBK模型。 

2.3.4 关注污染物 

2.3.4.1 土壤关注污染物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关注污染物是根据

场地污染特征和场地利益相关方意见，确定需要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污染物。

本项目原则上将浓度超过广船一期地块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中所列标

准的污染物列为本场地的关注污染物（共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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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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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地下水关注污染物 

    初步调查、详细调查、补充调查与第二次补充调查均对场地地下水进行了采样

分析。监测结果表明，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的污

染物有挥发酚、氨氮、浑浊度、亚硝酸盐氮、耗氧量、硫化物、砷、锰和铁。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确定需要进行调查和风

险评估的污染物。本项目将砷、锰列为该场地地下水的关注污染物。  

 2.4 健康风险评估 

本次评价在广船一期地块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根据《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中推荐的风险评价模型，对广船一期地

块的人体健康风险进行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 

2.4.1 暴露评估公式选用 

1、敏感用地方式下各种暴露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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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附录A公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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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途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

式（A.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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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肤接触土壤途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

录A公式（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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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

录A公式（A.6）计算。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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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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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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附录A公式（A.8）计算。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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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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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0）计算。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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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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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2）计算。  

（6）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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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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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4）计算。  

（7）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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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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1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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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内

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6）计算。  

（8）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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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1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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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内

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18）计算。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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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

用地下水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1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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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地下水途

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

附录A（A.20）计算。  

由于项目所在地区不饮用地下水，因此，暴露途径考虑（1）～（8）项来进行

计算。 

2、非敏感用地方式下各种暴露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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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附录A公式（A.2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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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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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途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

式（A.2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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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肤接触土壤途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

录A公式（A.2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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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

录A公式（A.26）计算。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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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土壤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2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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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附录A公式（A.28）计算。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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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2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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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0）计算。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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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3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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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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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2）计算。  

（6）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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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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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4）计算。  

（7）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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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3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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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内

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6）计算。  

（8）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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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3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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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内

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A公式（A.38）计算。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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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

用地下水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A（A.3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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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地下水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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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

附录A（A.40）计算。  

由于项目所在地区不饮用地下水，因此，暴露途径考虑（1）～（8）项来进行

计算。 

 

2.4.2 风险表征公式选用 

风险表征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单一污染物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的计算、所有关

注污染物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计算、不确定性分析和风险的空间表征。  

1、风险表征技术要求  

根据场地每个采样点样品中关注污染物的检测数据，通过计算污染物的致癌风

险和危害商进行风险表征。如关注污染物的检测数据呈正态分布，可根据检测数据

的平均值、平均值置信区间上限值或最大值计算致癌风险(CR)及非致癌危害商

(HQ)，作为确定场地污染范围的重要依据。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规定，人体可接受的致癌

风险值不高于10
-6，非致癌危害商值小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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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可接受的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值为1，可接受的致癌风险值为10
-6。 

2、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方法 

C.1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1）计算。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2）计算。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4）附录C（C.3）计算。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4）计算。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污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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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5）计算。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6）计算。  

（7）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附录C（C.7）计

算。  

C.2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  

（1）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8）计算。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9）计算。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公式附录C（C.10）计算。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C公式（C.11）计算。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C公式（C.12）计算。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附录C公式（C.13）计算。  

（7）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采用公式附录C（C.14）计

算。  

2.4.3 参数选择 

本项目评价参数选择除土工实验所得的现场参数外，其他参数主要选择“污染

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中的参数，考虑到随着《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的发布和实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25.3-2014）的推荐参数即将进行修正，该软件中的国家推荐参数按照

即将可能调整发布的推荐参数执行。对于少数该软件中没有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编制说明调整的参数，本次风险评估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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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编制说明做了调整。 

2.4.4 铅风险评估 

IEUBK 模型是由美国环境保护署(the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超级

基金项目(Superfund)和铅技术评估工作组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评价重金属铅的

健康风险而推出的儿童血铅评估模型，适用于评价 0～84 个月的儿童血铅浓度。

IEUBK模型包括暴露、吸收、生物动力学和概率分布这 4个子模块，将不同环境介

质中的铅暴露与儿童体内的血铅浓度关联起来；模型综合考虑了饮水、食物、室内

/室外空气、土壤、粉尘等多种暴露途经，属于综合暴露模型。该模型不但可用于

预测儿童(0～84 个月)暴露于含铅污染源时的血铅浓度，还可通过儿童血铅浓度反

推不同介质中的铅浓度限值，欧美国家通常运用该方法规定环境中铅浓度限值。 

2.4.5 土壤风险及危害计算结果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广船一期地块初次采样、详细采样、补充采样及第二次补

充采样的土壤污染点位见表 2.4-4。由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不适用于铅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因此，本次评估利用血铅模型计算得

到铅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风险控制值为 282mg/kg。 

各关注污染物最大超标浓度多暴露途径累加致癌风险及非致癌危害商计算结果

如图 2.4-5。砷、镍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均大于可接受水平；汞的非致癌危害

商大于可接受水平；苯并（a）芘、二苯并（a,h）蒽的致癌风险大于可接受水平。

锌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均低于可接受水平，对人体危害较小。 

2.5 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估 

    本评价将锰列为该场地地下水的关注污染物。 

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价中主要考虑地下水作为饮用时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本评

价目标场地的规划土地利用功能为居住与商业，但日后不会对场地内的地下水进行

开采利用，也不会以场地内的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通过计算，砷和锰的致癌风险

值和非致癌危害商值均低于计算下限。因此由于饮用地下水而引起的的健康风险较

低。 

由此可见，本评价目标场地内原来的工业生产并未对场地的地下水的质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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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不利影响，场地内地下水造成的对场地内居民的健康风险较低。 

2.6 不确定分析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假设情景、参数定值、评估模型的偏差等

密切相关。不确定性可以定量地采用测定参数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来表示。

不确定性(缺乏关于准确值的了解，例如特定的暴露估计)分析必须与多样性(不同个

体的不同暴露水平)相区别。在风险评估中强调不确定分析的原因主要包括：(1)各种

来源的信息不确定；(2)必须决定是否应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寻找进一

步的数据和信息降低不确定性；(3) 不确定性分析是杜绝偏见的手段；(4) 不确定性

分析将有助于决策者最终提高决策质量。  

    由于土壤环境的复杂性，风险评价环境的复杂性，本风险评价中也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对评价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该不确定性因素包

括数据本身的变异性(variability)，采用模型的或参数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主要

包括：  

    1、所收集场地调查资料的不确定性，包括历史资料、采样布点的科学性等。  

    2、暴露途径的不确定性：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或研究机构之

间暴露途径选择不尽相同，有时候差异还比较大。主要是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异或风

险评估方法理论框架差异。本场地评价主要遵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3、参数的不确定性：本项目尽量采用实测数据和国家导则中默认参数，但由于

我国相关基础研究仍相对匮乏，且广州地区参数与国家导则中推荐的默认参数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模型根据国家导则计算本场地的风险控制值、风险值或危

害商，并不能完全反映本场地的实际情况。 

    4、物质在介质间迁移过程的不确定性：本次采用的迁移公式均来自于HERA，

但模型的拟合程度与场地的实际情况拟合情况如何，还无从验证，其评价过程与评

价结果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在我国的应用尚无可靠资料验证。 

    5、污染物毒理参数的适用性。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污染物毒理学参数，大多

采用美国环保局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2009)和美国环保局土壤筛选导则(US 

EPA，2002)，其对我国风险评价的适用性值得商榷。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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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和广州市《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工作技术指引》中毒理学参数大多采

用美国的相关参数。  

    6、受体参数的针对性。受体参数采用《2006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美国材料

和测试标准化协会(ASTM)推荐值，主要选取的是一个均值，因此要更准确的评价某

一场地的风险，还需要实地调研当地暴露人群的有关情况。  

2.7 风险评估结论 

作为敏感用地，广船一期地块场地土壤中对人体具有致癌风险的为砷、镍、苯

并(a)芘、二苯并（a,h）蒽。土壤中的砷、镍、汞对人体造成潜在的非致癌危害。土

壤中铅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 

    本评价目标场地内原来的工业生产并未对场地的地下水的质量造成明显的不利

影响，场地内地下水造成的对场地内居民的健康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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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章 场地修复目标及修复范围确定 
 

3.1 修复目标值计算 

本项目修复目标值的推导将依据上述已建立的场地暴露概念模型，参照我国《污

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进行计算方法和模型参数的优化后来推导

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E.1 基于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计算。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2）计算。  

（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3）计算。  

（4）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

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4）计

算。  

（5）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

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5）计

算。  

（6）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

控制值，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6）计

算。  

（7）基于3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7）计算。  

E.2 基于非致癌风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8）计算。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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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9）计算。  

（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0）计算。  

（4）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

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1）

计算。  

（5）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

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2）

计算。  

（6）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

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3）

计算。  

（7）基于3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附录E公式（E.14）计算。  

 

3.1.1 目标风险水平确定  

场地风险评价工作中规定对健康风险大于目标风险的污染物进行修复管理。目

标风险是影响修复目标最重要的因素。通常目标风险水平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当

地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有关。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方法，

得出了污染物可接受的非致癌风险水平即目标危害商为1，可接受的致癌风险为10
-6

水平下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根据本报告第 4 章的风险评价结果，以致癌风险 10
-6 或非致癌危害商 1 为可接

受的目标风险水平，土壤中共筛选出了 6 种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污染物：铅、

砷、镍、汞、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地下水中没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污染

物；通过计算这些污染物的修复目标，以便后期对其采取修复管理措施。 

3.1.2 修复目标计算所需参数确定 

土壤修复目标值计算过程涉及到污染物参数和场地特征等参数。污染物参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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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污染物理化参数和毒理学参数，场地特征参数包括土壤参数、地下水参数、建筑

物参数等。这些参数的取值同本报告第4章。 

3.1.3 土壤修复目标值的选择 

广船一期地块规划作为商住用地进行开发，在后期开发中必将对场地表面进行

硬化，表层污染土壤经口摄入、吸入土壤颗粒物等暴露途径会受到一定程度阻断。

同时考虑场地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含量和国家有关标准中的规定限

值，从可接受性、可行性、经济性等方面来适当调整土壤修复目标值，这样才能得

到最优目标值。  

目前国家对于污染场地没有统一的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只能结合风险评估推

导出来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含量和国家（或地方）

有关标准中的规定限值，从而确定场地土壤污染的修复目标值，详见表5.1-1。具体

污染物修复目标值的选用依据如下：  

铅：由于铅对儿童认知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强烈毒性，人们认为不存在允许铅暴

露量最低限值的安全水平，因此在对铅污染的毒性评价时不再采用 RfD/RfC 方法， 

转而采用基于受体血铅浓度水平的方法。根据张红振等的研究结果，基于 IEUBK

模型推导出居住用地土壤铅环境基准值为 282 mg/kg，基于成人血铅模型（ALM）

推导出商业/工业用地土壤铅环境基准值为 627 mg/kg，略低于各国标准的平均值。 

砷：其风险评估推导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比较严，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赤红壤背景值

（ 60mg/kg），也远低于项目场地附近没有明显污染源的对照土壤砷含量

（6.79-9.56mg/kg），综合以上背景值以及推导出风险控制值，采用60mg/kg为项目

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 

镍、汞、苯并(a)芘、二苯并（a，h）蒽土壤风险控制限值均低于土壤环境风险

评估筛选值，选取土壤环境筛选值作为修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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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壤污染面积及土方量计算 

3.2.1 土壤污染面积计算原则 

本项目场地土壤污染面积及土方量计算采用的原则为：将监测数据与土壤修

复目标值对比，进一步筛选得到超修复目标值点位。以超标点位为中心，将与其

最近的未超标点位或插值未超标的边界点、场界点连接起来确定为水平方向的污

染范围，即最大污染面积；同时，从纵向以上方未超标土层至下方未超标土层的

深度作为垂直方向的污染范围，得到最大污染土方量。  

    经过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最终确定土壤污染物为铅、砷、汞、镍、苯并(a)

芘、二苯并（a，h）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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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各需修复污染指标分层分布情况 

经过场地环境风险评估，得到化工车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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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棚共6个污染区域需进行土壤修复。 

3.2.3 分层污染情况及总土方量计算 

分层对各污染物浓度进行插值分析，获得各污染物污染范围，结合污染范围，

以超标点位为中心，将与其最近的未超标点位或插值未超标的边界点、场界点连

接起来确定为水平方向的污染范围，即最大污染面积；同时，结合各层土壤厚度，

得到最大污染土方量。如土壤深度为0-0.5m，污染指标为砷、铅、镍和苯并[a]

芘，其中仅重金属污染面积为5469.78m
2，仅SVOCs污染面积704.09m

2，重金属

和SVOCs复合污染面积为245.07m
2，总污染面积为6418.94m

2，分别乘以土层厚

度0.5m，获得修复土方量分别为：重金属修复土方量为2734.89m
3，SVOCs修复

土方量为352.05m
3，重金属和SVOCs复合污染修复土方量为122.54m

3，合计总修

复土方量为3209.47m
3，其他土层土方量计算方法类推，土方量计算详见表3.2-1。

最终可以获得广船地块一期总修复土方量为22478.29m
3。 

另外，根据监测数据及插值分析结果，位于一期场地边界附近的污染区域，

可能其临近的地块也有污染，主要有三处污染区域：化工仓库西北侧、广船技工

培训场西南侧与涂装棚东侧区域，其中涂装棚东侧区域为珠江，不涉及土地开发

利用，针对另外两处边界污染区域周边的土地，开发利用时建议采取一定的风险

管控措施： 

（1）化工仓库西北侧靠近芳村大道，建议限制该区域的开发利用类型，尽

量不进行与人体接触的建设开发，可以进行道路、公用设施等用地的建设布局。 

（2）广船技工培训场西南侧污染区域有很大一部分位于广船地块二期范围

内，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场地环境调查，查明污染状况，进行相对应的污染修复

后再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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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结论 

4.1 场地调查结论 

（1）本次场地调查共钻孔236个：初步采样钻孔112个，其中选取6个建地下

水监测井；详细调查钻孔61个，其中选取3个建地下水监测井；补充调查钻孔35

个，其中30个土壤监测钻孔，补充调查设置7个地下水井；第二次补充调查采样

钻孔28个，其中选取2个地下水监测井。 

    （2）土壤监测指标共计68项，包括：①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2项）：pH值、

含水率；② 重金属（8项）：镉、汞、砷、铅、铬、铜、镍、锌、；③ 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32项）；④ 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22项）；⑤总石油烃；⑥氟化物、

氰化物；⑦多氯联苯（只有变电站点位监测）；⑧DDT（油漆堆放点及涂装棚区

域）。 

（3）土壤监测结果表明：化工仓库存在砷、汞、镍、铅、苯并（a）芘污染；

机电仓库-设备堆放场区域存在镍、铅、砷、苯并（a）芘；广船技工培训场存在

砷、镍、铅、锌污染；电梯公司存在苯并（a）芘污染；管子分理车间存在锌、

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污染；管加试压场存在锌污染；涂装棚存在镍、砷、

铅污染；舱材配套仓存在锌超标。 

（4）通过现场踏勘发现场地内发现两处变压器，对其土壤做多氯联苯监测，

检测结果表明，多氯联苯未超标。 

（5）18 个地下水样品中，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

类标准的污染物主要有耗氧量、氨氮、硫化物、亚硝酸盐氮、挥发酚、铁、砷和

锰。耗氧量、硫酸盐、氨氮、亚硝酸盐氮等指标一般来源于生活类污染源，在我

市地下水超标情况较常见，不作为本次工业企业再开发利用场地环境调查重点关

注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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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评估结论 

以致癌风险 10
-6 或非致癌危害商 1 为可接受的目标风险水平，土壤中共筛选

出了 6 种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污染物：铅、砷、镍、汞、苯并(a)芘、二苯

并（a,h）蒽；地下水中没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污染物。 

1、致癌风险：作为敏感用地，广船一期地块场地土壤中对人体具有致癌风

险的为砷、镍、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 

非致癌危害：土壤中的砷、镍、汞对人体造成潜在的非致癌危害，从非致癌

危害商计算结果看，砷的非致癌危害商最高，相比而言，其他污染因子非致癌危

害商较小，对人体危害相对较小。 

地下水：本评价目标场地内原来的工业生产并未对场地的地下水的质量造成

明显的不利影响，场地内地下水造成的对场地内居民的健康风险较低。 

2、修复土方量：根据土壤修复目标值，计算得到一期地块需修复的总土方

量为 22478.29m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