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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东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静、吕品洁、唐伟、王水、龙涛、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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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江苏省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规范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特制定本文件。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16/12/31/art_80444_7242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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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环境调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为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

和修复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铅蓄电池生产、组装企业铅污染地块调查，涉及其他污染物地块（放射性污染地

块除外）调查可参考使用。本文件主要针对关闭、搬迁、废弃地块，在产企业可参考使用。 

历史及现有铅蓄电池行业从业单位、地块环境调查评估单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等

可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DB32/T 3749 江苏省污染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决策单元 decision unit（DU） 

拟对污染物的潜在环境危害及其人体健康与环境风险的程度和范围做出决策判断的区域。通常可

分为污染源决策单元、污染源周边决策单元、潜在未污染决策单元三种类型的决策单元。 

3.2  

决策单元-多点增量采样 Decision Unit-Multi Increment Sampling（DU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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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ierre Gy现代采样理论的一种采样方法，在划定的决策单元内，通过多点采集分样、增加样

本量提高样品代表性，并通过野外采样、室内制样和实验室分析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确保数

据的重现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3.3  

增量 increment 

在给定的决策单元（DU）内采集的一定数量、均匀分布的分样，所有分样共同组成一个多点增量样

本。 

3.4  

土壤铅生物可利用性  bio-accessibility of lead in soil 

土壤或土壤类材料中可在（人体）胃肠道环境中溶解，从而可能被生物体所吸收的铅的比例。通常

用与动物试验获得的口腔摄入生物有效性（Oral bioavailability）有较好相关性的体外模拟化学测试

方法测定，如欧洲生物可利用性研究小组 (BARGE)开发的统一生物可利用性方法（ Unified 

Bioaccessibility Method, UBM）。生物可利用性也称为生物可给性。 

4 基本原则 

4.1 针对性原则  

针对铅蓄电池行业特征、潜在污染特性，进行铅蓄电池行业污染地块土壤状况调查，判断地块是否

污染进而明确污染物浓度及空间分布。 

4.2 规范性原则 

参照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采用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进行铅蓄电池行业地块土壤、地

下水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4.3 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铅蓄电池企业运营情况、现场条件、调查方法、时间及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及

专业技术水平，分阶段开展调查工作，保障调查工作切实可行。 

5 工作程序  

5.1 工作流程 

铅蓄电池行业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工作程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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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程序图 

5.2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为污染识别阶段，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核查已有信息、

建立初步地块概念模型为主要工作，原则上不需要现场采样分析。 

5.3 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为污染证实阶段，以采样与分析为主要工作，首先进行水文地质勘察，

然后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个步骤，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调查点位确认、现场采样

与样品分析测定、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

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GB/T 14848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以及对照点浓度，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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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采样分析。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污染程度和范围。若地块中存在国家或地方标准中未涉及到的污染物质，则需

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进行详细采样分析。 

根据第二阶段调查分析结果，经判断无需进行风险评估或修复后可不进行第三阶段调查。 

5.4 第三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包括地块特征参数调查和受体暴露参数调查，

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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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6.1 资料收集与分析 

6.1.1 资料收集 

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环境污染状况调查需要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地块自然信息、企

业运营和管理记录、地块环境记录和地块所在区域的社会信息等。当调查地块与周边地块存在相互污染

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具体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地块利用变迁：地块及其周边的航片及卫星图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红线范围变化、企业

性质及权属变化、土地开发利用规划等； 

b) 地块所在区域自然信息：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含水层类

型、富水性、透水性、埋藏分布特征，地下水水位、流向、流速、补给径流排泄条件、水质等），

地表水系、土壤类型及气候、气象资料等； 

c) 地块历史及现有企业经营管理记录：企业运营状态，历史及现有企业场地使用及废止时间、搬

迁记录、改/扩建及土地平整情况、厂区总体平面布置图、车间内重点设施和设备位置图、污

水和雨水管线图、地下管路图、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工艺流程图、历史产品类型、年产量、

销售量、库存量等，污染预防措施及三废的产生、排放与处理处置情况等； 

d) 地块环境记录：危险废物台账、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整改报告、环境日常自行监测数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环境审计报告、地块有毒有害物质堆放记录、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故记录、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发布的环境资料（如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年鉴、铅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等； 

e) 地块所在区域的社会信息：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

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f) 其他资料：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地块环境调查报告、地块污染风险评估报告以及其他可以辅助

污染识别的资料等。 

6.1.2 资料分析 

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筛选不确定的或缺失的关键

信息，在后续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中进行复核确认及补充，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

报告中说明。 

6.2 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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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安全防护 

调查人员应提前与地块相关负责人联系确认现场踏勘时间，并在相关工作人员配合下进行现场踏

勘工作并按照相关安全条例及企业相关安全要求进行调查工作。 

6.2.2 现场踏勘范围  

 以地块内为主，并包括地块边界外四周延伸 500 m的周边区域。周边区域的具体范围应由现场调

查人员根据污染物可能的迁移距离来判定，当周边存在潜在污染源、污染点或存在环境敏感目标时，可

适当扩大踏勘范围。 

6.2.3 现场踏勘主要内容 

6.2.3.1 概述 

现场踏勘应针对调查地块及其周边区域的地质、地形、水文地质条件、污染源、井（地块及周边地

下水监测井、民用水井等）、地下管线管道、环境监测情况、地块及周边区域环境现状及历史状况等进

行现场调查确认，对铅蓄电池企业生产环节、场所及涉及危险物质场所现场踏勘，观察污染痕迹并分析

可能污染的区域及污染途径。 

6.2.3.2 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 

观察并记录地块及周边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地形情况并分析判断周边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块

内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之外。 

6.2.3.3 潜在污染源排查 

a) 针对生产线未拆的地块，对实际的工艺流程、产污节点及环保措施进行确认并记录情况，对主

要产污节点，三废收集、储存、排放、处理处置情况等进行现场踏勘与检测，判断是否存在泄

漏，确定可能的污染源位置。产污节点分析可见附录 A。重点排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原辅材料堆存、涂板机、灌酸充电设施、硫酸储罐等各种储罐等所在区域是否有排水管/

沟以及废水管网走向，是否有规范、完备的防腐、防渗漏措施，是否有明显废水、废液腐

蚀、渗漏、污染等痕迹； 

2) 生产、生活废水收集、处理设施，初级雨水收集池等所在区域是否有规范、完备的防腐、

防渗漏措施，是否有明显废水、废液腐蚀、渗漏、污染等痕迹； 

3) 固废、危废堆存区是否有规范、完备的防腐、防雨水、防渗等措施，是否有明显腐蚀、渗

漏、污染等痕迹； 

4) 机修车间等涉及石油烃类物质使用的区域地面是否有油污等痕迹。 

b) 针对采样时地块已经平整无法识别建筑物的地块，则应根据其历史影像及资料按照上述排查

内容判断潜在污染源位置并对其进行现场检测。 

6.2.3.4 监测井及民用水井点探测 

明确地块及周边区域是否有监测井或民用水井等及其利用情况，若有监测井则明确其现状及其配

套监测设备工作状况，包括监测设备放置条件、监测井深度、监测参数、地下水位信息等。 

6.2.3.5 地下管线管道的核实 

根据地块的地下管网图或通过电磁法、探地雷达等物探手段现场确定地下管线、管道等地下设施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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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土壤与地下水监测资料收集 

若地块中有长期监测点位，则收集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数据。 

6.2.3.7 相邻地块及地块周边区域环境现状及历史状况 

对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进行记录，观察并记录其污染物质生产、使用或堆放留下的痕迹，排查污染

源，并判断其是否会对调查地块造成影响，若有影响则应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说明。 

对于周边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边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

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

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历史及现有污染或异常现象；周边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

民区、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6.2.4 现场快速测定 

现场踏勘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开展现场快速测定，调查人员使用相关采样装备（如手工钻等）、便携

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便携式石油烃检测仪、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等便携式检测设备，通

过现场快速测定、肉眼观察、现场记录、摄影和照相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现场

踏勘记录表见附录 B。 

6.3 人员访谈 

6.3.1 访谈对象及内容 

访谈对象为对地块现状或历史情况了解的相关人员，包括企业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各个车间和

工序工作人员），企业所在地环境主管部门以及周边居民，地块各阶段的使用者。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 

a) 地块各阶段土地利用及变更情况； 

b) 地下管线、天然气管道、高压电力线路等位置与分布； 

c) 是否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环保事故及后续处理情况； 

d) 与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相关的不当操作情形； 

e)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生产、使用及处置情况； 

f) 与环境污染相关的设施设备使用情况； 

g) 厂区职业病及周边人群血铅情况调查； 

h) 周边区域是否发现污染或异常现象，居民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6.3.2 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录 C。 

6.3.3 内容整理 

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核实、补充其中的可疑处和不完善处，完

善关键信息，完成地块基础信息调查表（附录 D），访谈记录作为调查报告附件。 

6.4 核查已有信息 

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核查，确保其真实性和适用性。包括： 

a)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中重要的环境信息，如土壤类型和地下水埋深； 

b) 查阅污染物在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或地块周边环境可能的分布和迁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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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阅污染物排放和泄漏的信息。 

6.5 建立初步地块概念模型 

根据地块具体情况、地块内外污染源分布及污染程度、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污染物的迁移和转化，地

块内及周边敏感受体的类型和位置等因素，判断地块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可能分布，将地块划分

为 3种区域：潜在污染区域、污染源周边区域、潜在未污染区域，建立潜在污染源-暴露途径-受体关系

链的初步地块概念模型。 

铅蓄电池企业地块区域划分一般情况如下： 

a) 潜在污染区域：生板、组装、电化成车间，生产及原辅材料库，危化品库，危险废物堆放区，

配酸库，废气排放点，废水排放管道，固废、危废堆放区，污水处理站，化学品、铅蓄电池产

品及原辅材料等转运、传输区域等； 

b) 潜在未污染区域：办公区，食堂等距离车间较远的非生产区域； 

c) 污染源周边区域为污染源区域周边一定距离内的区域，污染边界需要具体确定； 

d) 历史上为工业企业生产区域的也应纳入污染源区域。 

铅蓄电池企业地块初步概念模型示例如图 2。 

图 2 铅蓄电池企业地块初步概念模型示例 

6.6 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若有可能的污

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提出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和方案。 

7 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7.1 初步调查工作计划 

7.1.1 一般要求 

根据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和地块水文地质勘察的情况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内容包

括制定采样方案、制定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制定样品分析方案和确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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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初步调查采样方案  

7.1.2.1 概述 

采样方案一般包括采样点的布设、样品数量、样品的采集方法、现场快速检测方法，样品收集、保

存、运输和储存等。在调查过程中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优化地块概念模型，动态调整布点方案。 

7.1.2.2 初步调查土壤采样方案 

样品采样点位布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清洁对照点位布设 

一般应在地块外部区域基本无人为扰动的裸露土壤设清洁对照点位（如地块卫生防护距离以外

且处于地块常年上风向的位置），可能的情况下，与地下水对照点合二为一。如因地形地貌、

土地利用方式、污染物扩散迁移特征等因素致使土壤特征有明显差别或采样条件受到限制时，

采样点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对照点位应参照地块内的土壤样品进行分层取样。 

b) 调查采样点位布设 

在厂区总体平面布局较明确的情况下，初步调查优先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重点关注区域包括

但不限于：涂片、灌酸充电、装配、配酸、储酸等工序所在区域及废水处理设施、初级雨水收

集池、危废堆存点和绿化带，每个重点关注区至少布设 1 个采样点位，按照 HJ25.2 分层采集

样品，原则上应采集 0-0.5 m 表层土壤样品，0.5 m 以下下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 

集，建议 0.5-6 m 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 2 m，采样最大深度根据现场情况和专业经验判定。

土壤钻探按照 HJ/T 166 中相关要求进行，填写钻孔记录表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钻孔记录

表见附录 E。 

7.1.2.3 初步调查地下水采样方案 

初步调查地下水采样具体要求如下： 

a) 地块内监测井的布设数量应不少于 4个，对照监测井 2 个（地下水上游和下游各布设 1个）； 

b) 地块内的地下水监测井尽可能与土壤采样共点位布设，一般来说，同一类污染源布置 1口监测

井，按多边形布置； 

c) 地下水监测井深度应根据地块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宜达到含水层底板之下 0.5 m，且不得穿透

下卧底板微透水层；若发现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存在深层地下水时，可在做好分层止水条件

下增设深井，以评价深层地下水的污染情况。 

7.1.3 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 

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现场作业安全要求，制定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 

7.1.4 样品分析方案 

7.1.4.1 土壤及地下水送检样品数量 

根据所属地层、现场观察以及快速检测结果等情况筛选送检样品,每个钻孔送检土壤样品数量不少

于 3个，表层、土-水界面以及含水层均应有样品送检，不同性质土层中厚度较大、出现明显污染痕迹、

现场快速检测数据较高的土壤样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送检样品数量，每个地下水监测点位至少采集 1

个地下水样品送检。 

填写土壤及地下水样品信息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土壤样品信息一览表见附录 F，地下水样品信

息一览表见附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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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2 土壤样品检测分析项目 

土壤样品实验室检测项目包括： 

a) GB36600-2018表 1基本项 45项和土壤 pH； 

b) 地块关注污染物：铅（基本项已包含）、硫酸盐，根据地块污染特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和地

块利益相关方意见，增添关注污染物； 

c) 污染物浸出浓度：采用硫酸硝酸法浸出，可参考 HJ/T 299； 

d) 经资料收集与分析确定的地块使用历史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相关污染物。 

7.1.4.3 地下水样品检测分析项目 

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项目包括： 

a) GB14848-2017表 1除放射性指标外的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 37项； 

b) 地块关注污染物：铅、硫酸盐（常规指标已包含），根据地块污染特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和

地块利益相关方意见，增添关注污染物； 

c) 根据本地区地下水功能用途及周围工业企业的影响，酌情增加选测项目； 

d) 经资料收集与分析确定的地块使用历史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相关污染物。 

7.1.5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1.5.1 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 HJ 25.1、HJ 25.2和 HJ 1019等要求执行。包括：防止样

品污染的工作程序，运输空白样分析，现场平行样分析，采样设备清洗空白样分析，采样介质对分析结

果影响分析，样品保存方式和时间对分析结果影响分析等。采样过程中应至少选择样品总数的 10%采集

现场平行双样（从相同点位收集并单独封装和分析的样品）。 

7.1.5.2 实验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 HJ 164、HJ/T 166等要求执行。 

7.2 详细调查工作计划 

7.2.1 土壤布点方案 

7.2.1.1 基于第一阶段调查和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将地块分为潜在污染区和潜在未污染区。 

7.2.1.2 潜在污染区内采用系统网格布点法加密布设土壤采样点位，单个采样单元面积不宜大于 400 

m
2
，按照 HJ 25.2 的垂向间隔划分分层采集样品。 

7.2.1.3 潜在未污染区单个采样单元面积不宜大于 1600 m
2
，按照 HJ25.2的规定分层采集样品。 

7.2.1.4 在上述每个采样单元内的非硬化区域，分 0-5cm、5-20cm两层，每层按照 HJ25.2的要求等分

9个网格，采集 9点混合样。 

7.2.1.5 地块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轴向上，每个方向上 500 m范围内布设 3个采样点，分别进行采样

分析。采样点位位置、深度、分层情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以确定污染分布为准。 

7.2.2 地下水布点方案 

详细调查地块内地下水的采样点位数量每 6400 m
2
不少于 1个，应在疑似污染严重的区域布点，同

时考虑在地块内地下水径流的下游布点，监测井数量以确定污染羽范围和确定污染分布为准。 

7.2.3 样品分析项目 

土壤及地下水样品检测分析项目包括：初步调查阶段发现的超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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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2.4.1 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 HJ 25.1、HJ 25.2和 HJ 1019等要求执行。包括：防止样

品污染的工作程序，运输空白样分析，现场平行样分析，采样设备清洗空白样分析，采样介质对分析结

果影响分析，样品保存方式和时间对分析结果影响分析等。 

7.2.4.2 对于柱状样品，至少选择样品总数的 10%采集现场平行双样，平行双样从相同点位收集并单

独封装和分析。非硬化区域表层样品的平行样从相应采样单元内另选一组点位采集 9点混合样。若表层

平行双样相对百分偏差不满足 HJ/T 166-2004 表 13-2土壤监测平行双样最大允许相对偏差要求，则按

照决策单元多点增量采样（DUMIS）方法（附录 H）重新采集样品。 

7.2.4.3 实验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 HJ 164、HJ/T 166等要求执行。 

7.3 地块水文地质勘察 

7.3.1 通则 

通过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已经获得地块或周边区域水文地质相关资料且根据专业经验判断

满足调查工作需要的，可选择不开展地块水文地质勘察。如需进行地块水文地质勘察，按照 GB 50021

和 DB32/T 3749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可采用电阻率静力触探或多种物探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初步探测污染物在土壤与地下水中的

分布范围； 

b) 可采用孔压静力触探试验进行土层渗透参数确定； 

c) 利用地块监测井进行地下水测量和水文地质实验，测定地块的水文地质参数； 

d) 调查含水层的埋藏条件、地层结构、地下水类型、补给排泄条件、渗流场特征、各层地下水位

及土壤渗透系数等信息。地块勘探可参考 T/CAEPI 14进行。 

地块的水文地质勘察可与第二阶段初步调查工作相结合并在详细调查时进行补充。在勘察过程中，

采集不同深度、土层土壤样品进行观察、现场检测，若土壤检测参数存在异常，应采样并送至实验室检

测，土壤样品检测项目见 7.1.4.2。 

7.3.2 现场测绘 

地块地质条件复杂时应进行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测绘。对地质条件简单的地块可用调查代替测绘。 

选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对地块边界、厂内设施、已确认的调查作业点位进行精确测绘和放样，

获取坐标和高程信息。地块平面布置图采用矢量图，测绘信息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 

7.4 现场采样 

7.4.1 调查点位确认 

为确保调查现场作业安全并了解所设调查点位钻孔难度，应通过手钻方式对调查点位进行确认。依

据第一阶段调查及探测结果确定试钻深度（一般为（2-3）m），可用水磨钻对水泥硬化地面铣孔、手工

螺旋钻或其他手工采样设备对勘察点位试钻，确认点位下方无地下管线、管道等地下设施。试钻和布设

点位时要避开第一阶段资料收集或物探所探得的存在地下设施及危险气体的位置。 
试钻过程中，对钻出土壤进行观察、现场检测，若土壤检测参数存在异常，应采样并送至实验室检

测。土壤样品检测项目见 7.1.4.2。 
钻孔记录表见附录 E。 

7.4.2 现场调查作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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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 调查前准备工作 

调查前准备工作包括： 

a) 调查单位根据相关安全管理要求办理作业许可证或审批手续，未经许可不得进行现场调查作

业； 

b) 对于现场调查时间，调查单位须与企业方或地块使用方提前进行充分沟通； 

c) 对进场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内容包括安全与卫生注意事项，安全防护装备的分发和使用方法，

事故的预防、避险、逃生、自救、互救及相关案例介绍等； 

d) 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如现场安全负责人相关信息、值班人员相关信息、铅蓄电池企业地块现场

作业潜在危害性及防护方法、应急响应程序、突发情况通报程序等。 

7.4.2.2 健康和安全防护 

现场健康和安全防护要求如下： 

a) 现场作业安全要求 

调查人员应由铅蓄电池企业方或地块使用方人员陪同进场；严格遵守厂内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严禁

吸烟和带明火入场；严禁在进场期间进食、饮水；进场人员应与作业设施保持安全距离。 

b) 人员健康和安全防护 

铅蓄电池企业工作过程产生铅烟、铅尘、硫酸雾并存在高温、热辐射而对现场作业人员产生影响。

进场人员需进行呼吸道、耳及其他防护，配备机械过滤效率不小于 95%防尘口罩、防毒面罩、塞栓式耳

塞或耳罩、防渗透手套、防酸防护服，防酸手套、护发帽和防酸眼镜。 

7.4.2.3 采样工具准备 

采样所需物品有[来源：HJ/T 166-2004，4.4，有修改]： 

a) （工具类）铁锹、铁铲、圆状取土钻、机械钻探设备以及适合特殊采样要求的工具等； 

b) （器材类）RTK、全站仪、GPS、罗盘、照相机、胶卷、卷尺、铝盒、样品袋、样品箱等； 

c) （文具类）样品标签、采样记录表、铅笔、资料夹等； 

d) （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药品箱等；采样用车辆。 

采样工具选择可参考 GB/T 36197 及 HJ 1019。若地块污染物不明，应采用非扰动的采样方法和工

具。涉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可参考 HJ 1019，涉及石油烃类等采样难度大且无

成型采样方法的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宜采用权威部门或专家规定或推荐的方法。 

7.4.3 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柱状样宜采用非扰动直压式钻探设备进行钻孔取样，并在采样过程中采取措施避免样品交叉

污染。若直压式的钻机采集的表层土壤压缩比较严重，可改用锹、铲等工具采样。实际采样深度应以满

足调查要求为准，达到污染最大深度。当土层较薄时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槽探可按照 T/C 

AEPI 14 进行。槽探一般靠人工或机械挖掘采样槽，然后用采样铲或采样刀进行采样。槽探的断面呈长

条形，根据地块类型和采样数量设置一定的断面宽度。槽探取样可通过锤击敞口取土器取样和人工刻切

块状土取样。 
非硬化区域表层 9 点混合样的采集可使不锈钢锹、不锈钢土钻、木铲、竹片等工具。 
土壤采样具体参照 HJ 25.2、HJ/T 166。 

7.4.3.1 现场快速检测 

可采用便携式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光离子化气体检测器（P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便携式 GC-MS 等检测设备进行现场检测，辅助筛选送样检测样品。可采用搭载薄膜界面探测器（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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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贯入设备现场连续测试地层和污染物垂向分布情况，也可采用土壤气体现场检测手段和地球物

理手段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物及其分布，指导样品采集及监测点位布设。采用便携式设备现场测定地下水

水温、pH值、电导率、浊度和氧化还原电位等。 

7.4.3.2 样品流转 

样品流转一般应注意以下内容： 
a) 装运前核对：在采样现场样品必须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

误后分类装箱； 
b) 运输中防损：运输过程中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沾污，对光敏感的样品应有避光外包装； 
c) 样品交接：由专人将土壤样品送到实验室，送样者和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

交接单上签字确认，样品交接单由双方各存一份备查。 

7.4.3.3 样品保存  

按样品名称、编号和粒径分类保存。具体按照 HJ/T 166执行。 

7.4.3.4 采样记录 

填写采样记录表格，形成采样工作成果，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钻孔记录表及土壤样品信息一览

表分别见附录 F和附录 I。 

7.4.4 地下水样品采集 

7.4.4.1 地下水监测井建井 

地下水监测井管的材料应考虑地块关注污染物的特性，不能采用可能与地下水污染物发生化学反

应的材料。地下水监测井开筛深度需要考虑地块关注污染物的特性（如轻质非水相液体、重质非水相液

体等）以及地下水位的年度变化等。 
具体建井要求如下： 
a) 地下水监测井的布设包括钻井、止水、洗井、封孔等步骤，具体技术要求按照 HJ 164执行。

井管材料应有一定强度，耐腐蚀，对地下水无污染，一般使用聚四氟乙烯。监测井井管内径不

宜小于 50 mm，一般不变径。钻探机具在使用前采用无毒无害清洁剂方法除污、除锈。岩石段

钻进时，钻进用水应避免采用外来水及流体。不得使用污染水、劣质水，同时在地面井口采取

防渗措施。监测井应进行永久性止水，止水材料选用膨润土。封闭和止水后，必须及时进行洗

井。常见的方法包括超量抽水、反冲、汲取及气洗等。对于在产企业，新建监测井应建成永久

井、埋地式隐蔽井台，便于后续运营时对地下水进行长期监测。 

b) 现有地下水监测井的使用：若地块及周边现有监测井条件满足上节所述地下水监测井的要求，

则可以作为地块地下水监测井使用。 

c) 水污染源区及固废污染源区须采集地下水样品，地下水采样宜与土壤采样共点位布设。 

d) 当地下水存在非水相液体时，应分层取样。 

e) 地下水监测井建井按照 HJ 164进行，填写地下水监测井建井、洗井记录表并画井孔柱状图，

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井孔记录表见附录 I，洗井记录表见附录 J。 

7.4.4.2 地下水采样 

采样要求： 
a) 地下水采样时应依据地块的水文地质条件，结合调查获取的污染源及污染土壤特征，应利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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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采样频次获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 
b) 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污染，监测点位应设置在含水层顶部，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污染，监

测点位应设置在含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顶部； 
c) 地下水采样前应先进行洗井，洗井流速一般控制在 3.8 L/min内。采样应在水质参数和水位稳

定后进行，测试项目中有挥发性有机物时，应适当减缓流速，避免冲击产生气泡，一般不超过 

0.1 L/min； 

d) 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采集，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

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或潜水式采样器采集； 
e) 地下水采样的对照样品应与目标样品来自相同含水层的同一深度； 
f) 从井中采集水样，必须在充分抽汲后进行，抽汲水量不得少于井内水体积的 2倍，采样深度应

在地下水水面 0.5 m以下； 

g) 对水位、水量、水温、pH值、电导率、浑浊度、色、臭和味等项目进行现场检测； 
h) 需同时对初步调查阶段所建的监测井地下水采样分析； 
i) 具体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保存与流转应按照 HJ 164的要求进行。  

j) 地下水样品信息一览表见附录 G。 

7.5 数据评估与结果分析 

7.5.1 实验室检测分析 

分析实验室应具备相应检测资质，提供有效检测报告，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土壤污染物分析方

法按照 GB36600-2018 表 3或 HJ/T166-2004 表 10-2执行。地下水污染物分析方法按照 GB/T14848-2017

表 B.1执行。 

7.5.2 初步采样分析数据评估与结果分析 

对已获得的调查信息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数据质量（合理性、有效性、充分性），根据土壤

和地下水检测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分析，获得地块污染物种类、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并根据数据评估与

分析结果判定地块土壤与地下水是否有污染且与企业有关。若有污染且与企业相关则进行详细采样分

析，若无污染则调查结束并编制调查报告，若有污染但与企业无关则应分析污染来源并编制调查报告。 

7.5.3 详细采样分析数据评估与结果分析 

对已获得的调查信息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数据质量（合理性、有效性、充分性），根据土壤

和地下水检测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分析，获得地块污染物种类、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并根据数据评估与

分析结果进行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评价，分析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影响程度。 

8 第三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8.1 主要工作内容 

8.1.1 调查地块特征参数 

地块特征参数的调查宜与详细采样工作同步开展，也可在第三阶段调查进行补充。需调查的地块特

征参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土壤理化性质参数 

不同代表位置和土层或选定土层的土壤样品的理化性质分析数据，如土壤 pH值、孔隙度、渗

透系数、容重、有机碳含量、含水率和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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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块所在地气候、水文地质参数 
如地表年平均风速、地下水类型、地质构造、地层分布及岩性、地下水分布条件、含水层系统

结构、地下水流场、水力传导系数。根据风险评估和地块修复实际需要，选取适当的参数进行

调查。  
c) 土壤地下水污染特征 

场地土壤铅污染浓度数据及空间分布信息，其他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浓度水平及空间分布、

迁移途径等。 
d) 受体与周边环境情况 

根据地块现状及周边土地利用情况、地下水功能分析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和受体之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对受体的影响程度、受体暴露情景、污染物暴露途径等。 

8.1.2 调查地块暴露参数及土壤铅生物可利用性相关参数 

对地块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人群及建筑物，人群污染物暴露途径、暴露量进行现场及资料调

查，并根据体外模拟法 UBM（BioAccessibility Research Group of Europe (BARGE) 开发的方法）在

实验室进行土壤铅胃肠吸收的生物可利用性测定。UBM方法介绍见附录 K。 

8.2 调查方法 

获得所需参数的方法包括资料查询、现场实测、实验室分析测试等。地块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方式，

人群及建筑物，人群污染物暴露途径及 8.1.1中参数等资料可通过第一、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获

取，对面积较大且水文地情况复杂、变异性较大的地块，可分区域获取。暴露参数调查可参考 HJ 968、

HJ 877。 

8.3 调查结果 

第三阶段调查结果可供铅蓄电池行业地块的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治理修复使用。 

9 报告编制 

9.1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 

9.1.1 报告内容和格式 

对第一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概述、企业

及地块概述、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和分析、调查结论与建议、附件等。 
报告格式可参照附录 L.1。 

9.1.2 结论和建议 

调查结论应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

污染状况和来源。应提出是否需要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9.1.3 不确定性分析 

报告应列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限制条件和欠缺的信息及对调查工作和结果的影响。 

9.2 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 

9.2.1 报告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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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工作计划、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

析、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结论和建议、附件等。 
报告格式可参照附录 L.2。 

9.2.2 结论和建议 

结论和建议中应提出地块关注污染物清单和污染物分布特征等内容。 

9.2.3 不确定性分析 

报告应说明第二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与计划的工作内容的偏差以及限制条件对结论的影响。 

9.3 第三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 

按照 HJ 25.3 和 HJ 25.4 的要求，提供相关内容和测试数据。 

 



DB32/ XXXXX—XXXX 

16 

 

附 录 A 

（资料性） 

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工艺及产污环节分析 

A.1 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组装工艺及产污环节 

铅蓄电池极板生产工艺一般包括铅粉制造、板栅制造、极板制造（和膏、涂板淋酸等）、极板化成

（内化成、外化成）工序，铅蓄电池组装工艺主要包括包片、焊接、加酸等工序。 
铅蓄电池生产、组装过程污染物及产污环节有： 
a)铅烟、铅尘：主要来自铅粉制造（熔铅、制粉）、板栅制造、和膏、切片和焊接组装等工序； 
b)铅渣：主要来自熔铅、切刷耳工序； 
c)硫酸雾：主要来自化成、灌酸和电池充放电工序； 
d)生产废水：铅加酸工序后冲洗产生的含铅酸废水、铸板及铸粒冷却废水、涂板及电池后装配清洗

废水、车间卫生废水； 
e)固体废物：除尘系统捕集铅尘、铅泥，切刷耳工序产生的废极板，接触铅烟尘的废劳保品（口罩、

手套、工作服等），废铅酸蓄电池； 
f)其他：施胶工序中产生胶水废气。 
详细如图 A.1、A.2。 

 

附图 A.1 外化成、组装工艺及产污节点图（2013 年起新改扩建项目禁用外化成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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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内化成工艺及产污节点图 

 
参考《铅蓄电池行业现场环境监察指南(试行)》(环办[2011]122 号) 

 

 

 

 

 

 

 

 

 

 

 

 

 

 

 

 

 

 

 

 

https://www.so.com/link?m=bOVVAnSk3g2AJ1MKE7pkBuNd3lY84jjLM4S8Hy3LojP7J7IIGopJVoZ90ofIYwI4b9SQ9WH15c1CQBVm5wF2FJV/YT4fG9ffj3rJHptUcREAO4tFw1tOPSSDps9ZpOGn1PflTsyt85nZLGjlhHyquTwtYEFdceJGKuAB9bEn648QNuq2RilaeTqNsQ+C6mESGeG5I4/bdf3DSyjGU1wlw59p0ijzsFUypWPh4HY2fkB9VXmu5Hae7vpruYpL9l1IFhs5QH21vz5h2XqLs7Wz0xTMGI6wa8XimtuuykIci6tjkSvRb+jmkRiU1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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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场地环境调查现场踏勘记录表 

附表 B 场地环境调查现场踏勘记录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正门地理坐标：E（          ）N（            ） 

踏勘人员：                                   踏勘日期： 

1、场地基本状况 

1.1场地现状：  

1.2场地重点区域（包括生产区、危废和固废储存区、废水治理区等）状况：     

1.3 场地未来规划： 

2、重点区域现场踏勘 

2.1 重点区域地表是否存在硬化地面：    □ 是   □ 否 

2.2 重点区域硬化地面是否存在破损或裂缝：  □ 是   □ 否 

2.3 场地内是否存在无硬化或防渗的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  □ 是   □ 否 

2.4 场地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线：  □ 是   □ 否 

2.5 场地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线或储存池：  □ 是   □ 否 

2.6 场地内地下储罐、管线、储水池等设施是否有防渗措施：  □ 全有   □ 部分有  □ 全无 

2.7 场地内是否有无防渗措施的地表水坑塘:  □ 有   □ 否 

2.8 场地内是否有地表河流等穿过：□ 有   □ 否 

3、地块内是否有以下情况 

3.1 地块内裸露土壤是否有明显异常、油迹等污染迹象： □ 是   □ 否 

3.2 地块内裸露土壤是否有异常气味： □ 是   □ 否 

3.3 地块内企业危险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置： □ 是   □ 否 

3.4 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危险废物：□ 是   □ 否 

3.5 地块内设施、构建筑物是否已拆除或严重破损：□ 是   □ 否 

3.6 地块内是否有废水处理设施：□ 有   □ 无 

3.7 以上发现异常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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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续）场地环境调查现场踏勘记录表 

 

 

 

 

 

 

 

4、场地基本地质、水文地质信息 

4.1 场地地层大致情况： 

 

4.2 场地地下水埋深基本情况： 

  

4.3 场地内是否有水井，水位、井深、结构等，判断是否可以用来监测： 

 

4.4 场地地势、上下游判断： 

 

5、场地周边环境踏勘 

5.1 周边工厂分布情况，及排污是否可能对本场地造成影响 

 

 

5.2 场地周边土壤、地下水状况，有无水井等 

 

 

5.3 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学校、医院、养老院、居住区等的方位、距离等） 

 

 

6、其他踏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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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人员访谈记录表 

附表 C 人员访谈记录表 

地块编码  

地块名称  

访谈日期  

访谈人员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受访人员 

受访对象类型：□土地使用者  □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员工  □政府管理人员 

□环保部门管理人员  □地块周边区域工作人员或居民 

姓名： 

单位： 

职务或职称： 

联系电话： 

访谈问题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企业名称是什么? 

起止时间是    年至    年。 

2.本地块内目前职工人数是多少? （仅针对在产企业提问） 

3.本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废弃物堆放场?    

□正规   □非正规   □无   □不确定 

若选是，堆放场在哪? 

堆放什么废弃物?  

4.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   

        是否有无硬化或防渗的情况? 

5.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是否发生过泄漏? □是（发生过   次）   □否   □不确定 

6.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是否发生过泄漏? □是（发生过   次）   □否   □不确定 

7.本地块内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是（发生过   次）    □否   □不确定 

本地块周边邻近地块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是（发生过   次）    □否   □不确定 

访谈问题 

8.是否有废气排放?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有废气在线监测装置?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有废气治理设施?         □是    □否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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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续）人员访谈记录表 

 

9.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有废水在线监测装置?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有废水治理设施?         □是    □否   □不确定 

10.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是   □否   □不确定 

11.本地块内危险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置?         □是   □否   □不确定 

12.本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危险废物堆存? （仅针对关闭企业提问） 

□是   □否   □不确定 

13.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是   □否   □不确定 

14.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是   □否   □不确定 

15.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敏感用地类型是什么?距离有多远? 

若有农田，种植农作物种类是什么? 

16.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是   □否   □不确定 

若选是，请描述水井的位置 

距离有多远? 

水井的用途? 

是否发生过水体混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观察到水体中有油状物质?   □是   □否   □不确定 

17.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 周边地表水用途是什么? 

18.本企业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曾开展过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开展过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是（□正在开展   □已经完成）   □否    □不确定 

19.其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相关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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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地块基础信息调查表 

附表 D.1 在产企业调查表 

在产企业地块基本情况表 

1.地块编码     

（6 位行政区划代码，1 位地块类型代码，2 位行业大类代码，4 位流水代码） 

2.地块名称 

3.单位名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法定代表人 

6.单位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7.企业正门地理坐标 

经度    ° ˊ "E         纬度    ° ˊ "N 

8.地块占地面积(m2) 

9.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电话 

10.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11.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 

12.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13.

成

立

时

间*        

年 

14.最新改扩建时间         年 

15.地块是否位于工业园区或集聚区*      □是    □否 

16.地块利用历史*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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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企业污染源信息调查表 

1.企业地块内部存在以下设施或区域（多选） 

□生产区    □储存区    □废气治理区域    □废水治理区域     □固体废物贮存或放置区     

2.平面布置图（上传） 

3.主要产品清单（上传） 

4.主要原辅材料清单（上传） 

5.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上传） 

一、生产情况 

1.序号 2.危险化学品名称* 3.产量或使用量*（吨） 4.来源（拍照上传） 

1    

2    

3    

……    

5.企业是否开展过清洁生产审核*   □是     □否  

二、废气 

1.是否排放废气          □是   □否（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2-6 项内容，否则不填） 

2.序号 3. 废气污染物名称* 4.来源（拍照上传）  

1  

 
2  

3  

……  

5.是否有废气治理设施*          □是   □否 

6.是否有废气在线监测装置*      □是   □否 

三、废水 

1.是否产生工业废水        □是   □否（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2-6 项内容，否则不填） 

2.序号 3.废水污染物名称* 4.来源（拍照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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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5.厂区内是否有废气治理设施*            □是   □否 

6.是否有废水在线监测装置*              □是   □否 

四、固体废物 

1.是否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是   □否（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2-4 项内容，否则不填） 

2. 厂区内是否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区  □是   □否（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3-4 项内容，否则不填） 

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贮存量*（吨） 

4.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区地面硬化、顶棚覆盖、围堰围墙、雨水收集及导排等设施是否具备* 

□全具备      □部分具备      □全不具备 

5.是否产生危险废物*    □是   □否（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6-8 项内容，否则不填） 

6.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吨） 

7.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三防”（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措施是否齐全*   □是   □否 

8.该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是否存在自行利用处置*                        □是   □否 

五、地块综合情况 

1.重点区域总面积*（m2）（包括生产区、储存区、废水治理区、固体废物贮存或处置区） 

 

各区域面积（m2）：生产区 

储存区 

废水治理区 

固体废物贮存或处置区 

2.重点区域地表（除绿化带外）是否存在未硬化地面*              □是   □否 

3.重点区域硬化地面是否存在破损或裂缝*                        □是   □否 

4.厂区内是否存在无硬化或防渗的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  □是   □否 

5.厂区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线*      □是   □否 

6.厂区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线或储存池*                □是   □否 

7.厂区内地下储罐、管线、储水池等设施是否有防渗措施*          □全有 □部分有 □全无 

（若第 5 或 6 项选是，则需填写此项内容，否则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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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该企业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                  □是（次数   ） □否 

9.该企业近 3 年内是否曾因废气、废水、固体废物造成的环境问题被举报或投诉* 

□是（次数   ） □否 

10.该企业近 3 年内是否有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相关的环境违法行为* □是（次数   ） □否 

11.该地块土壤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地块内裸露土壤有明显颜色异常、油渍等污染痕迹 

□地块内裸露土壤有异常气味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XRF、PID 等）显示污染物含量明显高于清洁土壤 

□周边邻近地块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 

□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内土壤曾受到过污染 

12.该地块地下水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地下水有颜色或气味等异常现象 

□地下水中能见到油状物质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显示地下水水质异常 

□该企业有易迁移的污染物（如六价铬、氯代烃、石油烃、苯系物等） 

□地块内及周边邻近地块曾发生过地下储罐泄漏或其他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的环境污染事故 

□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地下水曾受到过污染 

13.序号 14.特征污染物名称* 

1  

2  

3  

……  

迁移途径信息调查表 

一、土壤途径 

包气带（地下水位以上）土壤分层情况（自上而下） 

1.是否有杂填土等人工填土层*          □是    □否 

2.土层序号 3.土层性质* 

1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2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3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  

二、地下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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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水埋深*(m) 

2.饱和带渗透性* □砾砂土及以上  □粗砂土、中砂土及细砂土  □粉砂土及以下  □不确定 

3.地块所在区域是否属于喀斯特地貌   □是  □否 

4.年降水量*(mm)  

敏感受体信息调查表 

1.地块内职工人数* 

 

2. 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人口数量* 

□>5000  □1000-5000  □100-1000  □<100 

3.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存在以下敏感目标及敏感目标到最近的重点区域的距离*（可多选） 

□无敏感目标 

□幼儿园              （距离（m）                       ） 

□学校                （距离（m）                       ） 

□居民区              （距离（m）                       ） 

□医院                （距离（m）                       ）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距离（m）                       ） 

□饮用水井            （距离（m）                       ） 

□食用农产品产地      （距离（m）                       ） 

□自然保护区          （距离（m）                       ） 

□地表水体            （距离（m）                       ） 

4.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用途* 

□饮用或生活用水  □水源保护  □食品加工  □农业灌溉  □工业用途  □不开发  □不确定 

5.地块邻近区域（100m 范围内）地表水用途*（若地块周边 100m 范围内无地表水，则不填） 

□饮用或生活用水  □水源保护  □食品加工  □农业灌溉  □工业用途  □不利用  □不确定 

土壤或地下水环境监测调查表 

一、土壤监测数据 

1.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未开展过    □曾开展过 

（若选择曾开展过，则需填写以下第 2-7 项内容，否则不填） 

2.调查时间     年 

3.是否检出污染物超标        □是    □否 

    （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4-6 项内容，否则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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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序号 

5.

超

标

污

染

物

名

称 

6.最大实测浓度（mg/kg） 

1   

2   

3   

……   

7.来源 

二、地下水监测数据 

1.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未开展过    □曾开展过 

（若选择曾开展过，则需填写以下第 2-7 项内容，否则不填） 

2.调查时间    年 

3.是否检出污染物超标        □是    □否 

    （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4-6 项内容，否则不填） 

4.序号 

5.

超

标

污

染

物

名

称 

6.最大实测浓度（ug/L） 

1   

2   

3   

……   

7.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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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2 关闭搬迁企业调查表 

关闭搬迁企业地块基本情况表 

1.地块编码□□□□□□-□-□□-□□□□  

（6 位行政区划代码，1 位地块类型代码，2 位行业大类代码，4 位流水代码） 

2.地块名称 

3.单位名称 

4.法定代表人 

5.单位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6.企业正门地理坐标 

经度    ° ˊ "E         纬度    ° ˊ "N 

7.地块占地面积(m2) 

8.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电话 

9.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10.登记注册类型    □□□ 11.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12.运营时间*        年至      年 

13.地块现使用权属   □原关闭搬迁企业  □集体  □土地储备单位  □开发单位 

14.使用权单位名称 

15.使用权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16.地块是否位于工业园区或集聚区*      □是    □否 

17.地块规划用途*  □工业类用地  □住宅类用地  □商业类用地  □公共场所用地  □不确定 

18.地块利用历史*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行业 

    

    

    

    
 

关闭搬迁企业污染源信息调查表 

一、基本情况 

1.平面布置图（上传） 

2.主要产品清单（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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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原辅材料清单（上传） 

4.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上传） 

二、地块综合情况 

1.重点区域总面积*（m2）（包括生产区、储存区、废水治理区、固体废物贮存或处置区） 

 

各区域面积（m2）：生产区 

储存区 

废水治理区 

固体废物贮存或处置区 

2.重点区域地表（除绿化带外）是否存在未硬化地面*              □是   □否 

3.重点区域硬化地面是否存在破损或裂缝*                        □是   □否 

4.厂区内是否存在无硬化或防渗的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  □是   □否 

5.厂区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线*      □是   □否 

6.厂区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线或储存池*                □是   □否 

7.厂区内地下储罐、管线、储水池等设施是否有防渗措施*          □全有 □部分有 □全无 

（若第 5 或 6 项选是，则需填写此项内容，否则不填） 

8.该企业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                  □是（次数   ） □否 

9.该地块土壤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地块内裸露土壤有明显颜色异常、油渍等污染痕迹 

□地块内裸露土壤有异常气味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XRF、PID 等）显示污染物含量明显高于清洁土壤 

□周边邻近地块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 

□该企业危险废物曾自行利用处置 

□地块内有遗留的危险废物 

□地块内设施、构建筑物等已拆除或严重破损 

□通过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内土壤曾受到过污染 

10.该地块地下水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地下水有颜色或气味等异常现象 

□地下水能见到油状物质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显示地下水水质异常 

□该企业有易迁移的污染物（如六价铬、氯代烃、石油烃、苯系物等） 

□地块内及周边邻近地块曾发生过地下储罐泄漏或其他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的环境污染事故 

□通过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地下水曾受到过污染 

11.序号 12.特征污染物名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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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迁移途径信息调查表 

一、土壤途径 

包气带（地下水位以上）土壤分层情况（自上而下） 

1.是否有杂填土等人工填土层*          □是    □否 

2.土层序号 3.土层性质* 

1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2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3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不确定 

……  

二、地下水途径 

1.地下水埋深*(m) 

2.饱和带渗透性* □砾砂土及以上  □粗砂土、中砂土及细砂土  □粉砂土及以下  □不确定 

3.地块所在区域是否属于喀斯特地貌   □是  □否 

4.年降水量*(mm)  

敏感受体信息调查表 

1. 地块及周边 500m 范围内人口数量* 

□>5000  □1000-5000  □100-1000  □<100 

2.人群进入和接触地块可能性*（可多选） 

□地块无隔离或管制措施，人群进入可能性高 

□有围栏设施限制进入，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 

□有专人值守禁止进入，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 

□地块位于偏远地区，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 

3.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存在以下敏感目标及敏感目标到最近的重点区域的距离*（可多选） 

□无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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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距离（m）                       ） 

□学校                （距离（m）                       ） 

□居民区              （距离（m）                       ） 

□医院                （距离（m）                       ）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距离（m）                       ） 

□饮用水井            （距离（m）                       ） 

□食用农产品产地      （距离（m）                       ） 

□自然保护区          （距离（m）                       ） 

□地表水体            （距离（m）                       ） 

4.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用途* 

□饮用或生活用水  □水源保护  □食品加工  □农业灌溉  □工业用途  □不开发  □不确定 

5.地块邻近区域（100m 范围内）地表水用途*（若地块周边 100m 范围内无地表水，则不填） 

□饮用或生活用水  □水源保护  □食品加工  □农业灌溉  □工业用途  □不利用  □不确定 

环境监测和调查评估信息调查表 

一、土壤监测数据 

1.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未开展过    □曾开展过 

（若选择曾开展过，则需填写以下第 2-7 项内容，否则不填） 

2.调查时间     年 

3.是否检出污染物超标        □是    □否 

    （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4-6 项内容，否则不填） 

4.序号 5.超标污染物名称 6.最大实测浓度（mg/kg）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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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来源 

二、地下水监测数据 

1.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未开展过    □曾开展过 

（若选择曾开展过，则需填写以下第 2-7 项内容，否则不填） 

2.调查时间    年 

3.是否检出污染物超标        □是    □否 

    （若选择是，则需填写以下第 4-6 项内容，否则不填） 

4.序号 5.超标污染物名称 6.最大实测浓度（ug/L） 

1   

2   

3   

……   

7.来源 

三、调查评估 

1.调查评估   □未开展过   □正在开展   □已经完成 

（若选择正在开展或已经完成，则需填写以下第 2-5 项内容，否则不填） 

2.调查评估时间     年 

3.调查结果显示是否有土壤污染        □是   □否 

4.调查结果显示是否有地下水污染      □是   □否 

5.风险评估主要结论 

6.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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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污染区 

1.序号 2.土壤超标污染物名称 3.最大实测浓度（mg/kg） 

1   

2   

3   

……   

（二）地下水污染区 

1.序号 2.地下水超标污染物名称 3.最大实测浓度（ug/L）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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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钻孔记录表 

附表 E 钻孔记录表 

地块名称： 

采样点编号： 天气： 温度（℃）： 

采样日期： 钻孔开始时间： 钻孔结束时间： 

钻孔负责人： 钻孔深度（m）： 钻孔直径： mm 

钻孔方法： 钻机型号： 坐标（E,N）： 是否移位：□是

  地面高程（m）： 孔口高程（m）： 初见水位（m）： 稳定水位（m）： 

工作组自审签字： 钻孔单位内审签字： 

钻进深度(m) 变层深度(m) 
地层描述 污染描述 

土质分类、密度、湿度等 颜色、气味、污染痕迹、油状物等 

 

   

土质分类应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中土的分类和鉴定进行识别；若在产企业生产过程中

可能产生 VOCs 污染，则土壤现场采样建议使用 PID 进行辅助判断，同时，每天采集一个大气背景 PID 值；若在

产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重金属污染，则土壤现场采样建议使用 XRF 进行辅助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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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土壤样品信息一览表 

附表 F 土壤样品信息一览表 

 

样品编

号 
点位编号 

采样 

区域 
点位坐标 

土样采集

深度

（m） 

现场快速监测 是

否 

送

检 

检测指标 
PID 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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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地下水样品信息一览表 

附表 G 地下水样品信息一览表 

样

品

编

号 

点

位

编

号 

采

样 

区

域 

点

位

坐

标 

地下水

井深度

（m） 

现场快速监测 

检测

指标 
温度 

(oC) 
pH 

电导率

(µS/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

原电位

（mV

） 

浊度 

(NTU) 

地下水性状观察

（颜色、气味、 

杂质，是否存在

NAPLs，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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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决策单元多点增量采样（DUMIS）方法 
 
增量采样方法是一种结构化的混合采样和处理方案，它减少了数据的可变性，并对采集的一定体积

土壤中的平均污染物浓度提供了合理的无偏估计，通过从决策单元（DU）中采集大量土壤增量(通常为

30 至 100 增量)，根据特定程序进行合并、处理和二次抽样，提供了定义为决策单元(DUs)的特定土壤

体积的代表性样本。 

增量土壤样品的制备是通过从一个指定的 DU 中采集多个增量土壤，并物理地将这些增量结合成单

个样品，称为增量样品。当单个增量的质量满足要求时（例如需采集 2kg土壤样品，确定 50 个增量，

则单个增量的质量至少为 40g），这些增量混合成一个土壤样品(即一个代表性样品)，其污染物浓度可

以代表这个 DU内污染物浓度的平均水平（估计值）。 

DUMIS采样步骤如图 H.1，采样示例如图 H.2。 

注：同层增量样品混合为一个决策单元的一个样品； 

根据决策单元面积及增量数确定采样间距从而划分采样网格； 

从某一角网格开始利用掷骰子的方式随机确定第一个采样位置，剩余网格按照蛇形顺序依次同位置采集增量 

根据质量控制要求采集现场三重复样品 

附图 H.1 DUMIS 采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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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H.2 多点增量采样方法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制样示意图 

 
按照 DUMIS方法采集的样品，采用现场采样、实验室制样和实验室分析三重复的相对标准偏差（RSD）

估计现场采样、实验室制样和实验室分析各阶段的误差。按照决策单元数量的 10%采集现场采样三重复，

实验室选择 10%的样品设置制样三重复，制样时采用 DUMIS 方法进行样本缩分。实验室分析质控按照

HJ25.1、HJ25.2、HJ1019、HJ164、HJ/T 166执行，平行数量设为 3。数据结果分析判断如下： 

1) 当 RSD≤35%时，表明三重复的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精度； 

2) 当 35%＜RSD≤50%时，表明三重复的样本数据精度一般，需分析现场采样、实验室制样和实验

室分析各阶段的误差； 

3) 当 50%＜RSD≤100%时，表明三重复的样本数据精度较差，需分析现场采样、实验室制样和实

验室分析各阶段的误差； 

4) 若实验室制样和实验室分析误差较小，则根据需要重新采样，提高增量数和样本总质量或重新

划分决策单元； 

5) 当 RSD＞100%时，表明三重复的样本数据精度极差，需分析现场采样、实验室制样和实验室分

析各阶段的误差，原则上应重新采样。 

 
 
 
 
 

 
 

 
 

 
参考 Clausen, Jay. (2012). Incremental Sampling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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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井孔记录表 

附表 I 井孔记录表 

采样井编号： 钻探深度(m)： 

地块名称  

周边情况  

钻机类型  井管直径(mm)  井管材料  

 

井管总长(m) 

 孔口距地 面

高度(m) 

 滤水管 

类型 

 

滤水管长度(m)   

建孔日期 

 

自 

 

年 

 

月 

 

日 

  

开始 

 

沉淀管长度(m) 
 

 至 年 月 日  结束  

 

实管数量(根) 
3 m 2 m 1 m 0.5 m 0.3 m 

     

砾料起始深度 m 

砾料终止深度 m 

砾料(填充物)规格  

止水起始深度(m)  止水厚度(m)  

止水材料说明  

孔位略图 封孔厚度 
 

 
封孔材料 

 

护台高度 
 

钻探负责人 
 

工作组组长 
 

采样单位内审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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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洗井记录表 

附表 J 洗井记录表 

基本信息 

地块名称： 

采样日期： 采样单位： 

采样井编号： 采样井锁扣是否完整： 是□ 否□ 

天气状况： 48 小时内是否强降雨： 是□ 否□ 

采样点地面是否积水：是□ 否□ 

洗井资料 

洗井设备/方式： 水位面至井口高度（m）： 

井水深度（m）： 井水体积（L）： 

洗井开始时间： 洗井结束时间： 

pH 检测仪型号 电导率检测仪

型号 

溶解氧检测仪型号 氧化还原电位检测仪型

号 

浊度仪型

号 

温度检测仪型号 

      

现场检测仪器校正 

pH 值校正，使用缓冲溶液后的确认值：    

电导率校正：1.校正标准液：  2.标准液的电导率：  μS/cm 

溶解氧仪校正：满点校正读数  mg/L，校正时温度  oC，校正值： mg/L 

氧化还原电位校正，校正标准液：  ，标准液的氧化还原电位值：  mV 

洗井过程记录 

时间 

(min) 

洗井 

汲水 

速率 

(L/mi

 

水面 

距井 

口高 

度(m) 

洗

井

出 

水

 

 

温度 

(
o
C) 

pH 

值 

电导率 

(µS/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 

原电位 

（mV） 

浊度

（NTU） 

洗井水性状 

（颜色、气 

味、杂质） 

洗井前           

洗井中           

……           

洗井中           

洗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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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 

UBM方法 

K.1 UBM消化液成分 

附表 K 配置 UBM 唾液、胃液、十二指肠液和胆汁液所需各种成分的量（mg） 

  
唾液

（S） 

胃液

（G） 
十二指肠液（D） 胆汁液（B） 体积（mL） 

无机溶

液(I) 

KCl 448 412 282 188 

250 

NaH2PO4 444 133   

KSCN 100    

Na2SO4 285    

NaCl 149 1376 3506 2630 

CaCl2  200   

NH4Cl  153   

NaHCO3   2803.5 2893 

KH2PO4   40  

MgCl2   25  

NaOH (1 M) 0.9mL    

HCl (37%)  4.15mL 0.09mL 0.09mL 

有机溶

液（O） 

尿素 100 42.5 50 125 

250 

葡萄糖  325   

葡萄糖醛酸  10   

盐酸葡萄糖胺  165   

酶 

α-淀粉酶 72.5    

250+250=500 

粘蛋白 25 1500   

尿酸 7.5    

牛血清蛋白  500 500 900 

胃蛋白酶  500   

CaCl2   100 111 

胰蛋白酶   1500  

脂肪酶   250  

胆汁    3000 

pH 值 I+O 6.5±0.5 1.1±0.1 7.4±0.2 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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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UBM方法步骤 

 

注：具体步骤可参考INERIS文件《UBM procedu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organic contaminant bioaccessibility》 

附图K UBM方法步骤图解 

K.3 土壤铅的生物可利用性结果表示 

结果以每 kg 土壤中生物可利用性铅的质量（mg）表示，也以生物可利用性污染物浓度的百分比表

示，计算如下： 

土壤铅生物可利用性（%）= 生物可利用性的铅浓度（mg/kg）/样本中的总铅浓度（mg/kg）*100% 

 样品中总铅浓度是在土壤样品与王水或其他合适的混合酸消化后确定的。 

 

参考INERIS文件《UBM procedu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organic contaminant bio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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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资料性） 

调查报告编制大纲 
L.1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报告编制大纲 

1 前言  

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2 调查范围  

2.3 调查依据  

2.4 调查方法  

3 企业及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2 周边敏感目标  

3.3 地块现状和历史  

3.4 企业及地块周边现状和历史  

3.5 地块利用规划 

4 资料收集与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4.2 企业资料收集和分析  

4.3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4.4 其他资料收集与分析 

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铅、酸及其他化学品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5.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5.6 其他  

6 结果和分析  

7 结论和建议  

8 附件（地块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周边关系图、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记录、调查成果附件、

照片和法规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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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第二阶段报告编制大纲 

1 前言  

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2 调查范围  

2.3 调查依据  

2.4 调查方法  

3 企业及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2 周边敏感目标  

3.3 地块现状和历史  

3.4 企业及地块周边现状和历史  

3.5 地块利用规划 

3.6 第一阶段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4 工作计划  

4.1 调查点位确认方案  

4.2 水文地质勘察方案  

4.3 采样方案 

4.4 分析检测方案 

4.5 安全保障方案  

5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5.1 调查点位确认 

5.2 水文地质勘察 

5.3 采样方法和程序  

5.4 实验室分析  

5.5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6 结果和评价  

6.1 地块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6.2 地下管线、管道等地下设施分布情况 

6.3 分析检测结果 

6.4 结果分析和评价  

7 结论和建议  

8 附件（现场记录照片、现场探测的记录、监测井建设记录、实验室报告、质量控制结果和样品追

踪监管记录表、企业地块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周边关系图、水文地质勘察资料、采样点位分布图、

作业点位位确认单、采样记录、现场检测数据、钻孔柱状图、监测井结构示意图、监测井建井洗井记录、

地下水采祥记录、样品流转记录、检测报告、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流场图、地下水污染羽分布图等调查

成果图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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