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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州和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

业园塘东路 518 号，占地面积 46690 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56150 平

方米，绿化面积 7397 平方米，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按照国家和地

方法律规定，苏州和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委托苏州中晟环境修复有限

公司对苏州和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进行监测，以了

解目前场地环境状况，并给出相关建议及意见。 

苏州中晟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 年 6 月前往本场地

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根据收集的资料获悉，本项

目地块 2005 年以前是农田和鱼塘，苏州和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于

2005 年迁至本地块，主要从事电子产品配件、五金件的、非金属及

金属表面处理；房屋出租；厂区内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根据本场地及周边场地使用情

况进行污染识别，确定本项目土壤监测项目为 pH 值、VOCs（挥发

性有机物）、S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C10-C40）、重金属

和无机物（砷、汞、六价铬、铅、镉、铜、镍、锌、银、锡、钴、硼、

氰化物、氟化物）；地下水监测指标为 pH 值、GB/T 14848 列举的所

有常规指标（含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含高锰酸盐指数、氯化物、

硫酸盐、氨氮、铜、锌）、微生物指标、毒理学指标（含氰化物、氟

化物、砷、镉、六价铬、铅、汞、锌）、非常规指标 5 项（镍、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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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银、硼）、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石油烃（C10-C40））。 

本项目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共布设 18 个土壤监测采样点位（含

1 个对照点位）、6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含 1 个对照点位）。土壤主要

关注表层 0.2m 和地下水位线附近样品，共采集土壤样品 39 个（含 4

个平行样），对所有土壤样品均送第三方检测单位（中认英泰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场地地下水监测井深度为 6.0m，每个点位

采集 1 个地下水样品，共采集 7 个地下水样品（含 1 个平行样），地

下水样品全部送检。本项目设置 2 个全程序空白样、1 个设备空白样、

2 个运输空白样。 

针对样品检测项目的检出情况，结合场地现状用途（工业用地），

根据相关标准确定土壤的筛选值和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土壤中 pH

值无相关标准要求；其他检出项目（锌、银、锡、硼、氟化物除外）

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作为本项目筛选值，锌、锡、银、氟

化物以江西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DB36/1282-2020）二类用地筛选值作为本项目筛选值，硼以

《Regional Screening Level（RSL）Summary Table（TR=1E-06，HQ=1）

May 2021》工业用地土壤筛选值作为本项目筛选值。地下水检出项（除

石油烃（C10-C40）外）以《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Ⅳ

类标准为评价标准，石油烃（C10-C40）以《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

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第二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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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筛选值作为评价标准。根据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

报告（编号：20210815H22058-1 和 20210815H22058-2），对本项目地

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结论如下： 

（1）土壤环境 

检测结果表明，土壤样品（不含对照）pH 值范围为 6.90~8.44（对

照样品 pH 值范围为 7.55~7.68）。本项目土壤样品共对 14 种重金属和

无机物（铜、铅、镍、镉、六价铬、砷、汞、锌、银、钴、锡、硼、

总氟化物、氰化物）进行检测，14 种重金属和无机物（除六价铬、

氰化物外）均有检出，但检出值均未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土壤样

品共检测 64 项 VOCs 和 66 项 SVOCs，64 项 VOCs 和 66 项 SVOCs

未检出。石油烃（C10-C40）在部分土壤样品中有检出，检出值均不超

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4500 mg/kg）。根据分析评价结果，本项目土

壤样品检出项目检出值均不超过 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DB36/1282-2020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Regional Screening Level (RSL) 

Summary Table (TR=1E-06, HQ=1) May 2021》Industrial Soil Screening 

Levels（《美国环保局 2021 年 5 月区域筛选值总表（TR=1E-06, 

HQ=1）》工业用地筛选值。 

（2）地下水环境 

检测结果表明，地下水样品 20 项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中、

检测项嗅和味为无；肉眼可见物检测结果均为有；挥发酚、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和硫化物均未检出、剩余检测项：pH 值、浊度、总硬度、

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硫酸盐、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铜、铝、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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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锰、钠均有检出，检出值均不超过 IV 类标准限值；2 项微生物

指标：总大肠菌群（除 HXW1 外）和菌落总数检出值均不超过 IV 类

标准限值；15 项毒理学指标：硝酸盐、亚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

碘化物、汞、砷、硒、镉、六价铬、铅、硼、镍、钴和银，其中六价

铬和氰化物均未检出，其它 13 项毒理学指标均有检出，检出值均不

超过 IV 类标准限值；地下水样品共检测 57 项 VOCs，57 项 VOCs

均未检出；地下水样品共检测 66 项 SVOCs，66 项 SVOCs 均未检出；

地下水样品中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检出值均不超过沪环土

〔2020〕62 号文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根据监测结果及分析，本项

目地块地下水样品检出项除肉眼可见物和总大肠菌群数（HXW1）超

过 GB/T 14848-2017 IV 类标准限值外，其余检测项目检出值均不超过

GB/T 14848-2017 IV 类标准限值及沪环土〔2020〕62 号文中第二类用

地筛选值。 

基于综上自行监测检测结果与分析，表明苏州和协表面处理有限

公司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现状用地（工业用地）环境质量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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