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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聊城开发区国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梁学庆 联系人 张林 

联系电话 15606356263 邮箱地址 / 

企业地址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南周村南邻 

占地面积 6.66 万平方米 行业类别及代号 7820 环境卫生管理 

成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 最新改扩建时间 / 

监测采样日期 2021 年 11 月 检测单位 

聊城市环科院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南方测试中心

浙江九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权属 
自有土地 

租赁厂房□ 
监测类型 

首次监测 

再次监测 

重点企业类型 

1.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医药、焦化、电镀、制革企业纳入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企业 

2.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3.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利用的企业事业单位 

4.运营维护固体废物填埋且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 

5.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地下水环境污染事件，或

者因土壤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6.其他 

地下水利用 是  否 周边有农田 是  否 

周边地表水体 
冠堂渠与新二干渠，新二干渠与本项目仅一路之隔，冠堂渠接纳本项目下游污

水处理厂排水，距离项目最近约 2.9km。 

周边敏感目标 名称：南周庄    方位：北   离厂界最近距离：45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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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生产及设施情况 

2.1 工程组成表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位置 内容与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填埋场作业区 厂区北侧 

堤坝工程、场地平整、防渗系统、渗

滤液收集导排系统、填埋气体导排系

统、地表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

统、填埋作业设施与设备、封场系统

程等 

 

公用工程 

办公生活区 厂区南侧 
综合楼、门卫及计量间、洗车台、车

库及维修间、化验室、消防水池等 
 

通讯 办公室 设置电话四部，宽带接口四处  

化验室 办公区 定期检测废水  

供水设施 厂区 
采用市政自来水，从东外环路市政自

来水管道接入 
 

供电设施 厂区 
输入电源由供电部门一路 10KV 专用

电源供电，引入垃圾场内的配电室 
 

辅助工程 

运输道路 / 

垃圾运输线路：乡镇街道办事处垃圾

收集点----省道及县乡公路-----广顾公

路县乡公路----进场道路-----厂区； 

本项目需要硬化广顾乡县公路与厂区

之间约700m的进场道路 

 

废水外排管 厂区 
本项目修建厂址至东外环路的市政管

网之间的6.3KM得排水管线 
 

环保工程 防渗系统 厂区 

库底防渗结构自上而下：无纺土工布

隔离层；碎石渗沥液导流层；长纤无

纺布膜上保护层；HDPE 土工膜主防

渗层；复合土工排水网渗沥液检测

层；HDPE 土工膜次防渗层；压实粘

土作为保护层；库底平整基础层；地

下水导流层 

边坡防渗结构自上而下：袋装土保护

层；复合土工排水网渗沥液导流层；

长纤无纺布膜上保护层；HDPE 土工

膜主防渗层；复合土工排水网渗沥液

检测层；HDPE 土工膜次防渗层；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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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位置 内容与规模 备注 

圾坝平整边坡 

雨污分流系统 厂区 
地表水导排系统：厂区沿道路外侧设

置排水明渠 
 

渗滤液收集系统 厂区北侧 
包括水平收集导排系统、垂直收集导

排系统、渗滤液提升等 
 

渗滤液处理系统 厂区东侧 

渗滤液调节池，污水处理站，其处理

工艺为外置式膜生化反应器+纳滤+反

渗透的渗滤液处理站 

 

导气系统 填埋区 
在垃圾填埋区场底布设 20 个导气石

笼 
 

监测系统 
填埋场及周

边 

在填埋场内设置渗滤液监测井；在填

埋场周边分别设六个污染监测井 
 

2.2 原辅料材料、燃料油品及产品一览表 

名称 年消耗量 t/a 包装 形态 最大储量 t 储存位置 

/ / / / / / 

注：本项目为垃圾填埋场，不涉及产品；渗滤液处理车间已停用，不涉及

原辅料。 

2.3 废水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产生场所或环节 废水污染物 
废水产生量及最大产

生浓度（mg/L） 

废水产生和储存场所防渗

情况 

/ / / / 

注：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冲洗废水以及生活废水等。其中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垃圾渗滤液、冲洗废水排入渗滤液收

集池进行收集后，外运处置 

2.4 固体废物一览表 

产生场所或

环节 

固废/危废名称 

（属危废的应声明） 

固废/危废

产生量

（t） 

暂存地点 
产生和储存场

所防渗情况 

备注 

/ / / / / 已封场 

注：因长期封场，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职工生活垃圾，直接送入本厂

门口的环卫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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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生产工艺

流程 

（1）填埋处理工艺：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运至填埋场，经填埋场入口的地磅称重、记录后进入垃圾填埋区。在

现场人员的指挥下，按填埋作业顺序进行倾倒、推平、压实、撒药和覆土，垃圾运输车倾倒完

后在填埋场出口处的洗车台洗车完毕后出场；垃圾填埋区的渗滤液收集至集水井后，经耐腐蚀

潜污泵提升至调节池；垃圾填埋区内产生的气体，经石笼及 PVC 管收集后导出。生活垃圾按

单元分层填埋 

①检查：凡进入本场的垃圾应是城区生活垃圾，有毒有害垃圾不得进入本场倾倒，如工业

固体废弃物、医疗垃圾等。 

②计量：垃圾车进入垃圾场必须称重以便记录入场垃圾量，测量容重，确定垃圾性质、分

类及来源，统计垃圾的产生量、处理量。 

③倾倒：计量后的垃圾按照“分区分层”填埋的原则直接进入指定的日单元作业区倾倒。 

④摊铺压实：垃圾容重较小，体积大，压缩比大，必须经压实机来回反复碾压，分层压

实。 

⑤覆盖：填埋第一层垃圾时采用填坑法作业，首先运输车从垃圾围堤上的临时道路行至库

底边缘，将垃圾直接倾倒在坡脚附近，堆得一定体积后，由推土机将垃圾向外推铺，保证第一

层为 2m 厚，每日推铺完毕后覆土，日后的垃圾再以先前推平的垃圾作为卸料平台顺序向前倾

倒、推铺，直至填埋区坑底铺满一层后，进行中间覆盖。第一层铺完后，采用倾斜面堆积法作

业，垃圾运输车经填埋区内临时道路进入垃圾填埋作业区倾卸，由推土机自下向上沿倾卸面分

层推铺，分层厚度 0.5～0.6m，堆高 2.0m，坡比 1:6。然后由压实机来回碾压 3～4 遍，压实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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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 0.8t/m以上。每单元填埋厚度 9m，单元之间设宽为 5m 的台阶。如此逐单元分层填

埋，直至形成封场标高。 

⑥消毒：为了消除垃圾内的病原性昆虫和防止苍蝇的滋生，必须每天喷洒药水进行消毒处理。 

（2）渗滤液处理工艺： 

 

生活垃圾含有大量水份，贮存于垃圾贮坑的垃圾产生一定数量的渗滤液由布置于垃圾贮坑

底部的隔栅渗出，垃圾池底在宽度方向设计 3%的坡度，使污水能自流到垃圾池旁的的污水沟

内，经污水沟流至渗滤液收集池内暂时存储。渗滤液收集斗的渗滤液接入总管排至收集池，污

水泵出水管接出一冲洗水管回接至总管各喷水点，预防总管堵塞，垃圾渗滤液收集沟、收集池

均采用重防腐处理，以免渗滤液腐蚀混凝土墙壁。当污水池内渗滤液达一定数量时，经过自吸

式污水泵经管道抽至渗滤液处理站，渗滤液处理站采用“预处理+MBR 系统＋+UF（超滤系

统）+NF（纳滤）系统+反渗透”处理工艺。 

本项目采取的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流程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①预处理系统  

从垃圾坑来的渗滤液中悬浮物含量较高，通过安装的篮式初滤器与沉砂池去除较大颗粒的

固体杂物。沉砂池出水进入调节池，不同时间从垃圾仓来的渗滤液在这里停留混合，起到均衡

水量、均化水质及降温的作用。调节池分别对水质和水量进行调节，同时具有预发酵等功能，

通过发酵作用降低部分进水有机物浓度。为防止臭气外溢，调节池进行加盖封闭。调节池出水

进入初沉池，在此加入 PAC 混凝剂和 PAM 助凝剂，使一部分悬浮物能够沉淀下来。不仅可降

低 COD，还可以减少硬度和碱度，减轻膜的负荷。  

②MBR 膜生物反应器  

MBR 反应器包括硝化池、反硝化池和外置式 UF系统。在硝化池中，采用高效内循环射

流曝气系统，通过高活性的好氧微生物作用，降解大部分有机物。由于垃圾渗滤液氨氮浓度

高，影响微生物的活性，必须通过反硝化降低氨氮的浓度。MBR 反应器通过超滤膜分离净化

水和菌体，污泥回流可使生化反应器中的污泥浓度达到 15g/L，经过不断驯化形成的微生物菌

群，对渗滤液中部分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也能逐步降解。超滤系统代替常规生化工艺的二沉

池，使微生物被迅速截留，保持生物反应器的高生物浓度，有效控制泥龄，避免污泥流失，确

保硝化效果，提高出水水质。 

③膜深度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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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滤膜在渗透过程中截留大部分的分子尺寸约为 1nm物质，本项目采取的卷式 NF抗污染

能力强，NF膜采用卷式有机复合膜，最大优点是抗污染、出水水质好。纳滤作为反渗透的预

处理使用，能大大减轻反渗透的运行负荷，增加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MBR 预处理后，采用

NF净化，清水产率可达到 80%左右。NF能去除水中绝大部分 COD、BOD5、部分高价离子

（含重金属），保证出水 100 %达标排放。 

④反渗透(RO) 

反渗透膜的分离孔径在 10
-6

 cm-10
-7

cm，能除去水中有机物(如三卤甲烷中间体、胶体、悬

浮物、微生物、细菌、藻类、霉类等)、热源、病毒等物质，渗沥液经预处理后的水经反渗透

RO 膜主机深层分离处理后，脱盐率 98%。 

⑤污泥处理系统 

污泥主要来自调节池（初沉池）、NF（纳滤）系统排出的剩余污泥排到污泥浓缩池，经过污

泥浓缩，重新生化处理，浓缩污泥通过脱水机脱水处理后运至垃圾垃圾填埋区处置。 

废气污染

物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填埋场：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废气为填埋气：填埋气的主要成分为

CH4、CO2、H2S、CH3SH，因长期封场，浓度很低。填埋气直接无组织排放。种植绿化隔离带，场

址四周建设隔声、除臭及观赏性生态墙，其宽度为 10m，以控制臭气扩散。 

地下设施

情况 
渗滤液收集池 

污染事故

情况 

未发生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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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层分布与水文地质 

地面覆盖情况 硬化 非硬化 外来填土情况 是 否 

地层分布情况 1.土层：素填土          厚度：0.80～1.80m 

2.土层：粉土             厚度：1.70～3.50m 

3.土层：粉质粘土      厚度： 0.80～2.20m 

4.土层：粉土            厚度： 1.50～2.70m 

5.土层：粉质粘土     厚度： 0.40～1.90m 

地下水埋深 1.5-1.9m 地下水流向 西南到东北 

4 前期土壤地下水调查监测结果回顾 

土壤监测 开展未开展 监测时间 2020 年 7 月 

超标情况 超标未超标 超标原因 / 

土壤监测结果汇总： 

2020 年 7 月，聊城开发区国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委托聊城市环科院检测有限公司对其厂区内

2 个土壤监测点进行取样监测。土壤样品检测基本项目 45 项、铊、铍、钴、锑、硒、锌、

铬、锰、钼、钒，场地内土壤样品中共计检出 13 项因子，分别为：汞、砷、镉、镍、铜、

铅、锑、硒、锌、铬、锰、钼、钒；将土壤样品监测结果与评价标准进行对比，砷（筛选值

60mg/kg）、镉（筛选值 65mg/kg）、铜（筛选值 18000mg/kg）、铅（筛选值 800mg/kg）、

汞（筛选值 38mg/kg）、镍（筛选值 900mg/kg）、钒（筛选值 752mg/kg）、锑（筛选值

180mg/kg）有检出，其检出值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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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表 1、表 2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锌（无筛选值）、硒（无筛选

值）、钼（无筛选值）、锰（无筛选值）、铬（无筛选值），总体含量较低；27 项挥发性有

机物在本次调查中均未检出；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等 11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在本次调查中

均未检出。 

采样点位信息表 

编号 

坐标 

采样点位 

E N 

1 116°7′37.195″ 

 

36°26′54.078″ 

 

设备周边 1# 

 
2 116°7′37.195″ 

 

36°26′54.078″ 

 

设备周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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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出值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筛

选值“第二类用地”进行比较。具体分析如下： 

土壤有检出污染物统计分析表 

检出项目 

采样点 第二类用地

筛选值 设备周边 1# 设备周边 2# 

检测项目浓

度 

汞 0.223 0.239 38 

砷 5.00 5.49 60 

镉 0.42 0.44 65 

铜 44 40 18000 

镍 34 30 900 

铅 22 34 800 

锑 2.38 2.37 / 

硒 0.38 0.41 / 

铬 67 62 / 

锰 341 389 / 

钼 0.18 0.16 / 

钒 45.1 50.4 / 

锌 122 123 / 

注：未注明单位默认 mg/kg。 

 

地下水监测 开展未开展 监测时间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7 月 

超标情况 超标未超标 超标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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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结果汇总： 

2021 年 5 月委托聊城市环科院检测有限公司对厂区 5 处现有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取样检测，均

检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 常规 37 项指标（除浑浊度、肉眼可见

物），除溶解性总固体，其他各项指标均低Ⅲ类限值，溶解性总固体低Ⅳ类限值。地下水有

检出污染物检测结果如下表 4-1： 

表 4-1 地下水有检出污染物统计分析表 

检测项目 
筛选值 浓度 

III 类 最大值 

pH（无量纲） 6.5-8.5 7.53-7.95 

硝酸盐氮（mg/L） ≤20.0 12.6 

总硬度（mg/L） ≤450 193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1.34×10
3
 

硫酸盐（mg/L） ≤250 73.0 

氯化物（mg/L） ≤250 87.7 

耗氧量（mg/L） ≤3.0 2.6 

氨氮（mg/L） ≤0.50 0.308 

氟化物（mg/L） ≤1.0 0.67 

菌落总数（CFU/ml） ≤100 48 

总 α放射性（Bq/L） ≤0.5 0.053 

总 β放射性（Bq/L） ≤1.0 0.177 

铁（mg/L） ≤0.3 0.08 

 

2021年7月委托聊城市环科院检测有限公司对厂区6处现有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取样检测，

均检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常规指标，各项指标均低Ⅲ类限值。地

下水有检出污染物检测结果如下表4-2： 

表 4-2 地下水有检出污染物统计分析表 

检测项目 
筛选值 浓度 

III 类 最大值 

pH（无量纲） 6.5-8.5 7.6-8.0 

硝酸盐氮（mg/L） ≤20.0 1.56 

总硬度（mg/L） ≤450 326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894 

硫酸盐（mg/L） ≤250 129 

氯化物（mg/L） ≤250 134 

钠（mg/L） ≤200 34 

耗氧量（mg/L） ≤3.0 1.84 

氨氮（mg/L） ≤0.50 0.236 

氟化物（mg/L） ≤1.0 0.47 

菌落总数（CFU/ml） ≤100 53 

总 α放射性（Bq/L） ≤0.5 0.036 

总 β放射性（Bq/L） ≤1.0 0.095 

铁（mg/L） ≤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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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设施与重点区域识别 

5.1 重点设施信息记录表 

序号 设施名称 使用功能 存在的污染隐患或疑似污染痕迹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

单 
关注污染物（测试项目） 

污染物渗漏

途径 

1 渗滤液收集池 收集渗滤液 污染隐患：池壁渗漏会造成污染隐患 

重金属、石油烃、氨

氮、硫化物 

土壤 45 项+pH+石油烃

（C10-C40）+氨氮+铬+锌

+锰+钴+硒+钒+锑+铊+

铍+钼+硫化物+氟化物+二

噁英类 

泄漏 

2 盐酸罐 储存盐酸 

污染隐患：在储存过程中罐体破裂、卸

料过程中操作不当、输送过程中的管理

不善、操作不当、阀门失灵、管道老化

会造成泄漏污染隐患 

泄漏 

3 硝化罐 滤液处理 
污染隐患：输送过程中的管理不

善、操作不当、阀门失灵、管道老化会

造成泄漏污染隐患 

泄漏 

4 反硝化罐 滤液处理 泄漏 

5 渗滤液调节池 调节渗滤液水质 污染隐患：池壁渗漏会造成污染隐患 泄漏 

6 事故水池 
在发生事故、检修等特殊情

况下，暂时贮存排除废液 

污染隐患：事故废水通过防渗地沟收集

到事故水池，可能的迁徙途径为泄漏 
泄漏 

注：仅在识别为重点设施情况下才需填写点位号、坐标、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关注污染物及可能的泄漏途径（沉降、泄漏、

淋滤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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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重点区域信息记录表 

序号 重点区域名称 采样点编号 区域内重点设施 
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清单 
关注污染物 重点关注污染物 污染物渗漏途径 

1 生活垃圾填埋区 T01/T02/T03/S01/S04/S05 
垃圾填埋、渗滤

液收集池 
重金属、石油

烃、氨氮、硫

化物 

土壤 45 项+pH+石油

烃（C10-C40）+氨氮

+铬+锌+锰+钴+硒+

钒+锑+铊+铍+钼+

硫化物+氟化物+二噁

英类 

重金属、石油

烃、氨氮、硫化

物 

泄漏 

2 渗滤液处理区 T04/T05/S02/S03 

渗滤液调节池、

盐酸罐、硝化

罐、反硝化罐、

事故水池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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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壤地下水采样方案 

6.1 土壤采样方案表 

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T01 

T02-01 

T03 

T04-01 

T05 

 

 

/ 

60

（每个

点位

12 个

样品） 

0.2 重点区域 

砷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是 

镉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 
HJ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碱溶

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HJ 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 

镍 

锌 

铬 

汞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硒 

锑 

铊 HJ1080-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铊的测定 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该文档是极速PDF编辑器生成，

如果想去掉该提示,请访问并下载：
http://www.jisupdfeditor.com/

http://www.jisupdfeditor.com?watermark


聊城开发区国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13 

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钴 HJ108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钴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钼 HJ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元素的测定 王

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铍 HJ737-2015 土壤和沉积物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钒 
HJ974-2018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 碱

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锰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HJ 834-201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总氟化物 HJ 873-2017土壤水溶性氟化物和总氟化物的

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硫化物 
HJ833-2017 土壤和沉积物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

基蓝分光光度法 

石油烃 

（C10-C40） 

HJ 1021-2019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C10-

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氨氮 HJ634-2012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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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pH HJ 962-2018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二噁英类 
HJ77.4-2008  土壤和沉积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T02-02 

T04-02 

 

 

3m 

22

（每个

点位

11 个

样品） 

0.5-1.5m 重点区域 

砷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是 

镉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 
HJ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碱溶

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HJ 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 

镍 

锌 

铬 

汞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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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锑 

铊 HJ1080-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铊的测定 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钴 HJ108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钴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钼 HJ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元素的测定 王

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铍 HJ737-2015 土壤和沉积物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钒 
HJ974-2018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 碱

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锰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HJ 834-201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总氟化物 HJ 873-2017土壤水溶性氟化物和总氟化物的

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硫化物 
HJ833-2017 土壤和沉积物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

基蓝分光光度法 

石油烃 HJ 1021-2019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C10-

该文档是极速PDF编辑器生成，

如果想去掉该提示,请访问并下载：
http://www.jisupdfeditor.com/

http://www.jisupdfeditor.com?watermark


聊城开发区国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16 

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C10-C40） 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氨氮 
HJ634-2012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pH HJ 962-2018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T02-03 

T04-03 

 

 

3m 

22

（每个

点位

11 个

样品） 

1.5-3.0m 重点区域 

砷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是 

镉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 
HJ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碱溶

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HJ 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 

镍 

锌 

铬 

汞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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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锑 

铊 HJ1080-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铊的测定 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钴 HJ108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钴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钼 HJ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元素的测定 王

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铍 HJ737-2015 土壤和沉积物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钒 
HJ974-2018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 碱

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锰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HJ 834-201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总氟化物 HJ 873-2017土壤水溶性氟化物和总氟化物的

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硫化物 
HJ833-2017 土壤和沉积物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

基蓝分光光度法 

石油烃 HJ 1021-2019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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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C10-C40） 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氨氮 
HJ634-2012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pH HJ 962-2018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BJ 

 
/ 

24 个 

（其中

含平行

样品

12

个） 

0.2 对照点 

砷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是 

镉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 HJ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碱溶

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HJ 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 

镍 

锌 

铬 

汞 HJ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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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锑 

铊 HJ1080-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铊的测定 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钴 HJ108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钴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钼 HJ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元素的测定 王

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铍 HJ737-2015 土壤和沉积物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钒 HJ974-2018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 碱

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锰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HJ 834-201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总氟化物 HJ 873-2017土壤水溶性氟化物和总氟化物的

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硫化物 HJ833-2017 土壤和沉积物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

基蓝分光光度法 

石油烃 HJ 1021-2019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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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

（m） 

土样数

（个） 

土壤采样

深度

（m） 

点位位置确定依据（重点设施、重点

区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C10-C40） 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氨氮 HJ634-2012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pH HJ 962-2018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二噁英类 HJ77.4-2008  土壤和沉积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注：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包括（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半挥发性有

机物 11 项包括（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

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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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地下水采样方案表 

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BJ 

 
28 / 对照点 

色 (度) GB/T 5750.4-2006铂-钴标准比色法 

否 

嗅和味 GB/T 5750.4-2006嗅气和尝味法 

浑浊度 GB/T 5750.4-2006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肉眼可见物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

理指标 4.1 直接观察法 

pH 
HJ1147-2020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溶解性总固体 GB/T 5750.4-2006称量法 

 

硫酸盐 

HJ/T342-2007  水质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氯化物 

GB/T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2.1 硝酸银容量

法） 

亚硝酸盐(以 N 计) 

GB/T7493-1987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硝酸盐(以 N 计〕 

HJ/T346-2007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

外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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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氟化物 
HJ488-2009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

分光光度法 

铁 
HJ/T345-2007 水质铁的测定 邻菲啰啉分

光光度法 

锰 

HJ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铜 

 

锌 

铝 

挥发性酚类 
HJ503-2009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GB/T 7494-1987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耗氧量 
GB/T 5750.7-2006 
碱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氨氮 

HJ 535-2009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

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钠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多管发酵法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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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验方法生物指标 平皿计数法 

氰化物 
GB/T 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异烟酸-吡唑啉

酮分光光度法 

碘化物 GB/T 5750.5-2006 高浓度碘化物比色法 

汞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

光法 

砷 

硒 

镉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铬(Cr6+) 

GB/T 5750.6-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法金属指标 10.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三氯甲烷 
HJ620-2011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四氯化碳 

苯 HJ1067-2019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

相色谱法 甲苯 

总α 放射性 GB/T5750.13-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放射性指标 总β 放射性 

石油烃 

（C10-C40） 

HJ894-2017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C10 -C40）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铬 HJ700-2014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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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钡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钼 

铍 

镍 

S01 

 

27 / 重点区域 色 (度) GB/T 5750.4-2006铂-钴标准比色法 否 

嗅和味 GB/T 5750.4-2006嗅气和尝味法 

浑浊度 GB/T 5750.4-2006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肉眼可见物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

理指标 4.1 直接观察法 

pH HJ1147-2020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溶解性总固体 GB/T 5750.4-2006称量法 

 

硫酸盐 
HJ/T342-2007  水质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氯化物 
GB/T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2.1 硝酸银容量

法） 

亚硝酸盐(以 N 计) GB/T7493-1987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硝酸盐(以 N 计〕 HJ/T346-2007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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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外分光光度法 

氟化物 
HJ488-2009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

分光光度法 

铁 
HJ/T345-2007 水质铁的测定 邻菲啰啉分

光光度法 

锰 HJ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铜 

锌 

铝 

挥发性酚类 HJ503-2009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GB/T 7494-1987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耗氧量 
GB/T 5750.7-2006 
碱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氨氮 

HJ 535-2009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

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钠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多管发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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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平皿计数法 

氰化物 GB/T 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异烟酸-吡唑啉

酮分光光度法 

碘化物 GB/T 5750.5-2006 高浓度碘化物比色法 

汞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

光法 
砷 

硒 

镉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铬(Cr6+) 
GB/T 5750.6-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法金属指标 10.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三氯甲烷 

HJ620-2011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四氯化碳 

苯 HJ1067-2019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

相色谱法 甲苯 

总α 放射性 GB/T5750.13-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放射性指标 总β 放射性 

石油烃 

（C10-C40） 

HJ894-2017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C10 -C40）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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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铬 

HJ700-2014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钡 

钼 

铍 

镍 

S02 

S04 

S05 

 

30 / 重点区域 色 (度) GB/T 5750.4-2006铂-钴标准比色法 否 

嗅和味 GB/T 5750.4-2006嗅气和尝味法 

浑浊度 GB/T 5750.4-2006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肉眼可见物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

理指标 4.1 直接观察法 

pH HJ1147-2020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溶解性总固体 GB/T 5750.4-2006称量法 

 

硫酸盐 
HJ/T342-2007  水质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氯化物 

GB/T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2.1 硝酸银容量

法） 

亚硝酸盐(以 N 计) 

GB/T7493-1987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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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硝酸盐(以 N 计〕 

HJ/T346-2007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

外分光光度法 

氟化物 
HJ488-2009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

分光光度法 

铁 
HJ/T345-2007 水质铁的测定 邻菲啰啉分

光光度法 

锰 HJ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铜 

锌 

铝 

挥发性酚类 
HJ503-2009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GB/T 7494-1987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耗氧量 
GB/T 5750.7-2006 
碱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氨氮 
HJ 535-2009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

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钠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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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验方法生物指标 多管发酵法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平皿计数法 

氰化物 
GB/T 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异烟酸-吡唑啉

酮分光光度法 

碘化物 GB/T 5750.5-2006 高浓度碘化物比色法 

汞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

光法 
砷 

硒 

镉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铬(Cr6+) 

GB/T 5750.6-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法金属指标 10.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三氯甲烷 HJ620-2011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四氯化碳 

苯 HJ1067-2019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

相色谱法 甲苯 

总α 放射性 GB/T5750.13-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放射性指标 总β 放射性 

 

石油烃 

（C10-C40） 

HJ894-2017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C10 -C40）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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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铬 HJ700-2014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钡 

钼 

铍 

镍 

S03 

 

/ / 重点区域 色 (度) GB/T 5750.4-2006铂-钴标准比色法 否 

嗅和味 GB/T 5750.4-2006嗅气和尝味法 

浑浊度 GB/T 5750.4-2006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肉眼可见物 

GB/T 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

理指标 4.1 直接观察法 

pH HJ1147-2020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溶解性总固体 GB/T 5750.4-2006称量法 

 
硫酸盐 

HJ/T342-2007  水质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氯化物 
GB/T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2.1 硝酸银容量

法） 

亚硝酸盐(以 N 计) GB/T7493-1987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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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分光光度法 

硝酸盐(以 N 计〕 

HJ/T346-2007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

外分光光度法 

氟化物 
HJ488-2009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

分光光度法 

铁 
HJ/T345-2007 水质铁的测定 邻菲啰啉分

光光度法 

锰 HJ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铜 

锌 

铝 

挥发性酚类 HJ503-2009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GB/T 7494-1987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耗氧量 GB/T 5750.7-2006 

碱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氨氮 

HJ 535-2009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

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钠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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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多管发酵法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生物指标 平皿计数法 

氰化物 
GB/T 5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异烟酸-吡唑啉

酮分光光度法 

碘化物 GB/T 5750.5-2006 高浓度碘化物比色法 

汞 HJ 694-201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

光法 
砷 

硒 

镉 HJ776-2015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铬(Cr6+) 
GB/T 5750.6-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法金属指标 10.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

法 

三氯甲烷 HJ620-2011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四氯化碳 

苯 HJ1067-2019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

相色谱法 甲苯 

总α 放射性  

GB/T5750.13-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放射性指标 

 
总β 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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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

（m） 

滤水管跨度

（m） 

布点采样依据（重点设施、重点区

域、污染隐患、疑似污染痕迹等）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是否为新

增点位 

石油烃 

（C10-C40） 

HJ894-2017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C10 -C40）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 

 

铬 

HJ700-2014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钡 

钼 

铍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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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壤地下水监测结果汇总 

7.1 土壤监测结果 

点位编号/深度 T01 T02-01 T02-02 T02-03 T03 T04-01 T04-02 T04-03 T05 BJ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限 评价标准 / / / / / / / / / / 

PH 9.12 9.10 9.11 9.23 9.59 9.25 9.19 9.52 9.40 9.28 

重金属（Metals） / / / / / / / / / / 

砷 mg/kg 0.01 60 7.86 8.44 8.19 7.18 7.12 8.01 10.9 9.01 7.57 8.47 

镉 mg/kg 0.01 65 0.10 0.11 0.05 0.07 0.11 0.07 0.10 0.11 0.11 0.13 

铜 mg/kg 1 18000 5 1 2 4 4 6 13 11 3 7 

铅 mg/kg 10 800 19 23 17 16 18 17 15 19 11 19 

汞 mg/kg 0.002 38 0.026 0.023 0.026 0.013 0.020 0.037 0.036 0.030 0.028 0.020 

镍 mg/kg 3 900 10 3 8 14 6 14 21 18 6 27 

 铬
*
 mg/kg 4 2500 37 46 43 45 43 42 44 45 28 33 

 锌
*
 mg/kg 1 10000 31 31 41 30 36 37 46 45 29 31 

铍 mg/kg 0.03 29 0.72 0.78 0.96 0.82 0.67 0.48 0.56 0.70 0.46 1.36 

钒 g/kg 0.02 752 0.05 0.05 0.07 0.05 0.06 0.06 0.07 0.06 0.05 0.06 

锰 g/kg 0.02 / 0.32 0.32 0.43 0.34 0.42 0.38 0.45 0.46 0.3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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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编号/深度 T01 T02-01 T02-02 T02-03 T03 T04-01 T04-02 T04-03 T05 BJ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限 评价标准 / / / / / / / / / / 

硒 mg/kg 0.01 / 0.06 0.04 0.02 0.03 0.03 0.05 0.04 0.08 0.06 0.06 

锑 mg/kg 0.01 180 0.41 0.40 0.36 0.34 0.35 0.39 0.45 0.43 0.35 0.37 

铊 mg/kg 0.1 / 0.6 0.5 0.4 0.6 0.5 0.6 0.4 0.6 0.4 0.6 

钴 mg/kg 2 70 未检出 4 5 2 未检出 2 5 8 2 3 

钼 mg/kg 0.05 / 0.20 0.28 未检出 0.24 0.48 未检出 0.32 0.43 0.20 0.05 

无机非金属指标 / / / / / / / / / / 

硫化物 mg/kg 0.04 / 0.57 4.27 1.01 1.13 0.91 0.30 0.33 0.44 0.40 0.33 

总氟化物
*
 mg/kg 63 2000 337 338 324 274 302 346 373 408 314 308 

石油烃类 / / / / / / / / / / 

石油烃 

（C10-C40） 
mg/kg 1.5 616 54 105 87 84 62 69 73 69 83 79 

二噁英类 / / / / / / / / / / 

二噁英类 Mg TEQ/kg / 4×10-5 2.4×10-7 1.8×10-7 / / 8.5×10-8 1.4×10-7 / / 1.8×10-7 1.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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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备注：标准限值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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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表 1、表 2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限值依据，《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

2011）中表 1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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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下水监测结果 

井位编号/井深 BJ S01 S02 S03 S04 S05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限 评价标准 / / / / / / 

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 / / / / / / 

pH 无量纲 / 6.5-8.5 7.9 7.6 8.0 7.7 7.5 7.7 

总硬度 mg/L 1.0 450 298 315 326 262 306 308 

溶解性总固体 mg/L / 1000 836 889 894 725 874 800 

硫酸盐 mg/L 2 250 128 125 127 125 116 129 

氯化物 mg/L 1.0 250 128 134 94.0 122 124 130 

铁 mg/L 0.03 0.3 0.06 0.06 0.09 0.11 0.12 0.10 

耗氧量 mg/L 0.05 3.0 1.80 1.58 1.76 1.84 1.84 1.80 

氨氮 mg/L 0.025 0.50 0.115 0.127 0.236 0.093 0.142 0.123 

钠 mg/L 0.12 200 34.0 33.4 33.8 32.0 34.5 32.8 

微生物指标 / / / / / / 

菌落总数 CFU/ml / 100 25 44 53 29 40 36 

毒理学指标 / / / / / / 

硝酸盐 

（以 N 计） 
mg/L 0.08 20.0 1.41 1.48 1.55 1.36 1.4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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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编号/井深 BJ S01 S02 S03 S04 S05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分析指标 单位 实验室检出限 评价标准 / / / / / / 

氟化物 mg/L 0.02 1.0 0.47 0.39 0.44 0.42 0.34 0.41 

总α 放射性 Bq/L 0.016 0.5 0.034 0.026 0.025 0.034 0.036 0.035 

总β 放射性 Bq/L 0.028 1.0 0.084 0.087 0.093 0.092 0.095 0.083 

其他指标 / / / / / / 

石油烃（C10-C40） mg/L 0.01 / 0.32 0.32 0.36 0.31 0.44 0.30 

铬 mg/L 0.00011 / 2.8×10-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4×10-4 2.9×10-4 

钡 mg/L 0.0002 0.70 0.114 0.0638 0.0400 0.186 0.141 0.141 

钼 mg/L 0.00003 0.07 7.00×10-3 0.0156 0.0155 0.0143 5.8×10-3 5.25×10-3 

镍 mg/L 0.00006 0.02 3.8×10-4 1.8×10-4 1.2×10-4 5.2×10-4 3.8×10-4 4.6×10-4 

注：仅列出有检出的监测因子；列明标注限值出处。 

备注：标准限值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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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下水水位测量结果 

点位 
地面高程

（m） 

井口高程

（m） 

水位埋深

（m） 

成井深度

（m） 

现状井深

（m） 

S01 0.2 0.4 1.5-1.9m 27 27 

S02 0.5 0.5 1.5-1.9m 30 30 

BJ 0.1 0.4 1.5-1.9m 28 28 

S04 0.5 0.5 1.5-1.9m 30 30 

S05 0.5 0.5 1.5-1.9m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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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土壤超标情况 超标达标 地下水超标情况 超标达标 

土壤超标情况汇总与超标原因分析： 

无超标情况 

与对照点结果的比较： 

土壤各点位监测值与对照点结果比较无明显偏高现象。 

与历史监测数据的比较： 

2021 年 7 月委托聊城市环科院检测有限公司采集并检测 2 个点位土壤样品，分别位于填埋区

西北侧和填埋区北侧两个渗滤液提升井中间，均检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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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钼、铍、钒、锰、硒、锑、铊、

钴、铬、锌，共计 55 项指标，与 2021 年 11 月监测结果相比：总体均未出现显著上升趋势，且所

有指标未出现超标。 

本次监测总体结论： 

此次共设置 6 个土壤监测点位，检测指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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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钼、铍、钒、锰、硒、锑、铊、钴、铬、

锌、石油烃 C10-C40、氨氮、硫化物、二噁英，根据所采集样品的分析结果，此次土壤自行监测的

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二噁英类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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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类用地筛选

值要求。 

地下水超标情况汇总与超标原因分析： 

各项指标均低于Ⅲ类限值。 

与对照点结果的比较： 

地下水各点位监测值与对照点结果比较无明显偏高现象。 

与历史监测数据的比较： 

在两次监测的时间跨度内，根据所取样品的分析结果判断：各地下水监测点位监测值无明显

变化，总体均未出现显著上升趋势。 

本次监测总体结论： 

此次地下水监测，共设置 6 个采样点位（利用现有的 6 口监测井），根据所采集样品的分析

结果，此次地下水自行监测的样品检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 常规 39 项+

石油烃 C10-C40、铬、钡、钼、铍、镍，pH 值均在 7.7 左右，可见厂区内地下水 pH 值呈弱碱性；

各项指标均低于Ⅲ类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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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监测结果采取的主要措施： 

根据此次监测结果，土壤环境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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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地下水环境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限值要求。垃圾填埋场现已处于封场状态，虽然不再有新鲜生活垃

圾补充进来，但是封场覆盖层下面的原有生活垃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进行着各种生化反

应，场地仍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沉降，垃圾渗滤液及填埋气依然会产生，因此，必须进行封场后

各种维护，主要包括：填埋场地的连续视察与维护、基础设施的不定期维护以及场内及周边环

境的连续监测，后续的监测中留意浓度变化，同时在雨季进一步做好防渗和排污工作。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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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图附件 

1. 平面布置图 

2. 地下管线平面图 

3. 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分布图 

4. 土壤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5. 现场采样工作照片记录 

6. 监测井建井归档资料 

7. 实验室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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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平面布置图 

 

附图附件 1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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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地下管线分布图 

 

附图附件 2-1  地下管线平面图（渗滤液导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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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2-2  地下管线平面图（地下水导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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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分布图 

 

附图附件 3   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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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土壤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附图附件 4 土壤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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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现场采样工作照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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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5-1 现场采样工作照片记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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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5-2 现场采样工作记录（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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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监测井建井归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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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BJ 建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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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S01 建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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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S02 建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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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S04 建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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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S05 建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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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6 建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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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实验室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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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7-1 实验室检测报告-土壤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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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7-2 实验室检测报告-地下水（枯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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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7-3 实验室检测报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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