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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根据国内外对 DSD 酸

（4,4—二氨基二苯乙烯-2,2—二磺酸）的需求在故城县夏庄工业项

目区建设年产 6000tDSD 酸工程，该生产项目至今已运行 10 年。 

2008 年 8 月，衡水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承担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

司年产 6000 吨 DSD 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08 年 10 月环评

单位编制了《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 DSD 酸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并提交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批，同年取得审批意见。 

该项目在运营期内，未出现过环境污染事故，基本按照当地环保

部门的要求进行环保管理。 

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河北

省“净土行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冀政发[2017]3 号）、《关

于印发<2018 年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冀土领办

[2018]6 号）等文件要求，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计划对项目厂区内

土壤及地下水进行自行监测。由于企业无相关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能力，

故委托河北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工作。河北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依据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

现场踏勘情况编制本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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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2.1 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 

（4）《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5 年 5 月 1 日）：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河北省“净土行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冀政发

[2017]3 号）； 

（7）《关于印发<2018 年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土领办[2018]6 号）； 

（8）《关于做好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用地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衡

环办字函[2018]189 号）。 

2.2 技术规范 

（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3）《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 

（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

行)；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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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执行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三、调查原则 

3.1 针对性原则 

针对企业在用疑似污染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

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疑似污染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3.2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

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3 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实际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四、企业现状 

4.1 地理位置 

企业厂址位于故城县夏庄工业项目区，厂址中心点坐标为东经

116º12′53.13″，北纬 37º26′42.29″。 

厂区地理位置图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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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厂区地理位置图 

4.2 区域地质状况 

4.2.1 土壤地质条件 

该区域地处二级构造单元的华北断坳中，无极一衡水大断裂呈

北西一南东向经故城县北部，消失于德州南，断裂形态在故城境内

不甚明显。前三系地层顶板埋深 1100-1400m，由碳酸岩、砂岩等组

成；第三系地层项板埋深 500-550m，主要由河湖向砂岩、泥岩组

成；第四系地层顶板由地表、河湖相堆积的松散型粘土、砂质粘土

及各类砂层组成。 

4.2.2 地下水地质条件 

该区域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纪多层结构的松散地层中，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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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水类型，赋存条件及其富水性，主要受岩性、地形及地下水补

给条件所控制。在第四纪地层中，以地下水矿化度 2g/t 为主，大

致在要庄、军屯、建国、西半屯、武官寨、赵行一线为淡水区，此

线以东为咸水区，出现咸水夹层，局部为全咸水区，自上而下普遍

存在浅层淡水、咸水、深层淡水。目前浅层淡水已经开发利用，咸

水尚未利用，深层淡水位于咸水层以下，为承压水，现已经开采两

个含水组。各含水岩组分分述如下： 

第Ⅰ含水岩组：第Ⅰ含水岩组（潜水）相当于全新统及上更新

统项部地层的含水层底界埋深约 50-70m。含水层岩性为洪泛相细粉

砂，含水层厚度 1-5m，共有Ⅰ个含水层。 

第Ⅱ含水岩组：第Ⅱ含水岩组（浅部承压水）相当于上更新统

地层的含水层，定界为咸淡水界面，底界埋深为 230m，为河流冲积

作用并夹有湖沼堆积作用形成的以粉、细砂为主的含水层，含水层

厚度 l0-20m。本组各含水层以及与第 1 含水组之间均有以亚粘土、

粘土为主的隔水层，垂直渗入补给条件较差，具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 

第Ⅲ含水岩组：第Ⅲ含水岩组（深层承压水）相当于中更新统

地层的含水层，分上段和下段。上段底板埋深为 330-350m，下段底

板埋深 380m，含水层岩性以粉、细砂为主，偶见中砂，含水层厚度

约 20-40m。由于各含水层间及其与第Ⅰ、第Ⅱ含水组之间均为较厚

的粘性土相隔，垂直入渗补给和侧向径流补给较弱。第Ⅱ含水岩组

和本组上段是当地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的主要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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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含水岩组：第Ⅳ含水岩组（深层承压水）相当于下更新统

的含水层，该组底板埋深 450-765m，含水层粗中砂，厚度 28-

34m。该组和第Ⅲ含水岩组下段构成深层承压水岩组。 

4.3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DSD 酸生产以对硝基甲苯和发烟硫酸为原料，在 90℃温度条件

下发生磺化反应，生产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再在催化剂复合硫酸锰

作用下进行氧化缩合反应，生成二硝基酸，二硝基酸在鈀/碳催化剂

作用下被 H2还原生成 DSD 酸，总体反应分为磺化、氧化缩合、加氢

还原及成品干燥四大步骤，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一）磺化反应 

将对硝基甲苯加入化料槽内，用热水间接加热熔融后，用真空泵

抽入磺化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器，用蒸汽加热至 65℃，从硫酸滴管

中滴加含 SO3为 20%的发烟硫酸，控制滴加时间 1～2h。硫酸滴管伸

入到对硝基甲苯熔融液面以下，滴加完毕后，用蒸 汽将温度升高到

90℃，反应 1h，取样测定达反应终点，得到磺化反应液。将磺化反

应液打入稀释罐中加水稀释、搅拌，经冷却水降温至 20～25℃后结

晶抽滤，滤饼即为对硝基甲苯邻磺酸(邻磺酸)，滤饼不需洗涤，直接

进入下一工序。滤液为 50%-60% 硫酸，放入废硫酸贮罐中，除部分

回用于盐析工序外，其余部分做为副产品出售。 

磺化反应过程主要污染因子为硫酸雾，排出的硫酸雾引入碱液

吸收装置，经碱液吸收后通过 15 米排气筒排放。 

（二）氧化、缩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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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溶于水中，备用；向氧化罐中加入底水和催化

剂，开风机通风，将蒸汽直接通入釜内，升温至 40ºC 后加底碱，然

后将稀释 好的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和液碱同时加入氧化罐中，利用鼓

入空气中的氧进行氧化反应，反应温度 55-72℃，反应时间 8-10 小

时，观察反应液颜色及透明度，确定达到反应终点，保温 1 小时。 

反应完毕，降温冷却后加废硫酸中和，调节 pH=7，然后计量放

入到盐析罐中。 

向盐析罐中通入冰盐水冷却降温，当溶液温度达到 25～30℃时，

放料压淋，滤饼为二硝基酸，滤液为氧化废水。氧化废水进入三效蒸

发器，蒸发浓缩，首先将废水 浓缩至二分之一时，降温冷却、过滤

回收中间体二硝基酸，滤液进入三效蒸发器二次 蒸发浓缩，浓缩液

喷雾干燥得到污盐硫酸钠，冷凝水做为氧化工序补水回用，不外排。 

（三）加氢还原 

在缓冲溶液中，DNS 酸在鈀/碳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被 H2还

原生成 DSD 酸。 

向高压反应釜中加入二硝基酸，加水溶解，控制二硝基酸的质量

浓度为 180g/L，加缓冲液调反应液 pH 为 6.0，催化剂鈀/碳用量

2.0%，盖盖、试漏。先用氮气置换 3～4 次，再用氢气置换 2～3 次，

经检验合格后，通入氢气，并逐步升温至 120～125℃，二硝基酸（DNS）

在鈀/碳催化剂的作用下，被 H2 还原生成 DSD 酸，反应压力控制在

0.8MPa，反应时间＜6 小时，至氢气不再消耗即达到反应终点，反应

完毕，逐渐降温至 80℃，即得到 DSD 酸反应液。将制得的 DSD 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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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液送过滤机过滤，将催化剂滤 出，返回工艺中循环使用，滤液送

酸析罐。向酸析罐中加入浓硫酸，至 DSD 酸结晶析出，压滤，得到含

水量 34%的湿品 DSD 酸，经干燥后为 DSD 酸产品，滤液为还原废水，

送废水处理站处理。滤饼离心分离过程中产生酸性气体，采取在压

滤机上方设集气罩将酸性气体收集后引入磺化工序碱液吸收塔。 

催化剂循环套用 20 次，送回催化剂生产厂再生，不外排。 

（四）DSD 湿品干燥 

DSD 酸湿品干燥采用旋转式闪蒸干燥机，干燥原理为：热风从干

燥机底部的旋流器沿切线方向进入干燥机内，并产生高速回旋的上

升气流；待干燥的物料由加料器输 送至干燥室内，并在高速回旋气

流的和底部搅拌器的共同作用下，团块状物料被不断破碎、分散、沸

腾和干燥。干燥合格的物料被气流从干燥机上部出口带出，经捕集

后 得到干燥成品；颗粒太大或湿度较高的物料被设置在干燥室上部

的分级堰板阻拦，而在干燥室内继续得到进一步干燥，直至被气流

带出。 

DSD 酸湿品与换热后的热空气接触，其中的水份被带出，干燥气

流经两级旋风除尘器收集物料后，再经袋式除尘除尘后尾气排放。 

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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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图 

4.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防止项目生产过程中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企业在厂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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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防渗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1）厂区（非污染区） 

厂区（非污染区）除绿地等部位外地面全部进行硬化，地面采取 

15cm 三合土铺底，再在上层铺 10-15cm 的水泥进行硬化。 

（2）生产车间 

对生产车间的地面进行防渗处理，采用底层为三合土压实、中间

为耐酸水泥，上层铺设防滑防酸瓷砖。 

（3）罐区、原料仓库及危废暂存库房 

罐区及原料仓库均进行硬化防渗，罐区四周设围堰，高 1.2m，围

堰底部用 15-20cm 的水泥浇底，四周壁用砖砌再 5cm 厚水泥硬化防

渗。原料仓库内采用底层为三合土压实、中间为耐酸水泥，上层铺设

防滑防酸瓷砖。 

危险废物专用暂存库房地面进行防腐防渗，并设置堵截渗漏的裙

脚。 

（4）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管网采用防渗管道。 

（5）事故收集设施 

生产车间、罐区分别设置事故收集装置，生产车间设事故收集池，

罐区设置备用储罐及事故废水池，收集罐区事故废液及冲洗废水。 

（6）消防废水收集池（兼做初期雨水收集池） 

消防废水收集池（兼做初期雨水收集池）采用 10-15cm 厚水泥硬

化，并全池涂环氧树脂防腐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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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平面布置及疑似污染区域识别 

5.1 企业平面布置 

厂区按功能总体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平面布置，东部集中布置生活

区，建设有职工宿舍、办公室及餐厅等；西部为生产区，主生产车间

布置在生产区中部，锅炉房设置在主生产车间的南侧，与厂界留有一

定的缓冲距离，污水处理站布置在厂区中北部，化验室、配件库等配

套设施设在生产区南侧。 

企业平面布置图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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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企业平面布置图 

5.2 疑似污染区域识别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中识别疑似污染区域的原则，并参考环评材料以及现场勘查结

果确定疑似污染区域，详细信息见表 5-1，区域分布图见图 5-2。 

表 5-1 疑似污染区域汇总表 

序号 疑似污染区域名称 疑似污染原因 

1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周边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2 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周边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3 污水还原池周边 污水可能渗漏区域 

4 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周边 污水可能渗漏区域 

5 厂区东北角空地 全年主导风向下风向区域 

6 烘干车间 生产区域 

7 酸碱储罐区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8 磺化车间 生产区域 

9 氧化还原车间 生产区域 

10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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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疑似污染区域分布图 

六、土壤布点区域筛选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可知，以上筛选的疑似污染区域均进行了水

泥硬化，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侧、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污水

还原池南侧、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区域地面存在裂痕或裸露土壤。

故本次检测布点区域选择在以上疑似污染区域内。布点区域详细信

息见表 6-1，布点区域分布图见图 6-1。 

表 6-1 布点区域汇总表 

序号 布点区域名称 布点原因 

1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侧
对硝基甲苯运输通道，地面存在裂

痕，疑似有毒有害物质渗漏区 

2 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
地面存在裂痕，疑似有毒有害物质渗

漏区 

3 污水还原池南侧 还原池废水疑似溢出、渗漏区域 

4 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 
地面存在裂痕，污水处理站废水疑似

溢出、渗漏区域 

5 厂区边界西南外 5m 处 土壤背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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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布点区域分布图 

七、土壤布点计划 

依据土壤布点区域筛选结果，并结合筛选区域实际土壤面积、企

业地下管网等信息进行点位布设，除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污

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布点区域面积较小，布设 1 个采样点位外，厂

区内其它布点区域均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

点规定（试行）》中要求布设 2 个采样点，土壤样品采样深度按照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规定（试行）》中设置，

监测频次为 1 次/年。 

布点位置、布点数量等信息，详见表 7-1，点位分布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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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布点情况汇总表 

序号 布点区域名称 布点位置 

布点 

数量

（个）

点位

编号
点位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样品 

数量

（个）

1 
在用对硝基甲苯

罐区东侧 

储罐东侧垂

直距离

12.7m 
2 

1-1 
116º12′50″ 

37º26′44″ 

表层 50 

6 
中层 150 

储罐东侧垂

直距离

6.7m 

1-2 

116º12′49″ 

37º26′44″ 
底层 500 

2 
废弃对硝基甲苯

罐区南侧 

储罐南侧垂

直距离 5m 
1 2-1 

116°12'49" 

37°26'52"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3 污水还原池南侧 

还原池南侧

垂直距离

13m 

2 

3-1 
116°12'56" 

37°26'46" 

表层 50 

6 中层 150 

3-2 
116°12'54" 

37°26'46" 底层 500 

4 
污水处理站事故

池南侧 

事故池南侧

垂直距离

13m 

1 4-1 
116°12'56" 

37°26'54"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5 土壤背景 
厂区边界西

南外 1m 
1 5-1 

116°12'48" 

37°26'42"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合计 / / 7 / / / 21 

备注 

1、土壤采样孔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若地下水埋深大且土壤无明显污染特征，土壤

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超过 15m。 

2、每个采样点位至少在 3个不同深度采集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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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点位分布图点位分布图(采样点位： ) 

 

八、地下水监测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中“原则上可利用符合疑似污染地块调查布点和采样技术要求

的现有监测井作为地下水采样点”的规定，本次监测选择企业现有

监测井（环评中要求设置的地下水监测井）作为地下水采样点，监测

频次为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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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土壤及地下水监测项目确定 

9.1 土壤监测项目确定 

依据衡水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关于做好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用

地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衡环办字函[2018]189 号）等文件规定，

开展本企业土壤自测工作所分析项目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表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45 项（包括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

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土壤 pH 值及本项目特征污染物对硝

基甲苯。 

9.2 地下水监测项目确定 

本次地下水监测仅针对该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特征污染物，依

据该项目环评资料以及现场调查结果，确定地下水监测项目为：硝

基苯、硫酸盐、pH、苯胺类、对硝基甲苯。 

十、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 

10.1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 

（1）钻孔：本项目土壤取样采用钻机冲击回转钻及洛阳铲，

钻探方法全孔钻进，采样前采用 GPS 进行采样点定位。钻孔开孔直

径为 50cm，终孔直径为 60cm。到达目标深度后，将土柱状土壤从

取样管取出，按相应深度摆放在地膜之上。可以仔细观察不同深度

的土层结构，并观察相应深度是否存在污染迹象，根据土层结构及

调查目的判断哪些深度土层送往实验室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分析土

壤的深度范围后，用取样器剖开相应深度的柱状土芯，取中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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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到扰动的土壤装入相应取样瓶中。 

（2）采样：采集 VOCs 与 SVOCs 样品时用不锈钢制采样铲，每

采完一个样品随时清理，将土壤样品装于 40mL 棕色玻璃瓶中，用

聚四氟乙烯密封垫瓶盖盖紧，再用聚四氟乙烯膜密封。采集重金属

样品时，用木制采样铲进行采集，采集原状土壤样品，装于 250mL

广口玻璃瓶中，盖好瓶盖并用密封带密封瓶口，取样之前在木铲之

外套一次性塑封袋，取完一个点位样品后随时更换塑封袋，以保证

取样器清洁，土壤样品不会相互污染。 

（3）保存：土壤装样过程中，尽量减少土壤样品在空气中的暴

露时间，且尽量将容器装满（空气量控制在最低水平）。所有样品送

到样品箱中低温存放，为保证现场温度不会对样品产生影响，先将

蓝冰提前冷冻 24 小时放置在保存箱内，以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

在 4℃以下，并尽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 

取样结束后回填钻孔，并插上醒目标志物，以示该点样品采集工

作完毕。 

10.2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 

（1）洗井：采样洗井方式采用大流量离心潜水泵洗井，清洗地

下水用量不得少于 3～5倍井溶剂，以去除细颗粒物质堵塞监测井并

促进监测井与监测区域之间的水力连通。每次清洗过程中抽取的地

下水，进行 pH 值和温度等参数的测试。洗井过程持续到取出水不浑

浊，细微土壤颗粒不再进入水井；洗出每个井容积水的 pH 值和温度

连续三次测量误差小于 10%，洗井工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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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集：样品采集按照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稳

定有机物及微生物样品、重金属和普通无机物的顺序采集，采样前，

除油类和细菌类监测项目外，先用采样水荡洗采样器和水样容器 2

到 3 次。测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项目的水样，采样时水样必须注满

容器，上部不留空隙。在水样采集后，立即按相关标准要求加入保存

剂，容器瓶盖紧、密封，贴好标签。 

（3）保存：所有样品送到样品箱中低温存放，为保证现场温度

不会对样品产生影响，先将蓝冰提前冷冻 24 小时放置在保存箱内，

以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在 4℃以下，并尽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

析。 

十一、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1.1 监测方法及仪器 

11.1.1 土壤监测方法及仪器 

详见表 11-1。 

表 11-1 土壤监测方法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及编号 

1 砷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AFS-8520 原子 

荧光光度计/F062 

2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3 铜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GB/T 17138-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4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5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AFS-8520 原子 

荧光光度计/F062 

6 镍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GB/T 17139-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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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8 氯仿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9 
1,1-二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0 
1,2-二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1 
1,1-二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2 
顺-1,2- 

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3 
反-1,2- 

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4 二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5 
1,2-二 

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6 
1,1,1,2- 

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7 
1,1,2,2- 

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8 四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9 
1,1,1-三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0 
1,1,2-三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1 三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2 
1,2,3-三 

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3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4 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5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6 
1,2-二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7 
1,4-二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8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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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0 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1 间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2 对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3 邻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4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HJ 703-2014） 
GC9790Ⅱ气相色谱仪/F034 

35 苯并【а】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6 苯并【а】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7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8 
苯并 

【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9 䓛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0 
二苯并 

【а、h】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1 
茚并 

【1,2,3-cd】
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2 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3 总铬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HJ 491-2009）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44 pH 《土壤 pH 值的测定》（NY/Y 1377-2007） PHS-3E pH 计/F004 

45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46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736-2015） 
/ 

47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48 *对硝基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备注：标“*”的项目，我单位无检测资质，需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 

11.1.2 地下水监测方法及仪器 

详见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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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地下水监测方法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及编号 

1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PHS-3E pH 计/F004 

2 硫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

标》（GB/T5750.5-2006 中 1.3）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F054 

3 苯胺类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N-(1-萘基)乙

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GB/T11889-1989）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F054 

4 对硝基甲苯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HJ 716—2014）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5 硝基苯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HJ 716—2014）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1.2 地下水检测分析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

程均按照《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四版)的要求进行； 

（2）采样过程中采集 10％的平行样； 

（3）实验室分析过程加入 10％的平行样； 

（4）对于有国家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一批

样品的同时进行了质控样品分析，对于无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的项目，

进行加标回收测试。 

11.3 土壤检测分析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土壤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

均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

行）》及具体分析项目所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要求进行。 

（2）采样过程中采集 10％的平行样； 

（3）实验室分析过程加入 10％的平行样； 

（4）对于有国家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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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同时进行了质控样品分析，对于无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的项

目，进行加标回收测试。 

11.4 人员要求 

参加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土壤布点、采样、分析的主要人

员，均参加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的《土壤环境监测技术培训班》，

辅助人员均经过本机构的技术培训，并持证上岗。 

11.5 结果评价 

土壤所测项目分析结果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标准限值进行评价。 

地下水所测项目分析结果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中标准限值进行评价。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疑似污染地块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方案专家咨询意见

2018 年 11 月 25 日，受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委托，对《衡水百

纳化学有限公司疑似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方案》（以下简称

《监测方案》）进行了函审，并提出咨询意见如下：

一、编制单位参照衡水市《关于做好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用地环境

监管工作的通知》（衡环办字函[2018]189 号）的要求和《场地环境调

查技术导则》和全国重点工业企业详查相关技术规范以及《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等相关要求对该企

业进行了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布点调查工作。《监测方案》技术路线

可行，内容较完整，点位布设基本合理，评价依据可行，根据建议修

改完善后可作为现场布点监测的依据。

二、建议

1、根据企业工艺流程及布局情况明确疑似污染区域并图示表明分

布情况。

2、根据地下水流向、污染设施分布等明确土壤和地下水点位选取

的合理性及代表性。

3、结合土层结构，明确土壤采样分层依据。

4、完善监测过程的质控要求，规范监测点位布设附图、附件。

专家组签字：

2018 年 11 月 25 日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方案专家咨询意见落实情况

1、根据企业工艺流程及布局情况明确疑似污染区域并图示表明

分布情况。

落实情况：已在该项目方案中添加企业工艺流程图及布局内容描

述，并增加疑似污染区域图示。

2、根据地下水流向、污染设施分布等明确土壤和地下水点位选取

的合理性及代表性。

落实情况：已在该项目方案中增加地下水地质条件内容描述，依

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中“原

则上可利用符合疑似污染地块调查布点和采样技术要求的现有监测井

作为地下水采样点”的规定调整土壤和地下水点位设置。

3、结合土层结构，明确土壤采样分层依据。

落实情况：已在该项目方案中增加分层依据。

4、完善监测过程的质控要求，规范监测点位布设附图、附件。

落实情况：已在该项目方案中完善土壤监测、地下水监测的质控

要求，包括人员能力、实验方法、质控措施等内容。对监测点位布置

图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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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根据国内外对 DSD 酸

（4,4—二氨基二苯乙烯-2,2—二磺酸）的需求在故城县夏庄工业项

目区建设年产 6000tDSD 酸工程，该生产项目至今已运行 10 年。 

2008 年 8 月，衡水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承担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

司年产 6000 吨 DSD 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08 年 10 月环评

单位编制了《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 DSD 酸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并提交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批，同年取得审批意见。 

该项目在运营期内，未出现过环境污染事故，基本按照当地环保

部门的要求进行环保管理。 

该项目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夏庄工业项目区内，夏庄工业项

目区的规划结构概括为“一区四园”。即在整个夏庄工业项目区覆盖

下包括工业园、生态观光园、商住园、物流仓储园，其中以工业园为

主导，其他各园区与之配套。工业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5.81 平方公里，

位于邢德公路北部。在工业园中按入区项目性质为分为一类工业园区、

二类工业园区、三类工业园区，其中以一类工业 园区、二类工业园

区为主，尽量选择无污染和轻污染的项目入园。一类工业园区规划占

地面积 3.67 平方公里，主要引入无污染的项目。二类工业园区规划

用地面积 1.25 平方公里，部分以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部分以发展

机械加工业为主。三类工业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0.79 平方公里，位于

项目区最北端，主要以引入三类化工企业为主。 

该项目建设于三类工业园区规划用地内，占地面积 40000m2（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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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亩），其中建筑面积 24000m2。 

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河北

省“净土行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冀政发[2017]3 号）、《关

于印发<2018 年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冀土领办

[2018]6 号）等文件要求，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计划对项目厂区内

土壤及地下水进行自行监测。由于企业无相关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能力，

故委托河北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工作。河北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依据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现

场踏勘情况以及土壤与地下水检测结果等材料编制本土壤环境质量

状况报告。 

二、概 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土壤、地下水水质检测为主

要调查方式，通过以上方式获取疑似污染场地信息；判断场地内是

否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为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管理依据。 

2.1.2 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针对企业在用疑似污染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

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疑似污染地块的环境管

理提供依据。 

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

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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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

实际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疑似污染地块调查范围见表 2-1。 

表 2-1 调查范围 

环境要素 调查范围 

土壤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厂区内疑似污染区域 

地下水 

本次疑似污染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2-1。 

 
图 2-1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调查范围示意图（红色虚线范围内） 

2.3 调查依据 

2.3.1 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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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 

（4）《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5 年 5 月 1 日）：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河北省“净土行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冀政发

[2017]3 号）； 

（7）《关于印发<2018 年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土领办[2018]6 号）； 

（8）《关于做好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用地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衡

环办字函[2018]189 号）。 

2.3.2 技术规范 

（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3）《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 

（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

行)；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2.3.3 执行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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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方法 

按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

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壤[2017]67 号）中《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以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本次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调查主要工作程序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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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调查主要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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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第一阶段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

场踏勘和人员咨询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了解企业生产产

品、生产过程中所用物料、生产规模、运行时间、污染物排放情况、

厂区主要生产区分布等信息，为后续工作提供信息支持。原则上不进

行现场采样分析。 

2.4.2 第二阶段（编制监测方案） 

第二阶段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调查是对第一阶段所

收集材料以及现场踏勘信息进行分析、整理，严格按照《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进行疑似污染区域

识别、筛选布点区域、确定布点位置、指定布点计划及布点数量，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污染排放内容确定本次调查所需测定的特

征污染物。 

根据以上分析信息进行《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疑似污染地块土

壤及厂区地下水监测方案》编制工作，编制完成后邀请省内行业专家

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评审通过后进行第三阶段工作。 

2.4.3 第三阶段（样品采集、分析、编制报告） 

第三阶段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

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

布。 

根据样品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各污染因子进行对照，通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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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成《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报告》。 

三、场地概况 

3.1 场地环境状况 

企业厂址位于故城县夏庄工业项目区，厂址中心点坐标为东经

116º12′53.13″，北纬 37º26′42.29″。 

厂区地理位置图见图 3-1。 

 
图 3-1 厂区地理位置图 

(1)土壤地质条件 

该区域地处二级构造单元的华北断坳中，无极一衡水大断裂呈

北西一南东向经故城县北部，消失于德州南，断裂形态在故城境内

不甚明显。前三系地层顶板埋深 1100-1400m，由碳酸岩、砂岩等组

成；第三系地层项板埋深 500-550m，主要由河湖向砂岩、泥岩组成；

第四系地层顶板由地表、河湖相堆积的松散型粘土、砂质粘土及各

类砂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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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地质条件 

该区域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纪多层结构的松散地层中，属于

孔隙水类型，赋存条件及其富水性，主要受岩性、地形及地下水补

给条件所控制。在第四纪地层中，以地下水矿化度 2g/t 为主，大

致在要庄、军屯、建国、西半屯、武官寨、赵行一线为淡水区，此

线以东为咸水区，出现咸水夹层，局部为全咸水区，自上而下普遍

存在浅层淡水、咸水、深层淡水。目前浅层淡水已经开发利用，咸

水尚未利用，深层淡水位于咸水层以下，为承压水，现已经开采两

个含水组。各含水岩组分分述如下： 

第Ⅰ含水岩组：第Ⅰ含水岩组（潜水）相当于全新统及上更新

统项部地层的含水层底界埋深约 50-70m。含水层岩性为洪泛相细粉

砂，含水层厚度 1-5m，共有Ⅰ个含水层。 

第Ⅱ含水岩组：第Ⅱ含水岩组（浅部承压水）相当于上更新统

地层的含水层，定界为咸淡水界面，底界埋深为 230m，为河流冲积

作用并夹有湖沼堆积作用形成的以粉、细砂为主的含水层，含水层

厚度 l0-20m。本组各含水层以及与第 1 含水组之间均有以亚粘土、

粘土为主的隔水层，垂直渗入补给条件较差，具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 

第Ⅲ含水岩组：第Ⅲ含水岩组（深层承压水）相当于中更新统

地层的含水层，分上段和下段。上段底板埋深为 330-350m，下段底

板埋深 380m，含水层岩性以粉、细砂为主，偶见中砂，含水层厚度

约 20-40m。由于各含水层间及其与第Ⅰ、第Ⅱ含水组之间均为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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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性土相隔，垂直入渗补给和侧向径流补给较弱。第Ⅱ含水岩组

和本组上段是当地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的主要含水层。 

第Ⅳ含水岩组：第Ⅳ含水岩组（深层承压水）相当于下更新统

的含水层，该组底板埋深 450-765m，含水层粗中砂，厚度 28-

34m。该组和第Ⅲ含水岩组下段构成深层承压水岩组。 

（3）区域气候 

该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

春季干燥少雨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气候凉爽，冬季寒冷干燥。

年平均气温 12.7℃，七月气温最高，平均为 26.8℃，一月气温最低，

平均为-4.3℃。多年极端最高气温 42.7℃，多年极低最低气温-23℃。

年平均降雨量 510mm，年蒸发量 1321.9mm，降雨主要集中在 6-8 月

份。全年无霜期 212 天。多年平均风速 2.16m/s，年主导风向为 SSW

风，频率为 10.3%，次主导风向为 S风，频率为 9.35%，全年以 NW 风

向频率最低，为 1.34％，其次为 SE 和 SW 风，风向频率为 1.88％。

全年静风频率为 24.46%。 

（4）敏感目标 

本项目厂址位于故城县夏庄工业项目区，周围无学校、疗养院及

风景游览区等敏感目标。厂区与最近的居民点，厂区南侧的丞相营

村相距 580m。 

3.2 场地用地规划 

项目厂址位于故城县夏庄项目工业区内。故城县建设局出具了

本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同意项目选址，项目选址符合城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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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故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了项目用地证明，建设项目用地符

合土地总体利用规划。综合分析，建设项目选项及用地符合城市总

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本项目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属三类化工企业，项

目用地位于夏庄项目工业区北侧规划的三类工业园区内，符合

项目进区要求。 

四、企业现状 

4.1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DSD 酸生产以对硝基甲苯和发烟硫酸为原料，在 90℃温度条件

下发生磺化反应，生产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再在催化剂复合硫酸锰

作用下进行氧化缩合反应，生成二硝基酸，二硝基酸在鈀/碳催化剂

作用下被 H2还原生成 DSD 酸，总体反应分为磺化、氧化缩合、加氢

还原及成品干燥四大步骤，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一）磺化反应 

将对硝基甲苯加入化料槽内，用热水间接加热熔融后，用真空泵

抽入磺化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器，用蒸汽加热至 65℃，从硫酸滴管

中滴加含 SO3为 20%的发烟硫酸，控制滴加时间 1～2h。硫酸滴管伸

入到对硝基甲苯熔融液面以下，滴加完毕后，用蒸 汽将温度升高到

90℃，反应 1h，取样测定达反应终点，得到磺化反应液。将磺化反

应液打入稀释罐中加水稀释、搅拌，经冷却水降温至 20～25℃后结

晶抽滤，滤饼即为对硝基甲苯邻磺酸(邻磺酸)，滤饼不需洗涤，直接

进入下一工序。滤液为 50%-60% 硫酸，放入废硫酸贮罐中，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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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于盐析工序外，其余部分做为副产品出售。 

磺化反应过程主要污染因子为硫酸雾，排出的硫酸雾引入碱液

吸收装置，经碱液吸收后通过 15 米排气筒排放。 

（二）氧化、缩合反应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溶于水中，备用；向氧化罐中加入底水和催化

剂，开风机通风，将蒸汽直接通入釜内，升温至 40ºC 后加底碱，然

后将稀释 好的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和液碱同时加入氧化罐中，利用鼓

入空气中的氧进行氧化反应，反应温度 55-72℃，反应时间 8-10 小

时，观察反应液颜色及透明度，确定达到反应终点，保温 1 小时。 

反应完毕，降温冷却后加废硫酸中和，调节 pH=7，然后计量放

入到盐析罐中。 

向盐析罐中通入冰盐水冷却降温，当溶液温度达到 25～30℃时，

放料压淋，滤饼为二硝基酸，滤液为氧化废水。氧化废水进入三效蒸

发器，蒸发浓缩，首先将废水 浓缩至二分之一时，降温冷却、过滤

回收中间体二硝基酸，滤液进入三效蒸发器二次 蒸发浓缩，浓缩液

喷雾干燥得到污盐硫酸钠，冷凝水做为氧化工序补水回用，不外排。 

（三）加氢还原 

在缓冲溶液中，DNS 酸在鈀/碳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被 H2还

原生成 DSD 酸。 

向高压反应釜中加入二硝基酸，加水溶解，控制二硝基酸的质量

浓度为 180g/L，加缓冲液调反应液 pH 为 6.0，催化剂鈀/碳用量

2.0%，盖盖、试漏。先用氮气置换 3～4 次，再用氢气置换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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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合格后，通入氢气，并逐步升温至 120～125℃，二硝基酸（DNS）

在鈀/碳催化剂的作用下，被 H2 还原生成 DSD 酸，反应压力控制在

0.8MPa，反应时间＜6 小时，至氢气不再消耗即达到反应终点，反应

完毕，逐渐降温至 80℃，即得到 DSD 酸反应液。将制得的 DSD 酸反

应液送过滤机过滤，将催化剂滤 出，返回工艺中循环使用，滤液送

酸析罐。向酸析罐中加入浓硫酸，至 DSD 酸结晶析出，压滤，得到含

水量 34%的湿品 DSD 酸，经干燥后为 DSD 酸产品，滤液为还原废水，

送废水处理站处理。滤饼离心分离过程中产生酸性气体，采取在压

滤机上方设集气罩将酸性气体收集后引入磺化工序碱液吸收塔。 

催化剂循环套用 20 次，送回催化剂生产厂再生，不外排。 

（四）DSD 湿品干燥 

DSD 酸湿品干燥采用旋转式闪蒸干燥机，干燥原理为：热风从干

燥机底部的旋流器沿切线方向进入干燥机内，并产生高速回旋的上

升气流；待干燥的物料由加料器输 送至干燥室内，并在高速回旋气

流的和底部搅拌器的共同作用下，团块状物料被不断破碎、分散、沸

腾和干燥。干燥合格的物料被气流从干燥机上部出口带出，经捕集

后 得到干燥成品；颗粒太大或湿度较高的物料被设置在干燥室上部

的分级堰板阻拦，而在干燥室内继续得到进一步干燥，直至被气流

带出。 

DSD 酸湿品与换热后的热空气接触，其中的水份被带出，干燥气

流经两级旋风除尘器收集物料后，再经袋式除尘除尘后尾气排放。 

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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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图 

4.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防止项目生产过程中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企业在厂区内

采取防渗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1）厂区（非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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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非污染区）除绿地等部位外地面全部进行硬化，地面采取 

15cm 三合土铺底，再在上层铺 10-15cm 的水泥进行硬化。 

（2）生产车间 

对生产车间的地面进行防渗处理，采用底层为三合土压实、中间

为耐酸水泥，上层铺设防滑防酸瓷砖。 

（3）罐区、原料仓库及危废暂存库房 

罐区及原料仓库均进行硬化防渗，罐区四周设围堰，高 1.2m，围

堰底部用 15-20cm 的水泥浇底，四周壁用砖砌再 5cm 厚水泥硬化防

渗。原料仓库内采用底层为三合土压实、中间为耐酸水泥，上层铺设

防滑防酸瓷砖。 

危险废物专用暂存库房地面进行防腐防渗，并设置堵截渗漏的裙

脚。 

（4）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管网采用防渗管道。 

（5）事故收集设施 

生产车间、罐区分别设置事故收集装置，生产车间设事故收集池，

罐区设置备用储罐及事故废水池，收集罐区事故废液及冲洗废水。 

（6）消防废水收集池（兼做初期雨水收集池） 

消防废水收集池（兼做初期雨水收集池）采用 10-15cm 厚水泥硬

化，并全池涂环氧树脂防腐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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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平面布置及疑似污染区域识别 

5.1 企业平面布置 

厂区按功能总体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平面布置，东部集中布置生活

区，建设有职工宿舍、办公室及餐厅等；西部为生产区，主生产车间

布置在生产区中部，锅炉房设置在主生产车间的南侧，与厂界留有一

定的缓冲距离，污水处理站布置在厂区中北部，化验室、配件库等配

套设施设在生产区南侧。 

企业平面布置图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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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企业平面布置图 

5.2 疑似污染区域识别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中识别疑似污染区域的原则，并参考环评材料以及现场勘查结

果确定疑似污染区域，详细信息见表 5-1，区域分布图见图 5-2。 

表 5-1 疑似污染区域汇总表 

序号 疑似污染区域名称 疑似污染原因 

1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周边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2 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周边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3 污水还原池周边 污水可能渗漏区域 

4 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周边 污水可能渗漏区域 

5 厂区东北角空地 全年主导风向下风向区域 

6 烘干车间 生产区域 

7 酸碱储罐区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点 

8 磺化车间 生产区域 

9 氧化还原车间 生产区域 

10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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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疑似污染区域分布图 

六、土壤布点区域筛选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可知，以上筛选的疑似污染区域均进行了水

泥硬化，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侧、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污水

还原池南侧、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区域地面存在裂痕或裸露土壤。

故本次检测布点区域选择在以上疑似污染区域内。布点区域详细信

息见表 6-1，布点区域分布图见图 6-1。 

表 6-1 布点区域汇总表 

序号 布点区域名称 布点原因 

1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侧
对硝基甲苯运输通道，地面存在裂

痕，疑似有毒有害物质渗漏区 

2 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
地面存在裂痕，疑似有毒有害物质渗

漏区 

3 污水还原池南侧 还原池废水疑似溢出、渗漏区域 

4 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 
地面存在裂痕，污水处理站废水疑似

溢出、渗漏区域 

5 厂区边界西南外 5m 处 土壤背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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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布点区域分布图 

七、土壤布点计划 

依据土壤布点区域筛选结果，并结合筛选区域实际土壤面积、企

业地下管网等信息进行点位布设，除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南侧、污

水处理站事故池南侧布点区域面积较小，布设 1 个采样点位外，厂

区内其它布点区域均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

点规定（试行）》中要求布设 2 个采样点，土壤样品采样深度按照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规定（试行）》中设置，

监测频次为 1 次/年。 

布点位置、布点数量等信息，详见表 7-1，点位分布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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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布点情况汇总表 

序号 布点区域名称 布点位置 

布点 

数量

（个）

点位

编号
点位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样品 

数量

（个）

1 
在用对硝基甲苯

罐区东侧 

储罐东侧垂

直距离

12.7m 
2 

1-1 
116º12′50″ 

37º26′44″ 

表层 50 

6 
中层 150 

储罐东侧垂

直距离

6.7m 

1-2 

116º12′49″ 

37º26′44″ 
底层 500 

2 
废弃对硝基甲苯

罐区南侧 

储罐南侧垂

直距离 5m 
1 2-1 

116°12'49" 

37°26'52"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3 污水还原池南侧 

还原池南侧

垂直距离

13m 

2 

3-1 
116°12'56" 

37°26'46" 

表层 50 

6 中层 150 

3-2 
116°12'54" 

37°26'46" 底层 500 

4 
污水处理站事故

池南侧 

事故池南侧

垂直距离

13m 

1 4-1 
116°12'56" 

37°26'54"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5 土壤背景 
厂区边界西

南外 1m 
1 5-1 

116°12'48" 

37°26'42" 

表层 50 

3 中层 150 

底层 500 

合计 / / 7 / / / 21 

备注 

1、土壤采样孔深度原则上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若地下水埋深大且土壤无明显污染特征，土壤

采样孔深度原则上不超过 15m。 

2、每个采样点位至少在 3个不同深度采集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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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点位分布图点位分布图(采样点位： ) 

 

八、地下水监测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

行）中“原则上可利用符合疑似污染地块调查布点和采样技术要求

的现有监测井作为地下水采样点”的规定，本次监测选择企业现有

监测井（环评中要求设置的地下水监测井）作为地下水采样点，监测

频次为 1次/年。 

九、土壤及地下水监测项目确定 

9.1 土壤监测项目确定 

依据衡水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关于做好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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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衡环办字函[2018]189 号）等文件规定，

开展本企业土壤自测工作所分析项目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表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45 项（包括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

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土壤 pH 值及本项目特征污染物对硝

基甲苯。 

9.2 地下水监测项目确定 

本次地下水监测仅针对该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特征污染物，依

据该项目环评资料以及现场调查结果，确定地下水监测项目为：硝

基苯、硫酸盐、pH、苯胺类、对硝基甲苯。 

十、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 

10.1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 

（1）钻孔：本项目土壤取样采用钻机冲击回转钻及洛阳铲，

钻探方法全孔钻进，采样前采用 GPS 进行采样点定位。钻孔开孔直

径为 50cm，终孔直径为 60cm。到达目标深度后，将土柱状土壤从

取样管取出，按相应深度摆放在地膜之上。可以仔细观察不同深度

的土层结构，并观察相应深度是否存在污染迹象，根据土层结构及

调查目的判断哪些深度土层送往实验室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分析土

壤的深度范围后，用取样器剖开相应深度的柱状土芯，取中间部位

未受到扰动的土壤装入相应取样瓶中。 

（2）采样：采集 VOCs 与 SVOCs 样品时用不锈钢制采样铲，每

采完一个样品随时清理，将土壤样品装于 40mL 棕色玻璃瓶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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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氟乙烯密封垫瓶盖盖紧，再用聚四氟乙烯膜密封。采集重金属

样品时，用木制采样铲进行采集，采集原状土壤样品，装于 250mL

广口玻璃瓶中，盖好瓶盖并用密封带密封瓶口，取样之前在木铲之

外套一次性塑封袋，取完一个点位样品后随时更换塑封袋，以保证

取样器清洁，土壤样品不会相互污染。 

（3）保存：土壤装样过程中，尽量减少土壤样品在空气中的暴

露时间，且尽量将容器装满（空气量控制在最低水平）。所有样品送

到样品箱中低温存放，为保证现场温度不会对样品产生影响，先将

蓝冰提前冷冻 24 小时放置在保存箱内，以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

在 4℃以下，并尽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 

取样结束后回填钻孔，并插上醒目标志物，以示该点样品采集工

作完毕。 

10.2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 

（1）洗井：采样洗井方式采用大流量离心潜水泵洗井，清洗地

下水用量不得少于 3～5倍井溶剂，以去除细颗粒物质堵塞监测井并

促进监测井与监测区域之间的水力连通。每次清洗过程中抽取的地

下水，进行 pH 值和温度等参数的测试。洗井过程持续到取出水不浑

浊，细微土壤颗粒不再进入水井；洗出每个井容积水的 pH 值和温度

连续三次测量误差小于 10%，洗井工作才能完成。 

（2）采集：样品采集按照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稳

定有机物及微生物样品、重金属和普通无机物的顺序采集，采样前，

除油类和细菌类监测项目外，先用采样水荡洗采样器和水样容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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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 次。测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项目的水样，采样时水样必须注满

容器，上部不留空隙。在水样采集后，立即按相关标准要求加入保存

剂，容器瓶盖紧、密封，贴好标签。 

（3）保存：所有样品送到样品箱中低温存放，为保证现场温度

不会对样品产生影响，先将蓝冰提前冷冻 24 小时放置在保存箱内，

以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在 4℃以下，并尽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

析。 

十一、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1.1 监测方法及仪器 

11.1.1 土壤监测方法及仪器 

详见表 11-1。 

表 11-1 土壤监测方法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及编号 

1 砷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AFS-8520 原子 

荧光光度计/F062 

2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3 铜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GB/T 17138-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4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5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AFS-8520 原子 

荧光光度计/F062 

6 镍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GB/T 17139-1997）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7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8 氯仿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9 
1,1-二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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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二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1 
1,1-二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2 
顺-1,2- 

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3 
反-1,2- 

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4 二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5 
1,2-二 

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6 
1,1,1,2- 

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7 
1,1,2,2- 

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8 四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9 
1,1,1-三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0 
1,1,2-三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1 三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2 
1,2,3-三 

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3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4 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5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6 
1,2-二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7 
1,4-二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8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29 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0 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1 间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第 26 页 共 35 页 

32 对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3 邻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42-2013）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34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HJ 703-2014） 
GC9790Ⅱ气相色谱仪/F034 

35 苯并【а】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6 苯并【а】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7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8 
苯并 

【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39 䓛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0 
二苯并 

【а、h】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1 
茚并 

【1,2,3-cd】
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2 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HJ 784-2016） 
LC-100 液相色谱仪/F029 

43 总铬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HJ 491-2009） 

TAS-990AFG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F001 

44 pH 《土壤 pH 值的测定》（NY/Y 1377-2007） PHS-3E pH 计/F004 

45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46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736-2015） 
/ 

47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48 *对硝基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 

备注：标“*”的项目，我单位无检测资质，需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 

11.1.2 地下水监测方法及仪器 

详见表 11-2。 

表 11-2 地下水监测方法及仪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仪器及编号 

1 pH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PHS-3E pH 计/F004 

2 硫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

标》（GB/T5750.5-2006 中 1.3）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F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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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苯胺类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N-(1-萘基)乙

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GB/T11889-1989）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F054 

4 对硝基甲苯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HJ 716—2014）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5 硝基苯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HJ 716—2014） 

7890B(G3442B)/G7081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F041 

11.2 地下水检测分析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

程均按照《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四版)的要求进行； 

（2）采样过程中采集 10％的平行样； 

（3）实验室分析过程加入 10％的平行样； 

（4）对于有国家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一批

样品的同时进行了质控样品分析，对于无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的项目，

进行加标回收测试。 

11.3 土壤检测分析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土壤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

均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

行）》及具体分析项目所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要求进行。 

（2）采样过程中采集 10％的平行样； 

（3）实验室分析过程加入 10％的平行样； 

（4）对于有国家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一批

样品的同时进行了质控样品分析，对于无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的项

目，进行加标回收测试。 

11.4 人员要求 

参加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土壤布点、采样、分析的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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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参加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的《土壤环境监测技术培训班》，

辅助人员均经过本机构的技术培训，并持证上岗。 

11.5 结果评价依据 

土壤所测项目分析结果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标准限值进行评价。 

地下水所测项目分析结果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中标准限值进行评价。 

十二、检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12.1 土壤检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土壤中总铬检测结果

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规定污染风险筛选值评价，其余检测结果参考《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规定的风险筛选值作为评价依据。 

本次土壤检测结果统计及分析评价见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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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土壤检测结果及评价统计表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点位及结果 
总铬参考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

险筛选

值，其它

项目参考

建设用地

风险筛选

值（第一

类用地），

单位：

mg/kg

达标情况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侧

垂直 6.7m 

在用对硝基甲苯罐区东

侧垂直 12.7m 

废弃对硝基甲苯罐区

南侧垂直 5m 

污水还原池南侧垂直 13m

（1） 

污水还原池南侧垂直 13m

（2） 
事故池南侧 13m 

厂区边界西南侧 

1m 

1#表

层土

1#中

层土 

1#深

层土 

2#表

层土 

2#

中

层

土

2#

深

层

土

3#

表

层

土

3#

中

层

土

3#深

层土

4#表

层土

4#中

层土

4#深

层土

5#表

层土 

5#中

层土

5#深

层土

6#表

层土

6#中

层土

6#深

层土

7#表

层土

7#中

层土

7#深层

土 

pH 
无量

纲 
8.1 8.2 8.0 7.9 8.0 8.0 7.6 7.7 7.6 7.6 8.0 8.1 8.1 7.7 8.0 7.7 8.0 8.0 7.6 7.5 7.6 — 达标 

砷 mg/kg 11.5 9.56 10.4 10.0 10.0 15.4 9.91 8.25 6.85 8.86 7.03 8.41 8.26 9.27 8.74 8.79 9.17 8.24 9.45 11.1 13.6 20 达标 

镉 mg/kg 0.17 0.12 0.17 0.15 0.18 0.11 0.16 0.13 0.10 0.15 0.15 0.12 0.14 0.13 0.14 0.13 0.14 0.13 0.14 0.13 0.10 20 达标 

总铬 mg/kg 78 70 66 70 91 94 65 95 95 66 64 70 63 66 73 65 75 79 74 66 102 250 达标 

铜 mg/kg 29 25 19 26 27 47 21 21 53 23 22 20 20 21 19 20 22 16 22 19 46 2000 达标 

铅 mg/kg 17.7 15.2 16.9 20.4 20.8 30.1 19.1 20.8 29.2 19.4 20.0 19.1 21.4 19.9 18.4 21.3 19.9 18.3 19.1 20.2 30.2 400 达标 

汞 mg/kg 0.038 0.044 0.040 0.050 0.071 0.058 0.048 0.042 0.046 0.042 0.042 0.041 0.048 0.053 0.061 0.091 0.085 0.093 0.054 0.054 0.055 8 达标 

镍 mg/kg 32 31 32 32 34 45 27 28 47 36 24 28 22 29 25 22 24 20 23 24 42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μ

g/kg 
7.5 8.7 6.7 7.2 9.1 10.5 4.7 6.0 9.2 6.7 15.9 11.3 2.2 3.6 4.0 5.2 7.0 9.1 6.4 9.7 13.5 0.9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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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1,1-二 

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 

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 

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 

二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反-1,2- 

二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12.5 未检出 69.2 12.4 未检出 未检出 3.7 18.5 34.3 58.3 27.4 未检出 51.8 94 达标 

1,2-二 

氯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1,1,1,2- 

四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达标 

1,1,2,2- 

四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 

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达标 

1,1,2-三 

氯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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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 

氯丙烷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μ

g/kg 
3.9 2.5 3.1 3.0 3.5 3.9

未检

出
未检出 1.9 2.2 2.2 1.9 2.3 2.3 1.9 3.4 2.2 未检出 2.0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 

氯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 

氯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μ

g/kg 
2.5 2.5 3.0 3.3 3.9 4.8

未检

出
未检出 2.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3 2.2 未检出 2.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3.3 3.6

未

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

+对二甲

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2-氯酚 mg/kg 0.0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 

【а】蒽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 

【а】芘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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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 

【b】荧

蒽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 

【k】荧

蒽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 

【а、

h】蒽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茚并

【1,2,3-

cd】芘 

μ

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萘 
μ

g/kg 
4.7 16.7 未检出 3.6 未检出 3.9 7.8 13.4 3.7 未检出 12.1 38.4 3.3 18.0 5.0 14.4 3.4 13.3 未检出 未检出 18.0 25 达标 

苯胺* mg/kg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92 达标 

氯甲烷* 
μg/k

g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2 达标 

硝基苯* mg/kg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34 达标 

注：土壤中苯胺*、氯甲烷*、硝基苯*数据来自来自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编号 GMB0GP5Q60847502Z 与报告编号 GMB0GP5Q60925502Z 的报告。“＜检出限”表示未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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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价结果可知，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本次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调查采样点位 1#、2#、3#、4#、5#、6#、7#

各层次土壤样品中所测监测因子指标良好，总铬满足《土壤环境质

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农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所测其它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要求。 

12.2 地下水检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调查中地下水所测项目检测结

果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规定标准限值进

行评价。 

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及分析评价见表 12-2。 

表 12-2 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及分析表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点位及结果 《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

2017）II 类标准限

值 

达标情况 
地下水监测井 1# 

pH 无量纲 8.03 6.5～8.5 达标 

硝基苯 μg/L 0.04L — 未检出 

硫酸盐 mg/L 64 150 达标 

苯胺类 mg/L 0.03L — 未检出 

对硝基甲苯 μg/L 0.04L 0.5 达标 

注：“检出限+L”表示未检出。 

根据评价结果可知，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本次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厂区地下水监测井水质样品中所测监测因子指标良好，pH、

硫酸盐、对硝基甲苯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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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II 类水质要求；硝基苯、苯胺类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无标准限值，但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该企业所

涉及特征污染物未对厂区地下水造成影响。 

十三、结论和建议 

13.1 结论 

13.1.1 调查采样结论 

本次调查对厂区疑似污染区域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了布点取样分

析，取样区域内共有 7 个土壤采样点（每个采样点采集表层、中层、

深层土壤样品）和 1 个地下水采样点（厂区地下水监测井），土壤共

计 21 个采样样本，地下水 1 个采样样本，基本按照《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中规定的布点和采样

原则进行实施，对该企业产生污染物质对场地的影响真实、客观地

反应在统计结果中。 

13.1.2 土壤调查结论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

块调查采样点位 1#、2#、3#、4#、5#、6#、7#各层次土壤样品中所

测监测因子指标良好，总铬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

值；所测其它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15618-2018）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标准要求。该企业所涉及特征污染物硝基苯、苯胺、硫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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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点位土壤造成污染。 

13.1.3 地下水调查结论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厂区地下水

监测井水质样品中所测监测因子指标良好，pH、硫酸盐、对硝基甲苯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II 类水质要求；硝

基苯、苯胺类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无标准

限值，但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该企业所涉及特征污染物未对厂

区地下水造成影响。 

13.1.4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重点行业企业疑似污染用地调查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场地

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的偏差以及限制条件等原因，本次场地环

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基本无偏差，因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场地调

查结论影响很小。 

13.2 建议 

（1）进一步完善生产区、装置区、罐区、污水处理设施等区域

防渗工作，减少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 

（2）对于主要防渗区域出现的地面裂纹及破损处及时修补，防

止原辅材料、废水等渗入土壤层。 

（3）未硬化区域加强绿化，减少裸露土壤面积。 



 

 

 

 

 

第四部分 衡水百纳化学有限公司土壤

及地下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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