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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仓市智联评估有限公司受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委托，对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

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地块位于沙溪镇新镇区南侧，东邻姚泾路，南西邻沙徐线，北邻

周泾。（中心坐标为：经度：121.08119584°，纬度：31.54867062°）。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工作于2021年10月开展。工作内容包括文件审阅、现场

踏勘、人员访谈等；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于2021年10月完成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快速

检测工作于2021年10月30日开展。工作期间，地块内基本情况未发生明显变化。

地块概况：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占地面积105亩，折合70000m2。该地块

已闲置，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中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地（RAX)，

其中居住用地52亩，中小学用地37亩，幼托用地17亩。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2015年前此地块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宅北侧有一水塘，

其余部分为农田及空地；2013年至2015年地块内住宅逐渐拆除，至2015年已拆除完毕，2020年水

塘利用地块内隆起处自有土壤回填完毕，其余部分无明显变化。

调查方案：

本次调查采用系统布点采样法，共在地块内布设 7个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及 1个对照点。

调查结果：

现场快筛结果：现场快速检测过程中 PID 响应不明显，XRF 快筛数据不存在超标情况，初

步判断地块存在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土壤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地块土壤快速检测因子砷、镉、铜、汞、镍和铅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铬满足《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

价筛选值》（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811-2011）住宅用地筛选值。

总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途径，明确沙溪镇团溪路北侧、

姚泾路西侧地块历史用途以农田、住宅为主，项目地块与周边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未存在过工

业企业，无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地块内无历史遗留污染物。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标准要求，不属于

污染地块，满足后续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中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地（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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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要求，无需进行下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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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占地面积70000m
2
。该地块已闲置，

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地（RAX)。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2015年前此地块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宅北侧有一水

塘，其余部分为农田及空地；2013年至2015年地块内住宅逐渐拆除，至2015年已拆除完毕，2020

年水塘利用地块内隆起处自有土壤回填完毕，其余部分无明显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实施）、《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以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保护部令[2016]42 号）等文件要求，自2017年起，对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用地，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

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上述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基于以上管理要求，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委托太仓市智联评估有限公司对场地土壤环境开

展初步调查，通过采样分析，初步判断场地内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识别潜在污染区域，为后续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我公司接受委托后，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编制了调查方

案，并于2021年6月5日委托苏州斯坦德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进场完成现场采样施工，根据其提供

的快速检测结果编制了《沙溪镇新镇区南侧（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供有关单位决策参考，并可作为后续工作开展的依据。

1.2 调查目的

通过对本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资料分析及人员访谈，初步识别该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

并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方案，同时基于工作方案对该地块进行现场采样和检测，

分析和确认地块是否存在潜在风险和关注污染物。通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地块的再开发利用

或后续的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1.3 调查原则

（1）规范性原则。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技术导则、技术指南等要求，科学布设土壤监测点

位，严格规范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

（2）针对性原则。根据场地现状和历史使用情况及相关资料，分析场地潜在污染因子， 开

展有针对性调查，为场地转变土地利用性质提供环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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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的方法、时间、经费等因素，保障调查切实可行，确保

调查技术具有可操作性。

1.4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的核心范围为项目红线内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地块为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

西侧地块，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东邻姚泾路，南西邻沙徐线，北邻河流。占地

面积约70000m2。场地的地边界范围见图 1.4-1。（本次调查地块为图中下方彩线标注范围）

、

图1.4-1 调查地块红线图

表1.4-1 调查地块边界经纬度

边界点位
经纬度

N E
1 121.074327° 31.550518°

2 121.075425° 31.551093°

3 121.076913° 31.551049°

4 121.078284° 31.551221°

5 121.078816° 31.550335°

6 121.077660° 31.549657°

7 121.076581° 31.549162°

8 121.075506° 31.548750°

1.5 调查方法、程序及工作内容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

1

32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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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

进行现场采样分析，主要是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可能的污染源。若第一阶段调查

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

活动可以结束。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表明

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

作为潜在污染场地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

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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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以及

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

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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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

查。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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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的工作内容包括上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部分，调查方法包括：资料收集

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快速检测和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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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1.6 调查依据

1.6.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国务院会第 682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本次

调查

内容

本次

调查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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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1.6.2 相关规定与政策

（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2）《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3）《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4〕66号）；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5）《关于规范工业企业场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246号）；

（6）《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6〕 169

号）；

（7）《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府[2017]102 号）；

（8）《太仓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9）《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6 号）；

1.6.3 技术导则与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4）《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1.6.4 评价标准

基于本地块的未来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

地（RAX)，本次调查选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评价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未包含的因子选用《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811-2011）住宅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本次调查采用的主要评价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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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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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其他技术材料

本次调查通过业主方、网络搜索及走访等渠道，搜寻到了与本次项目调查相关的一系列资料，

其具体资料如下。

（1）《沙溪镇新镇区南侧（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红线图》；

（2）地勘文件引用《江苏泰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纤维环缝合器等医疗器械项目岩土工

程报告》(工程编号TK21-004)。

（3）太仓市沙溪镇总体规划（2010-2030）。

（4）其他相关资料。

1.7 场地用地规划

根据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提供的信息可知，本地块后期的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

用地（R）、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地（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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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调查地块区域未来规划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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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调查地块未来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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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区域概况

2.1.1 区域位置

本次调查项目地块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太仓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口南

岸。地处东经121°12′、 北纬31°39′。东濒长江，与上海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临上海市宝山

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总面积822.9平方公里，水域面积285.9平方公里，陆地

面积537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8.23公顷，耕地面积3.43万公顷。太仓市辖太仓港经济开发区、7

个镇、人口约46.38万人。沙溪镇位于太仓市中部，是市区的卫星镇，接受市区的辐射，距离市

区约13公里，市区到沙溪镇由太沙公路连接。沙溪镇曾享有“东南十八镇，沙溪第一镇"之誉。镇

面积132.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4.2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8个居委会，全镇人口9.1万人。

2.1.2 气候条件

太仓市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年均无霜期232天；年平均降水量1064.8mm，年

平均降雨日为129.7；年平均气温15.3℃，极端最高气温37.9℃，极端最低气温-11.5℃，年平均

相对湿度81%，处于东南季风区域，全年盛行东南风，风向频率为12%，最少西南风，风向频

率3%，年均风速3.7m/s，实测最大风速29m/s。平均大气压1015百帕，全年日照2019.3小时。

2.1.3 水文

太仓市濒临长江，由于受到长江口潮汐的影响，太仓境内的内河都具有河口特 征，河水的

潮汐运动基本与长江口的潮汐运动一致。长江口是一个中等强度的潮汐 河口，长江南支河段是

非正规半日潮，每天二涨二落。本项目附近河段潮位变化特 征：各月平均高潮位与低潮位在数

值上很接近，潮位的高低与径流的大小关系不大，高、低潮位的年际变化也不大，年内月平均高

潮位以 9 月最高、8 月次之、7 月居第 3 位。根据附近江边七丫口水文站的潮位资料分析，本

段长江潮流特征如下：平均涨潮流速：0.55m/s，平均落潮流速：0.98m/s；涨潮最大流速：3.12m/s，

涨潮最小流速：0.12m/s；落潮最大流速：2.78m/s，落潮最小流速：0.62m/s。太仓市区域内河流

密布，塘浦纵横交错，是太湖与长江的联系纽带，境内有大小河流 4000 余条，河道总长达 4 万

余 km。主要通江河流有浏河、七浦塘、杨林塘、浪港、鹿鸣泾、钱泾、新泾、汤泽（东西向），

主要调蓄河道有吴塘、盐铁塘、半泾、十八港、江申泾、石头塘、斜塘、向阳河、随塘河（西北

向）。

2.1.4 地形、地貌

建设项目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中的沿江平原，全境地形平坦，自东北向西南略呈倾斜。东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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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平原，西部为低洼圩区。地面高程:东部3.5m-5.8m (基准:吴淞零点)，西部2.4m-3.8m。地质上属

新华夏系第一隆起带，淮阳山字形构造宁镇反射弧的东南段。区内断裂构造规模不大，基底构造相

对稳定。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大面积的升降运动，差异不大，近期呈持续缓慢沉降。

该地区的地层以深层粘土层为主，主要状况为：

（1）表层为种植或返填土，厚度0.6米-1.8米左右。

（2）第二层为亚粘土，色灰黄或灰褐，湿度饱和，0.3-1.1米厚。

（3）第三层为淤质亚粘土，呈青灰色，湿度饱和，密度高，厚度为0.5米-1.9米，地耐力为100-

120KPa。

（4）第四层为轻亚粘土，呈浅黄，厚度在0.4米-0.8米，地耐力为80- 100Kpa。(5)第五层为粘土，

少量粉砂，呈灰黄色或青色，湿度高，稍密，厚度为1.1km左右，地耐力约为120-140kPa。

备注：地勘文件引用《江苏泰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纤维环缝合器等医疗器械项目岩土工程报告》(工

程编号TK21-004)，详见附件。

2.2 项目地理位置及周边敏感目标

2.2.1 地理位置

本项目调查地块为沙溪镇新镇区南侧（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位于沙溪镇团溪路

北侧、姚泾路西侧，具体位置图见下图。

图2.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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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敏感目标

经现场踏勘与资料调研，根据现场踏勘，项目选址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

块东侧为姚泾路，再东侧为农田；地块南侧为沙徐线，再南侧为中荷新村；地块西侧为沙徐线，

再西侧为农田；地块北侧为河流，再北侧为农田（即沙溪镇新镇区（镇南路南侧、姚泾路西侧地

块））。本项目红线周边 500m 范围内环境现状概况见下图。

图2.2-2 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环境现状概况图

农田

农田

农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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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 描述

住宅 项目南侧 60m 中荷新村集中居住点

2.3 地块的使用现状及历史

2.3.1 地块历史沿革

本次调查通过调阅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及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初步获取了项目地

块 2007 年之后的用地影像，如下图所示：其分别展示了项目地块 2007年、2009年、2011年、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 年、2019年、2021年影像信息，其

中红线范围为本次调查区域。

通过历史影像及人员访谈可知，该项目地块用地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个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5年之前）：根据人员访谈和历史影像，2015年前此地块南侧有零星住宅，紧

邻住宅北侧有一处水塘，其余部分为农田及空地。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根据人员访谈和历史影像得知，2015年地块内零星住宅已完全

拆除，2020年水塘被回填，其余无明显变化，农田部分仍种有水稻。

地块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

宅北侧有一处水塘，其余为农

田及空地。

图2.3-1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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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2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09年）

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3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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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4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2年）

地块内有部分住宅已拆除，其余

基本无变化

图2.3-5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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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有部分住宅已拆除，其余

基本无变化

图2.3-6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4年）

地块内住宅已基本完全拆除，其

余基本无变化

图2.3-7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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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8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6年）

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9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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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10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8年）

地块基本无变化

图2.3-11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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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塘已回填完毕，地块其余无变

化

图2.3-12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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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地块内概况

结合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等多种调查方式得知：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2015年前

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宅北侧有一处水塘，其余部分为农田及空地；2013年至2015年地块内零

星住宅逐渐拆除，至2015年已基本拆除完毕，2020年地块内水塘利用地块内隆起处土壤回填完毕，

其余无明显变化。项目地块、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无相关生产加工活动，

一直为农业用地，项目地块受污染可能性较小。

2.3.3 地块环境现状

现场踏勘：在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前提下，我公司在2021年10月开展了踏勘工作，踏勘

范围以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内部为主，并包括了场地周边区域。经现场踏勘发

现，地块为闲置空地及农田，现场未闻出异常味道，未发现疑似污染痕迹。

2.3.3.1 现存构筑物

根据现场踏勘及航拍图可知，调查地块内无现存构筑物存在。

2.3.3.2 外来堆土

根据现场踏勘及航拍图可知，调查地块红线范围无外来堆土。

2.3.3.3 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踏勘及航拍图可知，调查地块红线范围内无固体废物存在过。

2.3.3.4 水环境（水井、沟、河、池、雨水排放、径流）

根据现场踏勘及航拍图可知，调查地块无水井、沟、河、池、雨水排放及径流等。

2.3.3.5 地块内气味及污染腐蚀

经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内无恶臭、无化学品味道、无刺激性气味，地块内无污染和腐蚀的

痕迹。

2.3.3.6 地块内储存槽罐与地下设施

经现场踏勘，调查地块范围内无地下储存槽罐或地下设施。

2.3.3.7 地块内原有工业活动的遗留痕迹

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工业企业的建设，地块内未发现化学品或工业物料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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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地块内无原有工业活动的遗留痕迹。

图2.3-6 地块南侧现状图

图2.3-7 地块东侧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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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地块北侧现状图

图2.3-9 地块西侧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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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2021年11月，我司工作小组与沙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当地村民进行了人员

访谈，主要了解到：地块2015年前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宅北侧有一水塘，其余部分为农田

及空地；2013年至2015年地块内住宅逐渐拆除，至2015年已拆除完毕，其余部分无明显变化。

从人员访谈得知的信息与现场遗留痕迹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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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2.4.1相邻地块整体概况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选址位于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东侧为姚泾路，再东

侧为农田；地块南侧为沙徐线，再南侧为中荷新村；地块西侧为沙徐线，再西侧为农田；地块北

侧为河流，再北侧为农田。相邻地块周边现状如下列图所示。（相邻地块历史图可见上文图2.3-1

至图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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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地块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图（2021年）

2.4.2 东侧相邻地块概况

由相关资料和历史影像可知，东侧相邻地块2014年前一直为农田，2014年修建了小路，现

在为姚泾路，未存在过工业企业。

2.4.3 西侧相邻地块概况

由相关资料和历史影像可知，西侧相邻地块一直为农田和水塘，未存在过工业企业。

2.4.4 南侧相邻地块概况

由相关资料和历史影像可知，南侧相邻地块2015年一直为农田，2015年修建了中荷新村，

未存在过工业企业。

2.4.5 北侧相邻地块概况

由相关资料和历史影像可知，北侧相邻地块一直为农田，未存在过工业企业。

2.5 地块污染识别



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0

2.5.1 污染源和污染区域识别

基于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资料，地块历

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无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综上，地块内无潜在

污染源。

2.5.2 潜在污染迁移途径分析

基于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资料，本地块

和相邻地块历史上均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无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综上，

地块内外无潜在污染源，地块内外无潜在污染迁移途径。

2.5.3 地块污染识别结果

基于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资料，本地块

和相邻地块历史上均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无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地块

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地块无特征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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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计划
3.1 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布设

（1）监测点位布设

基于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现场访谈）结果以及相关导则

要求，本次调查土壤监测点位的布设数量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确定：在

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 个；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

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鉴于本次调查面积为70000m2，需布设至少 6个监测点位。考虑到本项目

地块内原为农田用地，整个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地块内土壤分布较均匀，

故项目布点采用系统布点采样法点，按照100m*100m的网格密度对地块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同时

在地块东北侧布置1对照点，该点一直作为农用地使用，未发生扰动，根据场地现场情况及时调

整土壤采样点，布点位置如下图所示 。

图3.1-1 地块内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图

3.2 土壤快速检测分析

样品采集原则：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2-2019） 规定，采样

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采集 0-0.5m 表层土壤样品进行现场PID和XRF快速检测初

步判断地块内土壤的污染可能。快速检测因子为：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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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分析计划见下表 。

表3.2-1 土壤采样深度及检测因子

点位编号 钻孔深度（m） 采样位置（m） 快速检测因子

S1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S2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S3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S4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S5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S6 0.5 0.5 VOCS、砷、镉、铬、铜、铅、汞、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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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采样

4.1 采样方法和程序

本次调查中，土壤采样和快速检测工作由苏州斯坦德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图4.1-1 土壤样品采样、检测流程图

（1）采样计划

制定采样计划，准备各种记录表单、定位与监控器材，取样器材要进行预先清洗或消毒。采

样器具准备如下：

表 4.1-1 现场调查设备及材料

用途 设备及材料

现场快速检测 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XRF）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PID）

土壤样品采集 铁锹、取样铲、聚乙烯密封袋

调查信息记录 数码相机、标签纸、记号笔、采样记录单

安全防护 防护手套、防护鞋、安全帽、耳塞、口罩

（2）现场定位和探测

1）采样前，根据布点方案，采用GPS定位仪现场确定采样点的具体位置和标高，并做好现

场记录；

2）基于前期的资料分析，采样前建议采用必要设备探测地下障碍物，确保采样位置避开地

下电缆、管线、沟、槽等地下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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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土壤监测点位 GPS 数据

监测点位
经纬度

N E
S1 121.075188 31.550697

S2 121.075721 31.550023

S3 121.076085 31.549048

S4 121.076617 31.550792

S5 121.077403 31.550111

S6 121.077782 31.550906

S7 121.078028 31.550219

DZ1 121.078057 31.552183

（3）土壤钻孔

在标记好的点位，用铁锹和木铲按照相关技术导则进行操作，将土壤样品取出，观察并记录

土壤湿度、颜色、质地等，并做好现场记录。

S1现场取样图

图4.1-2 土壤样品采集图

（4）现场快速检测

为确保采集样品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样前首先对土壤样品进行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快速

检测，其检测过程见下图 4.1-4，检出情况见表4.1-3，表中所有样品均进行了快筛。

PID 快速筛选：本次调查采集0-0.5m处的土壤进行快速检测。将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中约

1/3~1/2 体积，封闭袋口，适度揉碎样品，置于自封袋中约 10min 后，摇晃或震动自封袋约 30s，

之后静置约 2min。再将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PID）探头伸至自封袋约 1/2 顶空处，紧闭

自封袋，数秒内记录仪器最高读数，详见表 4.1-3，可以看出，PID 的响应值数据无异常，存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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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可能性较小。

XRF 快速筛选：使用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XRF）对 PID 筛选完成后的样品进行快速检测，

主要检测镉、汞、铅、铜、铬、镍、砷等重金属及无机物含量（表4.2-3），从表中可以看出，快速

检测过程中，金属均有检出且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试行）

（发布稿）》（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和《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北京市地

方标准 DB11/T 811-2011）住宅用地筛选值。

S1快筛现场图

图 4.1-3 土壤样品快速检测图

表 4.1-3 土壤样品 XRF 与 PID 现场快速筛选（单位：ppm）

点位 深度（m） PID 砷
(As)

镉
(Cd)

铬
(Cr)

铜
(Cu)

汞
(Hg)

镍
(Ni)

铅
(Pb)

S1 0.2 0 8 ND 83 30 ND 26 33

S2 0.2 0 5 ND 10.5 38 ND 50 24

S3 0.2 0 9 ND 79 54 ND 16 31

S4 0.2 0 6 ND 97 59 ND 24 18

S5 0.2 0 8 ND 67 28 ND 21 16

S6 0.2 0 7 ND 97 64 ND 19 22

S7 0.2 0 6 ND 87 24 ND 24 21

DZ1 0.2 0 11 ND 84 27 ND 22 18



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6

表 4-1-4 土壤样品 XRF 数值比较分析

重金属元素 单位
砷
(As)

镉
(Cd)

铬
(Cr)

铜
(Cu)

汞
(Hg)

镍
(Ni)

铅
(Pb)

XRF
最大值

mg/kg 11 ND 97 64 ND 50 33

标准限值 mg/kg 20 20 250 2000 8 150 400

评价标准

砷、镉、铜、汞、镍和铅选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铬选用为《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

值》（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811-2011）住宅用地筛选值；

4.2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样品的采集、快速检测过程应建立完整的管理程序。为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

对样品产生影响，应注重现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防止样品之间交叉污染

本次调查中，在两次钻孔之间，钻探设备应该进行清洗；当同一钻孔在不同深度采样时，应

对钻探设备、取样装置进行清洗；当与土壤接触的其他采样工具重复使用时，应清洗后使用。

采样过程要佩戴手套。为避免不同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每次采集一个样品需更换一次手套。

每采完一次样，都需将采样工具用自来水清洗或卫生纸擦干净以便下次使用。

2）现场质量控制

规范采样操作：采样前组织操作培训，采样中一律按规程操作。

规范采样记录：将所有必需的记录项制成表格，并逐一填写，同时做好必要的影像记录。采

样送检单必须注明填写人和核对人。

3）防止二次污染

土壤：根据《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文件要求，

每个采样点钻探结束后，应将产生的剩余土壤回填原采样处；清洗设备和采样工具的废水应一并

收集，不得现场随意排放。

4.3 人员健康安全防护计划

（1）组织安全培训

根据国家有关危险物质使用及健康安全等相关法规制定安全防护计划，并对进场作业人员进

行安全培训。

（2）正确佩戴安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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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潜在污染地块进行调查作业时，必须预防潜在危害，正确佩戴各项安全防护设备。主要

安全防护设备包括：面式或半面式面罩空气滤镜呼吸器、化学防护手套、工作服、安全帽及抗压

防护鞋等。

（3）严格遵守现场设备操作规范

严格执行现场设备操作规范，防止因设备使用不当造成的各类工伤事故。

（4）建立危险警示牌或工作标识牌

对于需要作业的区域竖立警示牌及工作标识牌，同时对现场危险区域，如深井、水池等应进

行标识，并将紧急联络通讯数据置于明显可供查询处。

（5）建立配备急救设备

急救设备可以在现场调查人员发生事故时，能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必要防护， 避免危害扩

大。现场急救设备主要包括：纯净水、通讯系统、灭火器、急救药箱（内含药品及简易包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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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1）通过资料搜集与分析及人员访谈可知，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得知2015年前此地块

南侧有零星住宅，紧邻住宅北侧有一水塘，其余部分为农田及空地；2013年至2015年地块内住宅

逐渐拆除，至2015年已拆除完毕，2020年地块内水塘被回填，其余部分无明显变化。

项目地块、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无相关生产加工活动，一直为农田、

道路和住宅，项目地块受污染可能性较小。第一阶段环境调查（资料搜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及

人员访谈）未发现明显污染痕迹。

（2）本次调查采用系统布点采样法，共在地块内布设7个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及1个对照点位。

现场采样过程中 PID 响应不明显，XRF 快筛数据不存在超标情况，本次调查地块土壤快速检测

因子砷、镉、铜、汞、镍和铅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铬满足《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811-2011）住宅用地筛选值。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中的居住用

地（R）、中小学用地（A33）及幼托用地（RAX)。详细如下：

本次调查共在地块内布设7个土壤快速检测点位。PID与XRF 快筛数据均满足一类用地筛选

值要求。其中：

砷(As)最大值为11mg/kg，小于标准限值20mg/kg；

镉(Cd)未检出，小于标准限值20mg/kg ；

铬(Cr)最大值为97mg/kg，小于标准限值250mg/kg；

铜(Cu)最大值为64mg/kg，小于标准限值2000mg/kg；

汞(Hg)未检出，小于标准限值8mg/kg；

镍(Ni)最大值为50mg/kg，小于标准限值150mg/kg；

铅(Pb)最大值为33mg/kg，小于标准限值400mg/kg。

相较于对照点数据波动不明显。

5.2 建议

太仓市智联评估有限公司对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查，并根据相关标准对该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针对评价结果有以下建议：

（1）鉴于土壤的异质性快速检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地块未来开发建设过程中，若发现疑

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不得随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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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在本次调查地块下一步开发利用前， 保护地块环境

不被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3）地块在未来开发利用过程中，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安全环保培训，特别是地块环境保

护的培训，确保施工及生产过程的安全进行。施工之前要制定完备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或安

全生产提供指导并要求现场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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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确定性分析

太仓市智联评估有限公司对沙溪镇团溪路北侧、姚泾路西侧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查，且本次调查以国家发布的标准技术规范为依据，在分析地块收集的资料以及采样检测数据的

基础上完成了本报告的编制。本次调查中，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本次调查地面面积较大，本调查中所用到的数据是根据有限数量的监测点得出的，另外

监测点位置、采样深度，均是根据前期调查的情况和现场采样人员的经验得出，因此，所得出的

污染物分布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2）调查的结果是根据现场快速检测数据得到的的，检测项目无法涵盖样品中的所有物质并

且检测精度受到检测设备的影响。因此，检测得到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偏差。

3）由于地块历史较长，获取到的资料信息基本靠走访获得，对调查地块整体历史环境状况

的判断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由于本次调查参照的是现行的法律法规、技术导则等文件，若后续相关文件的更新可能

会对本次调查结果带来一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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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地块红线图、相关规划、地勘文件

附件2 人员访谈记录及现场照片

附件3 土壤快速检测记录

附件4 快速检测照片

附件5 快速检测仪器校准记录

附件6 快速监测仪器校准照片

附件7 历史地块证明

附件8 监测单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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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快筛现场图

S2快筛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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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快筛现场图

S4快筛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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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快筛现场图

S6快筛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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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快筛现场图

对照点现场快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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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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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完善报告格式，详见目录部分；

3、已优化不确定性分析，详见 P38；

4、已规范完善人员访谈，详见 P26-28；

5、已补充编制人员相关资料；

6、已分析对照点布点合理性，详见 P31；

7、已补充完善地块内的利用历史，地块

内的回填土，详见前言、P16-P22以及人

员访谈部分。

专家汇总意见

1、补充本地块控规及相应的规划批文，

核实地块的利用规划及地块红线，完 善

拐点坐标；

2、补充完善地块内的利用历史，说明地

块内的回填土来源及填土范围，核实 地

块内是否有堆土区；

3、补充完善快筛点位的布设依据，分析

对照点设置的合理性；

4、规范完善人员访谈对象及信息、内容；

5.完善图件、补充报告编制所必须的附

件。

1、已补充核实地块的利用规划及地块红

线，完善拐点坐标，详见 P6；

2、已补充完善地块内的利用历史，说明

地块内的回填土来源及填土范围，详见摘

要、P16-P22以及人员访谈部分；

3、已补充完善快筛点位的布设依据，已

分析对照点设置的合理性，详见 P31；

4、已规范完善人员访谈对象及信息、内

容，详见 P26-28

5.已完善图件、补充报告编制所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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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个人意见 

1 、完善报告编制，补充编制人员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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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人员访谈内容和调查人员； 

3 、补充地块用地规划，明确执行标准， 

完善地块拐点坐标； 

4 、明确布点依据，说明对照点合理性； 

5 、细化地块内现状及历史变化，核实地 

块内填土来源。 

1 、已完善报告编制，详见报告全本；    

2 、已规范人员访谈内容，详见 P26-28；  

3 、已补充地块用地规划，明确执行标准， 

完善地块拐点坐标，详见 P6；          

4 、已明确布点依据，说明对照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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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细化地块内现状及历史变化，已核 

实地块内填土来源，详见摘要及 P16-P22。 

专家汇总意见 

1 、补充本地块控规及相应的规划批文， 

核实地块的利用规划及地块红线，完善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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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完善地块内的利用历史，说明地 

块内的回填土来源及填土范围，核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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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完善快筛点位的布设依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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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完善人员访谈对象及信息、内容； 

5.完善图件、补充报告编制所必须的附件。 

1 、已补充核实地块的利用规划及地块红 

线，完善拐点坐标，详见 P6；          

2 、已补充完善地块内的利用历史，说明 

地块内的回填土来源及填土范围，详见前 

言、P16-P22 以及人员访谈部分；       

3 、已补充完善快筛点位的布设依据，已 

分析对照点设置的合理性，详见 P31；   

4 、已规范完善人员访谈对象及信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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