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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 年环境保护部等四部委联合颁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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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被污

染场地需要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治理。天津市环保局 2017 年 7 月发

布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了疑似污染地

块场地调查评估、修复工作的具体要求及管理程序，本项目将严格按

照管理办法开展。 

项目场地——天津石化聚醚部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天津石

化公司，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庄工业区，南靠成林道，北临卫国

道快速，东至外环线，该厂始建于 1962 年，占地约 18.6 万平方米。

原企业主要产品为甘油、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醇乙醚等。

目地块曾于 2016-2017 年开展了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2016 年场

地调查结果显示该场地土壤、地下水存在污染，环境风险不可接受，

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目前，项目场地面临修复，但 2018 年底《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发布，场地土壤使用的检测方

法及对比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局要求地块修复方使用新标

准限定的方法对其污染状况进行再次核实，以准确反映场地污染状况，

有效指导修复工作开展。 

本项目首先对场地的 2016 年场地调查情况进行了汇总及分析。

收集整理地块基本污染信息，包括地块所在区域环境概况、地块历史

使用情况、地块未来使用规划、原企业建筑分布、生产工艺分析、排

放源及泄漏源分布、相邻地块原企业生产情况、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等，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场地污染概念模型。 

其次，基于 2016 年场地调查及修复方补充调查数据划定了重点

关注区域，在此基础上设计采样方案对土壤、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及检

测。土壤采样点布设使用判断布点法，以核实污染为主、补充调查为

辅，共布设采样点 134 个，共采集土壤样品 1101 个，根据污染状况、

土层性质、PID 数据判断后，送检样品 746 个，包含 79 组平行样。

地下水调查监测井包含场内原有地下水井 82 口及新建监测井 12 口，

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103 个，包含 4 组平行样。 

检测结果显示，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乙苯、间&对-

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2-

二氯丙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4-二氯苯 、萘、氯苯、

氯仿、1,1-二氯乙烷、1,3-二氯丙烷、四氯乙烯有检出并超过对应筛

选值。半挥发性有机物苯酚、2-甲基萘、芴、菲、蒽、荧蒽、芘、苯

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

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二(2-

氯乙基)醚有检出并超过对应筛选值。 

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乙苯、间&对-二甲苯、苯乙烯、

邻-二甲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2-二氯丙烷、二氯甲

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2-二氯丙烷、1,1,2-三氯乙烷、

氯苯、2-氯甲苯、4-氯甲苯、1,4-二氯苯、氯仿、萘有检出并超过对

应地下水标准；半挥发性有机物苯酚、2-甲基萘、苯并(a)蒽、苯并(a)

芘、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二(2-氯乙基)醚、TPH（C10-C40）有检出并



 

 
 

超过对应标准。 

项目对超过标准的污染物进行了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结果显示，

项目场地土壤中苊、芴、蒽、荧蒽、芘、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

酯风险可接受。苯、乙苯、1,2-二氯丙烷、1,2,3-三氯丙烷、1,4-二氯

苯、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

芘、二苯并(a,h)蒽的致癌风险大于 1E-06，致癌风险不可接受。苯、

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1,2-二氯丙烷、1,2,3-

三氯丙烷、苯酚、苯并(a)芘非致癌危害商大于 1，非致癌风险不可接

受。 

地下水样品中苯酚、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风险可接受。

苯、乙苯、1,2-二氯丙烷、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氯仿、萘苯并(a)蒽、苯并(a)芘、1,4-二氯苯致癌风险大于 1E-06，致

癌风险不可接受。苯、甲苯、乙苯、对＆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

烯、1,2-二氯丙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氯苯、

氯仿、萘、1,4-二氯苯非致癌危害商大于 1，非致癌风险不可接受。 

多种污染物土壤、地下水人体健康风险均不可接受，需要进行修

复治理。土壤最大污染深度 14m，修复至 14.5m，待修复土方量

926009.36 立方米。地下水修复面积为 143554.73 平方米，覆盖全部

生产区及储罐区，含水层厚度约为 6.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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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要求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严格

用地准入，为确保土地安全开发利用，拟定本项目。2018 年 4 月 16

日，天津市环保局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

编制大纲（试行）》全面指导工业企业搬迁遗留地块的环境风险调查

评估工作的开展，本项目严格参照该编制大纲开展调查评估工作。 

1.1项目概况 

2019 年 5 月，受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石化

分公司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遵照场地相关法律法规和技

术导则要求，对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场地地块开展补充调查

与风险评估工作。项目地块曾于 2016-2017 年开展了场地调查与风险

评估工作，2016 年场地调查结果显示该场地土壤、地下水存在污染，

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目前，项目场地面临修复，

但 2018 年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发布，场地

土壤使用的检测方法及对比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局要求地

块修复方使用新标准限定的方法对其污染状况进行再次核实，以准确

反映场地污染状况，有效指导修复工作开展。 

本项目以 2016 年场地调查评估工作为基础，主要目的是核实场

地污染情况，全面指导修复工作的开展。根据市环保局 2014 年第 154

期情况专报《市环保局关于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地块调查评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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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的汇报》确定项目地块未来拟建设保障性住房，为敏感用地，

项目将根据场地未来用地类型开展调查评估工作。 

1.2评估范围 

项目场地——天津石化聚醚部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天津石

化公司，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庄工业区，南靠成林道，北临卫国

道快速，东至外环线。该厂始建于 1962 年，占地约 18.6 万平方米。

2016 年 3 月停产，搬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聚醚部的主要产品是聚

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醇乙醚，聚合物多元醇生产能力为 8

万吨/年，乙二醇乙醚生产能力为 3000 吨/年。聚醚部主要有三套生产

装置，包括 8 万吨/年的聚醚装置、0.3 万吨/年的乙二醇乙醚装置和

0.2万吨/年的表面活性剂装置。上世纪六十年代主要生产凡士林为主，

七十年代才开始乙二醇乙醚等产品的生产。地块位置示意图见图 1-1，

边界拐点坐标见表 1-1。 

表 1- 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 

纵坐标 X(m) 横坐标 Y(m) 

1 4334508.134 525432.708 

2 4334867.526 525316.245 

3 4334441.900 525377.146 

4 4334411.946 525316.810 

5 4334485.018 525364.538 

6 4334419.298 525314.171 

7 4334319.070 525039.491 

8 4334730.290 5249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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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地块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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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评估目的 

本项目以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地块为评估对象，主要基

于土壤及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对该场地环境风险进行评估，确定风

险是否可接受，划定土壤污染边界，深入分析污染源信息，准确圈定

场地修复范围，为后期场地修复工程的开展提供指导。 

1.4评估依据 

1.4.1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5）《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1 月 21 日第二次修正） 

（6）《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 3 月 1 日） 

（7）《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19 年 12 月 11 日） 

1.4.2政策依据 

 国务院 

（1）《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2）《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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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4]9 号）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生态环境部 

（5）《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

发〔2012〕140 号） 

（6）《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

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 2016 年第 42

号） 

（8）《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

25 号） 

 天津市 

（9）关于组织实施《天津市环保局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

块再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津环保固[2014]140 号） 

（10）《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津政发〔2016〕27 号） 

（11）《市环保局 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划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

于印发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环保土

[2018]82 号） 

（12）《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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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技术依据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制大纲（试

行）》 

（6）《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9）《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10）《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1）《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12）《美国 EPA 区域筛选值》 EPA Regional Screening Levels

（2018 年） 

（13）《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4）《地下水水质标准》（DZT 02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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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基本原则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是基于主观判断和客观数据相结合的综合结

果，工作过程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本项目调查过程中所使用的土壤、地下水含量数据以及土壤、地

下水性质参数均来自于项目地块本身，因此本项目的调查评估结果将

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块实际污染状况所产生的风险，调查评估结果也只

适合于应用在这个特定地块中。 

（2）规范性原则 

目前，我国以及天津市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发布了一系列地块调查

评估相关法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关于污染地

块风险评估和环境管理体系。本项目将尽可能遵照最新的土壤环境风

险评估政策和相关标准开展调查评估工作。当现行标准针对污染地块

缺乏有效指导时，将从科学角度采用地块调查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及美

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进行综合分析和合理判断，以现场

问题为导向，科学分析和论述目标地块涵盖的调查方法、分析方法、

评估方法和修复技术等问题。 

（3）可操作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

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在确定修复目标值和划定修复范围充分

考虑后期施工的可行性，保证调查成果真实、可信、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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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工作方案 

1.6.1评估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项目是针对天津石化聚醚部地块开展的风险评估工作，依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构建场地风

险评估模型，使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检测数据，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

估。最终根据评估结果，准确圈定污染范围，同时针对场地整体污染

物分布和污染扩散特征，修正修复技术建议。 

1.6.2技术路线 

场地土壤、地下水检测结果显示，部分样品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对

应筛选值，因此，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构建场地风险评估模型，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本场地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程序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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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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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概况 

2.1地块基本信息 

2.1.1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2019 年 4 月），项目地块内南侧建筑物已全

部拆除，地上、地下管线均已清理；北部大部分厂房已拆除，仅余一

座办公楼未拆。整个地块表层土壤经过翻整，裸露土壤均有防尘苫网

覆盖，场地周边企业——飞鸽自行车厂已经停产。地块中心点

（39°8'39.57"N，117°17'31.65"E）各方位照片见图 2-1。 

 

图 2- 1 地块现场照片（摄于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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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地块历史变迁 

项目地块潜在污染是由地块内多个阶段人为活动共同引入的，因

此，了解该地块的使用历史尤为重要。根据调查所得信息结合地块历

史影像图对地块历史变迁进行追溯，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阶段：生产运营阶段 

天津石化聚醚部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天津石化公司，坐落于

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庄工业区，该厂始建于 1962 年，占地约 18.6 万平

方米。聚醚部的主要产品是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醇乙醚。

从建厂到停产搬迁的 54 年时间里，该企业基本经历了六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62 年 3 月至 1965 年底，为建厂初期试生产阶段。从事

炼油、凡士林等生产，生产规模较小，设备简陋；第二阶段：1966

年至 1973 年底，为生产初步发展阶段，基本确立了生产发展方向（小

石油化工），凡士林作为老产品继续生产，新产品环氧乙烷、环氧丙

烷从试生产到基本稳定；第三阶段：1974 年到 1979 年为老产品稳定

提高阶段；第四阶段：1980 年到 1983 年维持原有生产，开发研制新

产品；第五阶段：1984 年到 1988 年，新产品聚醚多元醇、乙二醇乙

醚等投入生产；第六阶段：1988 年 2，以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

乙二醇乙醚为主要产品的生产期。企业历史变迁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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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

建厂初期试生

产阶段

凡士林
粗制柴

油、汽油

生产初步发展

阶段

凡士林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稳定提高阶段

凡士林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新产品研发阶

段

凡士林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新产品投产阶

段

凡士林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乙二醇乙醚

聚醚多元醇

稳定生产阶段

聚醚多元醇
聚合物多元醇
乙二醇乙醚

主要产品时  间

1962年3月至1965年底

1962年

1966年至1973年底

1974年到1979年

1980年到1983年

1984年到1988年

1988年至今

 
图 2- 2 原企业生产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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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2002-2016 年场地遥感影像图 

2002年 2009年 

2012 年 2016 年 



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地块风险评估报告 

14 

  

  

  

  

图 2- 4 生产期间场地布局照片（2016 年） 

由历史遥感影像图及初步调查时采集的照片可知，在 2016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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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场地保持生产时原状，场地内有大量厂房、设备及原辅料储罐，

地上地下均有管线分布。至 2016 年，天津石化聚醚部已全面停产。 

（2）第二阶段：拆迁整理阶段 

在完成初步调查后，项目场地对原有设备、管线、储罐及厂房进

行了拆除，截止目前，约 80%的设备厂房已经拆除清理完毕。拆除过

程中，场地地面硬化破除，表层土壤受到翻整，扰动明显。 

由 2017 年至今的历史影像图可知： 

 2017 年 8 月，场地保持生产时原状； 

 2018 年 8 月，场地小范围开始清理拆除，同时场地外西侧临

近建筑全部拆除； 

 2018 年 11 月，场地 80%建筑物拆除并清理，地上管线全部

拆除，仅余北侧少量厂房及设备，表层土壤存在翻整痕迹； 

 2019 年 4 月影像图显示，场地基本保持了拆迁后的状态，东

侧盖起两座大棚，用于现场修复施工。 

  
图 2- 5 新建修复大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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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2017-2019 年场地遥感影像图

2018年8月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4 月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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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地块未来规划 

市环保局 2014 年第 154 期情况专报《市环保局关于天津石化聚

醚部整体搬迁地块调查评估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明项目地块未来拟

建设保障性住房，为敏感用地，项目将根据场地未来用地类型开展调

查评估工作。 

2.2地块污染识别 

2.2.1原厂建筑分布 

项目场地原为天津石化聚醚部所在地，该厂始建于 1962 年，生

产历史较长，主要产品有凡士林、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

醇乙醚等石化类产品。项目 2016 年场地调查于场地停产后立即开始，

场地基本保持了生产时原貌，2016 年场地调查了厂房分布和设备摆

放的详细情况。结合 2016 年场地调查报告，得到场地内建筑分布见

图 2-7，设备详细分布见图 2-8，建筑物功能表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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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 场内建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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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企业设备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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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场地所属建筑物功能 

编号 名称 功能 

1 10 千伏变电站 变电站，放有变电设备 

2 27 包装 包装车间 

3 35 千伏变电站 变电站 

4 EO 罐区 环氧乙烷储罐区 

5 POP bc 装置 聚合物多元醇反应釜（B、C 套） 

6 POP 包装 聚合物多元醇灌装设备 

7 POP 罐区 聚合物多元醇中间罐区 

8 POP 后处理 POP 后处理设备 

9 PO 罐区 环氧丙烷储罐 

10 PO 罐区 环氧丙烷储罐 

11 SM 罐区 苯乙烯储罐 

12 办公楼 办公室 

13 办公生活区 办公室 

14 成品泵房 泵房 

15 成品储存区 成品罐区，露天，地面有硬化 

16 成品储存区 成品罐区，露天，地面有硬化 

17 成品库 放有少量成品罐，非露天，地面有硬化 

18 大桶仓库 仓库，储存空成品桶 

19 单身楼 宿舍楼 

20 氮站空气站 制氮气 

21 地秤 地秤 

22 电工维修 电工休息室 

23 动力库 仓库，存放设备配件 

24 供销库 存放少量物资 

25 化工装置 乙二醇乙醚生产装置 

26 基建库 仓库 

27 基建库 仓库 

28 加油站 场内加油站，有地下油罐 

29 家属宿舍 家属楼 

30 聚醚办公室 办公室 

31 聚醚包装 灌装设备 

32 空桶区 空桶摆放区，但也有部分装有物料 

33 聚醚装置区 聚醚多元醇生产设备、反应釜 

34 聚醚主控室 计算机控制室 

35 聚醚配套仓库 成品仓库 

36 凉水池 凉水池 

37 冷冻站 制冷 

38 门卫 办公休息 

39 美达办公楼 办公楼 

40 煤炉加脱硫除尘 锅炉及脱硫除尘设备 

41 煤堆料场 露天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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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功能 

42 软水站 制软水 

43 天环楼 办公楼 

44 水汽车间办公室 办公室 

45 实验楼 办公楼，带有实验室 

46 食堂 食堂 

47 危险品仓库 仓库，存放白糖、硅藻土等 

48 外招楼 办公楼 

49 小院 变电室旁小院 

50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设施 

51 稳高压泵房 泵房 

52 污水罐区 污水罐（2 个） 

53 闲置办公楼 办公室 

54 乙醇罐区 乙醇储罐 

55 消防队 场内消防队办公；消防车辆、消防设施存放处 

56 循环水装置 循环水设备 

57 仪表消防楼 办公楼 

58 浴池 场内浴池 

59 乙醚装置 乙二醇乙醚生产设备、精馏塔 

60 原料库 存放少量罐装原料 

61 制桶车间 制作成品桶，喷漆 

62 中间罐区 中间罐区 

63 中试车间 中试车间，有反应釜 

64 综合办公室 办公楼 

2.2.2原企业生产工艺及排放源识别 

天津石化聚醚部的主要产品为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

醇乙醚，由获得的厂史资料可知，在上世纪 60 年代，该厂从事过小

规模炼油、蓄热裂解法制备烯烃生产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历史上还

曾经生产过凡士林，现根据时间顺序对各主要产品生产工艺进行分析。 

2.2.2.1 粗制汽油、柴油生产工艺 

根据厂史介绍，1960 年建厂初期，该厂进行过小规模粗制汽油、

柴油生产，工艺简单，设备仅为一个蒸馏釜，采用明火加热，生产原

料为原油。因生产时间较早、规模小、使用时间短，已无法获得确切

信息。根据当时生产工艺水平，推断其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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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工艺流程 

蒸馏釜炼油主要是将原油在蒸馏釜中被加热，在一定压力下，液

体开始气化，生成的蒸汽当即被引出并冷凝冷却收集，同时液体继续

加热，继续生成蒸汽并被引出。 

原油 加热 分离收集冷却

柴油

汽油

G1：废气 W1:冷却水 S1：废液

图例

G：大气污染物

原料

一般工艺

产污环节产品

S：固体废弃物

辅料

A：辅料

M：原料

P：产品

W：水污染物

中间产品

 
图 2- 9 蒸馏釜炼油生产工艺流程图 

表 2- 2 汽油、柴油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原油 

产品 

P1 粗制汽油 

P2 粗制柴油 

（2）排放源识别 

1960 年左右，生产设备简单，环保意识较弱，没有专门的环保

措施，可能造成废气、废水、废液的乱排乱放。原油成分复杂，有烷

烃、环烷烃、芳香烃等多种成分，可能在生产、储存的过程中，进入

土壤、大气环境，对场内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



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地块风险评估报告 

23 

表 2- 3 粗制汽油、柴油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废气 G1 废蒸汽 

蒸馏釜所在区域

及周边 

总石油烃，烷烃、环

烷烃、芳香烃等 
废水 W1 冷却水 

固废 S1 蒸馏废液 

2.2.2.2 环氧乙烷生产工艺 

1965 年初，该厂开始使用蓄热裂解制取烯烃，生产环氧乙烷。

主要设备包括蓄热炉和气柜等，生产规模和具体工艺现已无资料可考，

经推断，60 年代我国还未引入以生产聚酯原料乙二醇为目的的产物

环氧乙烷/乙二醇联产装置，应是使用氯醇法生产环氧乙烷。 

（1）生产工艺流程 

氯醇法生产环氧乙烷反应共分两步：第一步是将乙烯和氯气通入

水中，生成 2-氯乙醇；第二步是用碱（通常为石灰乳）与 2-氯乙醇

反应，生成环氧乙烷，化学反应式见公式 2-1、2-2，生产工艺见图

2-10。 

 

𝐶𝐻2 = 𝐶𝐻2 + 𝐶𝑙2 +𝐻2𝑂 → 𝐶𝐻2𝐶𝐿𝐶𝐻2𝑂𝐻 + 𝐻𝐶𝑙       （2-1） 

2𝐶𝐻2𝐶𝐿𝐶𝐻2𝑂𝐻 + 𝐶𝑎(𝑂𝐻)2 → 𝐶2𝐻4𝑂 + 𝐶𝑎𝐶𝑙2 + 2𝐻2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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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G：大气污染物

原料

一般工艺

产污环节产品

S：固体废弃物

辅料

A：辅料

M：原料

P：产品

W：水污染物

中间产品

M:乙烯

A1：氯气

A2：水

次氯酸化 皂化 精馏
P:环氧乙

烷

氯乙醇

GI：酸化尾气

A3：
Ca(OH)2

S1:废渣 W1：精馏废水

 

图 2- 10 环氧乙烷生产工艺流程图 

表 2- 4 环氧乙烷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乙烯 

辅料 

A1 氯气 

A2 水 

A3 碱（Ca(OH)2） 

产品 P1 环氧乙烷 

（2）排放源识别 

通过对生产工艺的分析，主要的污染来源于原料及辅料的渗漏、

蓄热裂解产生的烃类和苯、酸化尾气、皂化废渣、精馏废水，对应污

染物为烃类、苯、氯乙醇、环氧乙烷等。 

表 2- 5 环氧乙烷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副产物 

— 苯 

蒸馏釜所在区

域及周边 

苯 

— 氯乙醇 氯乙醇 

废气 G1 酸化尾气 

氯气、盐酸、2-氯乙醇 废水 W1 精馏废水 

固废 S1 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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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环氧丙烷生产工艺 

1965 年初，开始使用蓄热裂解制取烯烃，生产环氧乙烷。主要

设备包括蓄热炉和气柜等，与环氧乙烷的生产同步开始。结合当时生

产水平，应采取当时国内较流行的氯醇法。 

（1）生产工艺流程 

丙烯、氯气与水于常压、60℃加热产生氯丙醇，再经氢氧化钙处

理、凝缩、蒸馏，得到环氧丙烷。 

             （2-4） 

环氧丙烷生产反应方程式见公式 2-3、2-4，工艺流程图见图 2-15。 

图例

G：大气污染物

原料

一般工艺

产污环节产品

S：固体废弃物

辅料

A：辅料

M：原料

P：产品

W：水污染物

中间产品

M：丙烯

A1：氯气

A2：水

氯醇化

皂化 蒸馏凝缩
环氧丙

烷

氯丙

醇

W1：皂化废水 S1：废渣

G1：废气

 

图 2- 11 环氧丙烷生产工艺流程图 

表 2- 6 环氧丙烷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丙烯 

辅料 A1 氯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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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编号 名称 

A2 水 

A3 碱（Ca(OH)2） 

产品 P1 环氧丙烷 

（2）排放源识别 

通过对生产工艺的分析，主要的污染来源于原料及辅料的渗漏、

蓄热裂解产生的烃类和苯、氯醇化尾气、皂化废水、蒸馏废渣，对应

污染物为烃类、苯、氯丙醇、环氧丙烷等。 

表 2- 7 环氧丙烷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副产物 

— 苯 

蒸馏釜所在区域

及周边 

苯 

— 氯丙醇 氯丙醇 

废气 G1 氯醇化尾气 

氯气、盐酸、氯丙醇 废水 W1 皂化废水 

固废 S1 蒸馏废渣 

2.2.2.4 凡士林生产工艺及排放源识别 

原企业在 1962 年至 1988 年期间，主要生产凡士林，年产量约

1000 吨/年，聚醚部于 1963 年开始从天津石化石油部获取蜡膏作为原

料生产凡士林，后通过实验，使用三氯化铝精致方法生产白凡士林。 

（1）生产工艺流程 

凡士林的生产主要是将轻脱蜡膏、机械油、锭子油混合后，加入

稠化剂并加热经过稠化，得到产品黄凡士林。原企业采用三氯化铝进

行精致，得到产品白凡士林。生产工艺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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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轻脱蜡

膏

机械油

锭子油

混合 加热 稠化

稠化剂

脱色精致

三氯化

铝

白凡士林

黄凡士

林

S1：废原料

S2：废稠化剂 S3：废脱色剂

图例

G：大气污染物

原料

一般工艺

产污环节产品

S：固体废弃物

辅料

A：辅料

M：原料

P：产品

W：水污染物

中间产品

 

图 2- 12 凡士林生产工艺流程图 



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地块风险评估报告 

28 

表 2- 8 凡士林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轻脱蜡膏 

辅料 

A1 机械油 

A2 锭子油 

A3 稠化剂 

A4 三氯化铝 

产品 

P1 白凡士林 

P2 黄凡士林 

（2）排放源识别 

通过对凡士林生产过程的分析，推断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

来自原料及辅料的渗漏，原辅料主要为石油产品蜡膏、机械油、锭子

油等，对应污染物为总石油烃、多环芳烃类。由于该产品已停产多年，

生产车间已停用做其他用途，根据人员访问，确定原生产车间位置及

可能的排放源位置，位置见图 2-16。 

表 2- 9 凡士林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固  废 

S1 废原料（轻脱蜡膏、机械

油、锭子油） 
凡士林生产车间

及周边（现污水

处理车间周边） 

总石油烃、多

环芳烃、苯系

物等 
S2 废稠化剂 

S3 废脱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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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乙二醇乙醚生产工艺及排放源识别 

乙二醇乙醚生产装置是在旧装置基础上改造的，最初设计规模

60 吨/年，于 1976 年建成并投产。1985 年使用新型催化剂 ZSM 分子

筛后，生产规模达到 100 吨/年。 

（1）生产工艺流程 

乙二醇乙醚的主要原料为乙醇和环氧乙烷。将设定量的乙醇由流

量计计量，经过滤机打入反应釜中，在起始温度下投入环氧乙烷，乙

醇在 DH-1 催化剂作用下，与环氧乙烷进行加成反应，过滤后得到含

有乙二醇单乙醚和多醚的反应液，经过脱醇，精馏而得到产品。 

精馏工序包括脱醇和精馏两个步骤：脱醇是将反应液打入反应液

高位罐中，经流量计计量后通过反应液予热器进入脱醇塔，控制予热

温度、塔顶温度、釜温、回流比，塔顶馏出物经冷凝收集后进入原料

乙醇贮罐，供反应使用，釜液进入脱醇塔釜液罐，为下一步处理（精

馏）备料。 

精馏是将脱反液打入脱反液高位罐，计量后经脱反液予热器，进

入精馏塔，控制予热温度、塔釜温度、顶温、出料温度、成品温度。 

成品经过冷凝器冷却后进入中间成品罐中，需加 BHT 时，在罐

中按比例加入 BHT，并打循环。经检验合格后放入成品混配罐，准

备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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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原料

一般

工艺

产品

辅料

M：原料

A：辅料

G：大气污染物

W：水污染物

S：固体废弃物

I：中间产物

P：产品

中间

产物

反应
釜或

容器

M1：乙醇

M2：环氧

乙烷

DH-1

ZSM

加成

反应

I1：乙二醇单

乙醚

I2：多醚

高位
罐暂

存
计量过滤 脱醇

塔顶馏出

物

釜液精馏冷凝

BHT

打循环包装

P1：乙
二醇乙

醚

S1：釜残

S2：残渣

S3:蒸馏残渣

G1：未反应

原料气

S4：残渣

 

图 2- 13 乙二醇乙醚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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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乙二醇乙醚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乙醇 

M2 环氧乙烷 

辅料 

A1 DH-1 

A2 ZSM 

A3 
BHT（2,6-二叔丁基-4-甲基苯

酚） 

产品 P1 乙二醇乙醚 

（2）排放源识别 

通过对乙二醇乙醚生产过程的分析，推断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

主要来自原料及辅料的渗漏，原辅料主要为乙醇、环氧乙烷、催化剂

等，对应污染物为总石油烃、VOC、SVOC。原生产车间分布在场地

西北角，位置见图 2-7、2-8。 

表 2- 11 乙二醇乙醚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固  

废 

S1 加成反应反应釜釜残 
乙醚装置、化工装

置 

乙醇、环氧乙烷、

DH-1（蒙脱土）、ZSM

分子筛（沸石）、VOC、

SVOC 

S2 过滤机产生的残渣 
乙醚装置、化工装

置 

乙醇、环氧乙烷、

DH-1（蒙脱土）、ZSM

分子筛（沸石）、VOC、

SVOC 

S3 脱醇塔蒸馏残渣 脱醇塔及周边 
乙二醇乙醚、多醚、

VOC、SVOC 

S4 精馏塔残渣 精馏塔及周边 
乙二醇乙醚、VOC、

SVOC 

大气

污染

物 

G1 未反应原料气 — 
乙二醇乙醚、VOC、

S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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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 聚醚多元醇生产工艺及排放源识别 

聚醚多元醇于 1989 年开始生产，此后一直作为原企业的主要产

品，经过几次扩建，生产能力为 8 万吨/年。 

（1）生产工艺流程 

聚醚多元醇（PPG）主要原料为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生产时首

先向反应釜投入定量的起始剂与碱，通过脱水生产出催化剂，将定量

的催化剂与原料环氧丙烷混合，反应生成低聚物。再由定量的低聚物

与环氧丙烷、环氧乙烷反应生成粗聚物后，经过加酸中和过程，纯水

添加过程，然后进行脱水干燥结晶，最后通过循环过滤得到相应的产

品。 

表 2- 12 聚醚多元醇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环氧丙烷 

M2 环氧乙烷 

辅料 

A1 起始剂（甘油） 

A2 碱（KOH） 

A3 催化剂 DMC（双金属氰化物） 

产品 P1 聚醚多元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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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原料

一般

工艺

产品

辅料

M：原料

A：辅料

G：大气污染物

W：水污染物

S：固体废弃物

I：中间产物

P：产品

中间

产物

反应
釜或
容器

M1【起始剂（多

元醇等）】：
物料输送泵

催化
剂制
备

N2
保
护

聚合
反应

A1：碱
（KOH等）

中和
反应
\脱
水

M3【环氧乙

烷】储罐：

M2【环氧丙

烷】储罐：

高位
槽

G1：未聚
合单体

W1：水收集罐

循环过滤

A2：中和
用酸储罐

S1：废渣收集容器

P：产品

 
图 2- 14 聚醚多元醇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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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源识别 

项目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推断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

来自原料及辅料的渗漏、脱水产生的废水、反应釜釜残等，原辅料主

要为环氧丙烷、环氧乙烷、起始剂（甘油）、碱（KOH）、催化剂 DMC

（双金属氰化物）等，对应污染物为重金属、氰化物、pH 值、总石

油烃、VOC、SVOC。原生产车间及物料储罐分布在场地中部及西南

部。 

表 2- 13 聚醚多元醇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固废 S1 废渣 
反应釜废渣出料

口及周边 
重金属、氰化物、pH

值、总石油烃、VOC、

SVOC 

大气污

染物 
G1 未聚合单体 

PPG 生产车间周

边 

水污染

物 
W1 脱水后废水 PPG 生产车间 

2.2.2.7 聚合物多元醇生产工艺及排放源识别 

聚合物多元醇于 2008 年开始生产，年产 10000 吨，该产品主要

用于汽车生产。 

（1）生产工艺流程 

聚合物多元醇（POP）采用半间歇半连续的生产方式，先将定量

的聚醚多元醇、苯乙烯、丙烯腈等投入到混料釜中，进行搅拌，再将

搅拌均匀的物料排到混料储罐中，用泵连续地打入到反应釜中进行反

应，生成粗品 POP，经过高真空薄膜蒸发器脱水与其它杂物，得到产

品。 

 



天津石化聚醚部整体搬迁项目地块风险评估报告 

35 

图例

原料

一般

工艺

产品

辅料

M：原料

A：辅料

G：大气污染物

W：水污染物

S：固体废弃物

I：中间产物

P：产品

中间

产物

反应
釜或
容器

M2：AN【原料储
罐】

反应
釜

G1：原料气

M1：基础醚【原
料储罐】

M3：SM【原料储
罐】

A1：引
发剂

A1：引
发剂

A2：大
分子分

散剂

A3：链
转移剂

物料输送泵

混合
罐

物料输送泵

混合
罐

G2：原料气

N2 G4：未反应
原料气

闪蒸塔

冷凝
单体
接受
罐

薄膜蒸发

G5：未反应
原料气

产品
接收

P:产品储装

G3：未反应
原料气

图 2- 15 聚合物多元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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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4 聚合物多元醇生产原辅料及产物情况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原料 

M1 聚醚多元醇 

M2 苯乙烯 

M3 丙烯腈 

辅料 

A1 引发剂 

A2 大分子分散剂 

A3 链转移剂 

产品 P1 聚合物多元醇 

（2）排放源识别 

项目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确定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

为原料及辅料的渗漏、脱水产生的废水、反应釜釜残等，原辅料主要

为聚醚多元醇、苯乙烯、丙烯腈等，对应污染物为重金属、VOC、

SVOC 等。原生产车间及物料储罐分布在场地中部及西南部，位置见

图 2-7、2-8。 

表 2- 15 聚合物多元醇生产污染物类型 

分类 编号 化学品 对应车间 污染物 

固废 S1 废渣 

POP 生产车

间及原料储罐 

重金属、VOC、SVOC 

大气污

染物 

G1 原料气 

AN、SM、VOC、

SVOC 

G2 原料气 

G3 未反应原料气 

G4 未反应原料气 

G5 未反应原料气 

水污染

物 
W1 脱水后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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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6 潜在排放源位置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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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潜在泄漏源识别 

场地内各生产车间、储罐区等存储、使用的化学品的区域，可能

因管理不善、生产事故等造成污染物泄漏，造成场地内土壤、地下水

污染。这些区域是取样调查的重点，项目首先对潜在的泄漏源进行了

分类、整理及分析，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实地踏勘，确定热点区防护

措施现状及污染痕迹，初步判断污染情况。 

（1）潜在泄漏源判断 

表 2- 16 潜在泄漏源 

类型 泄漏源 

储罐区 

成品储存区、乙醇罐区、成品库、聚醚配套仓库、POP

罐区、加油站、EO 罐区、PO 罐区、中间罐区、SM 罐

区、危险品仓库等 

生产设备 
乙醚装置、化工装置、POP（bc）装置、POP 包装、POP

后处理、27 包装、聚醚包装、聚醚装置区等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站、污水罐区 

管线 污水管线 

根据天津石化聚醚部实际生产情况，可知场地内潜在的泄漏源包

括： 

 原料储罐、中间罐及成品储存区； 

 各产品的灌装、包装车间； 

 罐体与管线、物料泵连接的区域； 

 精馏塔、反应釜等生产设备； 

 污水处理装置、污水储罐等 

 污水管线。 

潜在污染源分布见图 2-17，雨污管道分布见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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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7 潜在泄漏源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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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8 污水管线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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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调查结果 

场地内物料管线以地上管线为主，在现场调查是未发现泄漏痕迹，

污水及消防水管线为地下管线，污水管线也是本项目重点关注的潜在

泄漏源，污水管线分布及走向见图 2-19。 

  

  

  
图 2- 19 潜在污染源现状照片 

经调查，场地内共有原料罐区 8 个，成品储存区 3 个，罐区全部

出料口防渗槽 雨水井 

防渗槽与围堰 设备下防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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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围堰，成品以铁桶密封包装，成品储存区地面均有硬化，罐区围

堰及罐区情况见照片图 2-20。 

天津石化主要设备出料口、检验口下方都设有防渗槽，防渗槽一

般为水泥质地，底部厚度大于 40cm，上部有钢板覆盖；调查中未发

现槽中有污染痕迹，但仍旧作为潜在泄漏源进行关注。 

2.2.4相邻地块使用情况 

项目场地位于程林庄工业区，周边以化工企业为主。临近项目场

地的有南华皮革化工厂、飞鸽车业制造公司、天津合材树脂有限公司、

延安化工厂、银丰机床、恒大实业公司印刷厂、天津卷烟厂等，距离

场地稍远的有天津市染料化学第八厂、天津市染料化学第九厂，这两

个企业停产已久，原企业已拆迁。 

周边工业企业分布情况见图 2-21，周边企业现阶段情况及可能产

生的污染见表 2-17。临近企业建厂都较早、生产历史较长、生产涉及

的化学污染物较多且较复杂，如果存在污染泄漏或排放，通过地下水、

空气流动造成项目场地污染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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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 场地周边场地利用情况遥感图

飞鸽车业 

南华皮革 合成树脂 

延安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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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 周边场地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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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7 周边场地使用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现状 生产情况 涉及污染物 

南华皮革化工厂 停产未搬迁 

前身是天津皮革化

工厂，生产制革、制

鞋、皮件、毛皮用化

工材料，如鞣剂、加

脂剂、光亮剂、助剂、

涂饰剂、粘合剂等 

重金属、VOCs、

SVOCs、总石油烃 

飞鸽车业制造公

司 

停产已搬迁，原

厂房未拆除 

自行车组装、自行车

配件生产 

重金属、总石油

烃、苯系物 

天津合材树脂有

限公司 

厂房已拆除，土

地已翻整 

为原天津合成材料

厂，主要生产不饱和

聚酯树脂，年产量 15

万吨 

苯乙烯、丙烯酸

酯、乙酸乙烯酯等

（VOCs、SVOCs） 

延安化工厂 停产，已拆迁 

主要经营有机化工

原料制造、粘合剂、

涂料等 

VOCs、SVOCs 

银丰机床 停产未拆除 

主要经营水泥彩瓦

成型机；水泥彩瓦、

砖成型机；分层布料

式全自动砌块；全自

动涂装生产线；轮碾

式搅拌机等 

重金属、总石油

烃、多环芳烃 

恒大实业公司印

刷厂 
停产，未拆除 

经营单色、多色印刷

品 
VOCs、重金属 

天津卷烟厂（仓

储） 
维持原状 成品仓储 VOCs、SVOCs 

天津市染料化学

第八厂 

厂房已拆除，土

地已翻整 
染料 

重金属、VOCs、

SVOCs 天津市染料化学

第九厂 

厂房已拆除，土

地已翻整 

2.2.5周边敏感目标分布 

天津石化聚醚部位于程林庄工业区，曾经周边以工业企业为主，

但随着这些企业停产搬迁，部分区域开始作为住宅用地使用，场地周

边敏感目标照片见图 2-22，敏感目标分布见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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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2 敏感目标照片 

福鑫顺养老院 雪莲北里 

雪莲东里 东丽职业教

育学校西院 

翠海佳园 汉拿香邑 

康泽嘉园 程林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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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3 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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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针对调查事实，基于标准方法，应用科学原理和专业判断

进行逻辑推断和解释。报告是基于有限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时

间周期、项目预算及目前可以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出的专业判断。本

报告中的论述只能作为指导性说明使用而不适合作为直接的行动方

案。现场的具体施工方案需要根据本报告的结论及相关方的要求进一

步细化。 

项目进行过程中存在如下限制性条件： 

（1）由本次调查结果发现，现场的拆迁活动对污染分布的影响

非常明显。场地北侧还有部分设备及建筑物未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应

做好防护措施，避免污染进一步扩大。 

（2）由于污染物已经下渗到地下水中，该厂土地水位埋深较浅，

部分区域地下水与地表水连通，污染物会随时间的推移和地下水的流

动不断渗透。这些因素都可能改变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分布。 

综上所述，土壤中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

场地内地下水的流动更会改变土壤污染物的分布，造成污染物向更大

的范围扩散。因此，从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角度，本报告是针对

现阶段调查状况来展开分析、评估和提出建议的，如果评估后场地上

会有自然因素的干扰，可能再次改变污染物的分布状况，从而影响本

报告在应用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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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结论及建议 

11.1结论 

2012 年环境保护部等四部委联合颁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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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被污

染场地需要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治理。天津市环保局 2017 年 7 月发

布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了疑似污染地

块场地调查评估、修复工作的具体要求及管理程序，本项目将严格按

照管理办法开展。 

项目场地——天津石化聚醚部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天津石

化公司，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庄工业区，南靠成林道，北临卫国

道快速，东至外环线，该厂始建于 1962 年，占地约 18.6 万平方米。

原企业主要产品为甘油、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及乙二醇乙醚等。

目地块曾于 2016-2017 年开展了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2016 年场

地调查结果显示该场地土壤、地下水存在污染，环境风险不可接受，

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目前，项目场地面临修复，但 2018 年底《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发布，场地土壤使用的检测方

法及对比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局要求地块修复方使用新标

准限定的方法对其污染状况进行再次核实，以准确反映场地污染状况，

有效指导修复工作开展。 

本项目首先对场地的 2016 年场地调查情况进行了汇总及分析。

收集整理地块基本污染信息，包括地块所在区域环境概况、地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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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地块未来使用规划、原企业建筑分布、生产工艺分析、排

放源及泄漏源分布、相邻地块原企业生产情况、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等，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场地污染概念模型。 

其次，基于 2016 年场地调查及修复方补充调查数据划定了重点

关注区域，在此基础上设计采样方案对土壤、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及检

测。土壤采样点布设使用判断布点法，以核实污染为主、补充调查为

辅，共布设采样点 134 个，共采集土壤样品 1101 个，根据污染状况、

土层性质、PID 数据判断后，送检样品 746 个，包含 79 组平行样。

地下水调查监测井包含场内原有地下水井 82 口及新建监测井 12 口，

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103 个，包含 4 组平行样。 

检测结果显示，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乙苯、间&对-

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2-

二氯丙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4-二氯苯 、萘、氯苯、

氯仿、1,1-二氯乙烷、1,3-二氯丙烷、四氯乙烯有检出并超过对应筛

选值。半挥发性有机物苯酚、2-甲基萘、芴、菲、蒽、荧蒽、芘、苯

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

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二(2-

氯乙基)醚有检出并超过对应筛选值。 

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乙苯、间&对-二甲苯、苯乙烯、

邻-二甲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2-二氯丙烷、二氯甲

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1,2-二氯丙烷、1,1,2-三氯乙烷、

氯苯、2-氯甲苯、4-氯甲苯、1,4-二氯苯、氯仿、萘有检出并超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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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下水标准；半挥发性有机物苯酚、2-甲基萘、苯并(a)蒽、苯并(a)

芘、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二(2-氯乙基)醚、TPH（C10-C40）有检出并

超过对应标准。 

项目对超过标准的污染物进行了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结果显示，

项目场地土壤中苊、芴、蒽、荧蒽、芘、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

酯风险可接受。苯、乙苯、1,2-二氯丙烷、1,2,3-三氯丙烷、1,4-二氯

苯、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

芘、二苯并(a,h)蒽的致癌风险大于 1E-06，致癌风险不可接受。苯、

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1,2-二氯丙烷、1,2,3-

三氯丙烷、苯酚、苯并(a)芘非致癌危害商大于 1，非致癌风险不可接

受。 

地下水样品中苯酚、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风险可接受。

苯、乙苯、1,2-二氯丙烷、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氯仿、萘苯并(a)蒽、苯并(a)芘、1,4-二氯苯致癌风险大于 1E-06，致

癌风险不可接受。苯、甲苯、乙苯、对＆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

烯、1,2-二氯丙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1,2,3-三氯丙烷、氯苯、

氯仿、萘、1,4-二氯苯非致癌危害商大于 1，非致癌风险不可接受。 

多种污染物土壤、地下水人体健康风险均不可接受，需要进行修

复治理。土壤最大污染深度 14m，修复至 14.5m，待修复土方量

926009.36 立方米。地下水修复面积为 143554.73 平方米，覆盖全部

生产区及储罐区，含水层厚度约为 6.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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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建议 

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本项目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中

总石油烃、多环芳烃及卤代烃污染程度超过居住用地风险可接受水平，

需进行修复工作，故对场地相关事宜作出以下建议： 

（1）将场地内土壤清挖外运时，应对清挖外运土壤进行分析并

确保其适宜相关用途，避免使用不当造成危害； 

（2）考虑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施工过程

中如发现超标或其它异常情况应及时采取妥善措施并向环保部门汇

报； 

（3）考虑项目场地污染物迁移扩散情况，建议尽快对该场地制

定修复技术方案，尽快开展修复工作，避免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