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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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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

通知》（京政发〔2016〕63 号）精神，全面掌握土壤环境状况，加强土壤污染

防治，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土壤环境安全。2018 年 5 月，北京市环境保护

局印发了《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通知，切实

推进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和指导重点企业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

作。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企业，并签订了

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因此应开展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 

2 目标任务 

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要求，识别本

企业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并确定其对应的特征污染物，制定

自行监测方案、建设并维护监测设施、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编制年度监测报告。 

3 工作部署 

3.1 部署原则 

（一）针对性原则 

针对企业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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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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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监测方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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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编制依据 

（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42令） 

（2）《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京政发〔2016〕63号） 

（3）《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以下简称

“技术指南”） 

（4）《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5）《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6）《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8）《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656-2009） 

（9）《地下水环境技术监测规范》（HJ/T164-2004） 

（10）《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1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2）《省级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13）《北京市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 

（14）《供水水文地质勘查规范》（GB50027-2001） 

（15）《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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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路线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背景监测点 土壤监测 土壤气监测 地下水监测

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报告

 

图 3.3-1  工作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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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方案 

4.1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4.1.1 资料收集 

搜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内各区域及设施信息、迁移途径信

息、敏感受体信息、地块已有的环境调查与监测信息等（具体见表 4.1-1）。 

表 4.1-1  应搜集的资料清单 

分类 信息项目 目的 获取来源 

企业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地

理位置、企业类型、企业规模、营

业期限、行业类别、行业代码、所

属工业园区或集聚区；地块面积、

现使用权属、地块利用历史等。 

确定企业位置、企业

负责人、基本规模、

所属行业、经营时

间、地块权属、地块

历史等信息。 

企业、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

国土资源、发

展改革、规划

等部门。 

企业内各

区域及设

施信息 

企业总平面布置图及面积；生产

区、储存区、废水治理区、固体废

物贮存或处置区等重点区域平面布

置图及面积；地上和地下罐槽清

单；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线平面

图；工艺流程图；各厂房或设施的

功能；使用、贮存、转运或产出的

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清

单；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收集、

排放及处理情况。 

确定企业和各车间平

面布置及面积；各区

域或设施涉及工艺流

程；原辅材料、中间

产品和最终产品使

用、贮存、转运或产

出情况；三废处理及

排放情况。便于识别

存在污染隐患的区域

或设施及相应特征污

染物。 

企业、环保部

门、安监部

门。 

迁移途径

信息 

地层结构、土壤质地、地面覆盖、

土壤分层情况；地下水埋深/分布/

流向/渗透性等特性。 

确定企业水文地质情

况，便于识别污染源

迁移途径。 

企业。 

敏感受体

信息 

人口数量、敏感目标分布、地下水

用途等。 

便于确定所在地土壤

及地下水相关标准或

风险评估筛选值。 

企业、环保部

门。 

已有的环

境调查与

监测信息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数据； 

其它调查评估数据。 

尽可能搜集相关辅助

资料。 

企业、环保部

门、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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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调查获取企业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6号 

负责人：宋云昌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石油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石油化工设备、石油化工

设备修理及安装；普通货运；技术检测；技术服务。 

生产规模：年生产长城润滑油 3.5万吨，长城防冻液 2.5万吨。 

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 

劳动定员及生产制度：员工总人数 300 人，8 小时工作制度，年工作日 300

天。 

4.1.2 现场踏勘 

在了解企业生产工艺、各区域功能及设施布局的前提下开展踏勘工作，踏勘

范围以自行监测企业内部为主。对照企业平面布置图，勘察地块上所有区域及设

施的分布情况，了解其内部构造、工艺流程及主要功能。观察各区域或设施周边

是否存在发生污染的可能性。 

具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包括但不仅限于： 

1）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域或生产设施； 

2）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贮存或堆放区域； 

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

区域； 

4）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5）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或排放区域。 

4.1.3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目的是补充和确认待监测区域及设施的信息，以及核查所搜集资

料的有效性。访谈人员可包括企业负责人、熟悉企业生产活动的管理人员和职工、

熟悉所在地情况的第三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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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对本章 4.1.1-4.1.3节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根据各区域

及设施信息、特征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途径等，识别企业内

部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及设施，作为重点区域及设施在企业平面布

置图中标记。 

 

4.2 初步布点方案 

由于本企业特征污染物中不存在挥发性有机物的重点区域或设施，因此不进

行土壤气的监测。本次监测工作包括：背景监测点、土壤监测、土壤气监测和地

下水监测。 

4.2.1 背景监测点 

按照“技术指南”要求，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后，应在企业外部

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 1 个土壤/地下水背景监测点/

监测井。背景监测点/监测井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上游，以提供不受

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土壤/地下水质量的样品。在地下水及土壤气采样

建井过程中钻探出的土壤样品，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的背景值进行分析测试并

予以记录。地下水背景监测井应与污染物监测井设置在同一含水层。 

根据区域地下水流场，本次监测工作在所有重点区域的上游布设 1个地下水

背景监测点，布设 1 个土壤背景监测点。 

4.2.2 土壤监测 

按照“技术指南”要求，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 1-3个土壤采

样点。采样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采样点

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

染源。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m 处）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

工作。 

本次监测工作共布设土壤监测点 13个，采表层土壤（0.2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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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土壤气监测 

按照“技术指南”要求，每个以挥发性有机物为特征污染物的重点区域或设

施周边应布设至少 1 个土壤气监测点，具体数量应根据污染源所在区域大小进行

适当调整。 

本次监测工作结合污染物迁移途径和重点区域分布情况，共布设 5个土壤气

监测点。 

4.2.4地下水监测 

按照“技术指南”要求，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地

下水的流向可能会随着季节、潮汐、河流和湖泊的水位波动等状况改变。此时应

将监测井布设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监测井可

以根据厂房及设施分布的情况统筹规划。处于同一污染物迁移途径上的相邻区域

或设施可合并监测。 

本次监测工作结合污染物迁移途径和重点区域分布情况，共布设 6个地下水

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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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测点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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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析测试项目 

按照“技术指南”要求，土壤样品根据特征污染物类别及项目进行测试，本

次土壤样品和地下水样品测试分析项目见表 4.3-1和表 4.3-2。 

表 4.3-1  常见特征污染物类别及项目 

类别 项目 

A1类-重金属8种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类-重金属与元

素8种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A3类-无机物2种 氰化物、氟化物 

B1类-挥发性有机

物16种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氯仿、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二氯

丙烷、三氯乙烯、三氯乙烷、四氯乙烯、四氯乙烷、二溴氯甲烷、溴

仿、三氯丙烷、六氯丁二烯、六氯乙烷 

B2类-挥发性有机

物9种 
苯、甲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氯苯、三氯苯 

B3类-半挥发性有

机物1种 
硝基苯 

B4类-半挥发性有

机物4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类-多环芳烃类

15种 

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

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

苝 

C3类-石油烃 C10-C40总量 

D1类-土壤pH 土壤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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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土壤及地下水样品分析项目 

 

4.4 监测结果分析 

企业应依照本指南要求，设立土壤及地下水的监测点位，开展长期监测工作，

如实记录监测数据并开展统计分析工作，对于以下情况： 

1）监测点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标准中与其用地性质或所属区域相对

应的浓度限值的； 

2）监测点检出相应标准中未列出的特征污染物指标的； 

3）监测点中特征污染物的监测值与背景监测值相比有显著升高的； 

4）某一期间（1 年以上）监测点中同一污染物监测值变化总体呈显著上升

趋势的。 

除能够证明是由于采样、分析或统计分析误差、土壤或地下水自然波动的正

常范围，土壤环境本底值或企业外部污染源产生的污染造成的情况外，均可说明

该污染源已存在污染迹象，此时应立即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措施防

止新增污染；同时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所述方法，启动

土壤或地下水风险评估工作，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或修复措

施，防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 

类别 分析类别 数量（件） 

地下

水 

A1类-重金属 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 8种、A3类-无机物 2

种、 B1 类-挥发性有机物 16 种、B2类-挥发性有机物 9种、 B3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1 种、B4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4种、C1类-多

环芳烃类 15种、C3类-石油烃、地下水 39项 

7 

土壤 

A1 类-重金属 8 种、A2 类-重金属与元素 8 种、A3 类-无机物 2 种、 

B1 类-挥发性有机物 16 种、B2 类-挥发性有机物 9 种、 B3 类-半

挥发性有机物 1 种、B4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4 种、C1 类-多环芳烃

类 15 种、C3 类-石油烃、  D1 类-土壤 pH 

14 

土壤

气 
B1 类-挥发性有机物 16 种、B2 类-挥发性有机物 9 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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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监测报告编制 

企业应当结合重点监管企业年度自行监测报告，增加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相关

内容，并按要求信息公开。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1）监测点位的布设情况； 

2）各点位选取的特征污染物测试项目及选取原因； 

3）监测结果及分析； 

4）企业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