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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位于茌平区振兴街道茌杜

路南侧、朝阳街西侧，中心经纬度坐标为E116.26177°，N36.57604°，总占地面积为

33902m2。 

调查地块2018年5月前一直为闫庄村村庄及农地，2018年6月起，随着闫庄村陆续

拆除，地块随即闲置。该地块于2021年12月27日由茌平区人民政府征收，山东省人民

政府以鲁政土字P〔2021〕123号文件予以批复。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茌杜路

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提出的“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为了遵照法律法规要求，防止地块用地性质变化而引起土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

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原地块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聊

城市生态环境局要求，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担任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要求，成立项目组对地块展开调查工作。本次地块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工

作，第一阶段工作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进

行，在了解地块历史变更、现场探勘、人员访谈、快速检测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第一阶段调查期间，调查单位于2022年6月多次前往调查地块现

场进行勘查，采用摄影、摄像等进行现场记录。采取土壤性状观察、嗅辩等感官判断

方法结合土壤快速检测仪器分析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了定性判断。采用电话访谈、现

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历史使用权人、周边地块工作人员、周边居民、环保主管部

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人员进行访谈，并在踏勘过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土壤样品做

了现场快检。在以上工作基础上，调查单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通过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调查结果显示地块

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该地

块不属于污染地块，调查结束。                项目组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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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1.1.1 调查的目的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现场勘探

识别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初步排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通过PID和

XRF快速检测，初步分析地块环境污染状况。如有必要，通过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

手段，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状况，为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环境管理支持。 

1.1.2 调查原则 

根据地块调查的内容及管理要求，本次地块调查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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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

的设定监测指标，最大限度的反映地块的环境状况，结合该区域未来规划，为地块的

后续地块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目前国内及国际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调查。

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地块现状、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

术水平，分阶段进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逐步降低调查中的不确定性，提高

调查的效率和质量，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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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为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包括2021-

39-1、2021-39-2、2021-39-3、2021-39-4共计4宗地，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振兴街道茌

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地块总面积33902m2，现状土地使用权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现状四至范围为：东至朝阳街，南至临时闲置地，西至开发

中住宅小区，北至临时闲置地。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见图1-1~图1-2。 

 

图1-1  调查地块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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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调查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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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见表1-1。 

表 1-1 调查地块主要拐点坐标 

点名 X 坐标 Y 坐标 

S1 宗地 

J1 4049869.808 39433766.558 

J2 4049866.610 39433797.449 

J3 4049836.578 39433796.084 

J4 4049830.553 39433824.488 

J5 4049832.275 39433832.234 

J6 4049760.835 39433821.906 

J7 4049764.278 39433805.552 

J8 4049764.278 39433759.074 

J1 4049869.808 39433766.558 

S2 宗地 

J1 4049724.279 39433753.491 

J2 4049731.204 39433768.331 

J3 4049722.663 39433807.834 

J4 4049752.557 39433819.578 

J5 4049751.489 39433891.110 

J6 4049787.789 39433896.448 

J7 4049787.789 39433913.530 

J8 4049853.574 39433923.390 

J9 4049845.932 39433997.226 

J10 4049708.438 39433987.800 

J11 4049685.583 39433958.215 

J12 4049709.363 39433832.402 

J1 4049724.279 39433753.491 

S3 宗地 

J1 4049676.045 39433793.306 

J2 4049665.726 39433847.896 

J3 4049644.291 39433961.302 

J4 4049632.078 39433970.737 

J5 4049618.016 39433981.601 

J6 4049594.088 39433979.962 

J7 4049596.846 3943394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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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 4049597.918 39433936.074 

J9 4049577.158 39433932.242 

J10 4049576.472 39433945.121 

J11 4049522.768 39433939.298 

J12 4049468.668 39433931.823 

J13 4049459.377 39433930.974 

J14 4049459.362 39433908.081 

J15 4049576.679 39433910.254 

J16 4049580.667 39433910.327 

J17 4049623.373 39433906.057 

J18 4049626.576 39433866.554 

J19 4049644.725 39433863.351 

J20 4049644.725 39433850.540 

J21 4049663.943 39433847.337 

J22 4049667.146 39433827.051 

J23 4049641.522 39433821.713 

J24 4049646.861 39433795.022 

J1 4049676.045 39433793.306 

注：拐点坐标来自金田产业发展（山东）集团有限公司所出具地块宗地图（2000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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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3 修订，2015.1.1 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8.26 修订，2020.1.1 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5）《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11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3.2 相关规定及政策 

（1）《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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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文件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鲁环发〔2020〕22

号）； 

（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

〔2019〕63号）。 

（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评审工作指南》（鲁环发〔2020〕49号）。 

（6）聊城市生态环境局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聊城市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聊环发〔2022〕1号）。 

1.3.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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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HJ68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2017年第72号)；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

源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1.3.4 其他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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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委托书； 

（2）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记录表； 

（3）《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 

（4）《茌平县隅东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山东华科规划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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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方法 

在本次地块环境调查中，严格按照我国现有的污染地块管理法律法规，以《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2017年第72号)为依据，来组织实施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 

第一阶段调查方法： 

（1）污染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调查、人员访问、快速检测等形式，获取地

块水文地质特征、土地利用情况等基本信息，识别和判断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介质； 

（2）结果评价：参考国内现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明确该地块是否存在污染，

如无污染则调查工作完成；如有污染则需按导则要求进一步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与程度，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全面详细的污染范围数据。 

本次调查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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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本次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图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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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 

地块位置：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中心经纬度坐

标为E116.26177°，N36.57604°，位于茌平区振兴街道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地理

位置见图2-1。 

地块面积：本调查占地面积为33902m2。 

权属情况：地块现状土地使用权属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 

地块边界：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现状四至范围

为：东至朝阳街，南至临时闲置地，西至开发中住宅小区，北至临时闲置地。调查地

块四至照片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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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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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调查地块四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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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环境概况 

2.2.1 地理位置 

聊城市茌平区地处山东西部，聊城市的东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54′至 116°26′

和北纬 36°22′至 36°45′之间，东西宽 46.3 公里，南北长 43.5 公里，总面积 1116.9 平

方公里。东邻齐河县，南连东阿县、东昌府区，西靠东昌府区、临清市，北与高唐县

接壤。茌平区地处国道 105 线与邯济铁路、省道 804 线、济聊馆高速公路交汇处，东

距省城济南市 80 公里，西南距市驻地聊城 35 公里，公路交通条件便捷。 

调查地块位置在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占地面积为 33902 平方米。地

块地理位置图见图 2-1。 

2.2.2 地形、地貌 

茌平区位于黄河下游鲁西平原，西南距聊城 35 公里.因黄河多次在境内的改道中

冲积，形成微度起伏的岗、坡、洼相间地貌，属黄河冲积平原，茌平地势以黄河流向，

自西向东北倾斜，最高点海拔 35 米，最低处海拔 26.5 米，平均坡度 1/15000，土壤

深厚，沙黏相间，地质较均匀。1984 年，土地普查，总面积 167.5 万亩，其中耕地

121.6 万亩，占总面积的 72.6%，人均 2.26 亩，高于全省人平均土地水平。地貌特征

分为九种类型，即：河滩高地，新决口扇形地，高坡地，平坡地，洼坡地，浅平坡地，

沙岗地，河质河槽地和碟形洼地。 

2.2.3 地表水 

茌平区为海河流域集中区，共有徒骇河、马颊河、茌中河、茌新河、四新河等 14

条河流，多系源近流短、季节性间歇河流，主要承担上游和境内排水。地表水系自西

南至东北方向分布，主要有徒骇河水系。 

（1）徒骇河 

发源于山东省莘县文明寨，流经聊城市莘县、阳谷、东昌府、茌平、高唐等五县

(区)，在山东沾化县入渤海，河道总长 410 公里，总流域面积 18090.4 平方公里，干

流从莘县文明寨入境经过市城区东南部，到高唐县李集出境进入德州市，长 169.5 公

里，流域面积 5182.7 平方公里。沿途有金线河、小运河、周公河、小湄河、西新河、

七里河、赵牛河、茌中河、上四新河、羊角河等一些小支流、沟渠。徒骇河季节性特

征极为明显，枯水期主要是污水，只有汛期或引黄尾水能不同程度地对污水进行稀

释。聊城市共有 5 个县、市的工业废水排入徒骇河，上游有莘县、阳谷的污水排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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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游有东昌府区的污水，下游有茌平区的污水。徒骇河在茌平区境内长 28.7 公

里，流域面积 142 平方公里。 

（2）茌新河 

茌新河是 1973 年全区人民自力更生开挖的新河，故名茌新河。茌新河源于韩集

乡蒋庄南，向北经广平乡、振兴街道办事处、温陈乡，在胡屯乡白庄入徒骇河。全长

27.60km，底宽 7m，流域面积 201.60km2，流量 59m3/s。该河道主要功能为泄洪和河

道两侧农田灌溉。 

（3）四新河 

四新河位于徒骇河以东，分上四新河和下四新河。上四新河上起自东阿县葫芦头

村南，向北经聊城市许营、蒋官屯从王店铺西北入徒骇河，河长 36 公里，流域面积

377.4 平方公里，底宽 4-20 米，按“1964 年雨型”排涝标准设计，流量 83m3/s，水深

2-3.5 米。 

下四新河原来上起自茌平区杭庄东，东北经丁块、刁家洼，向北至雷庄，再东北

经冯官屯西北，从石河入高唐县境，再东北至陈营北入禹城县境，与管氏河汇合后，

经苇河入徒骇河。原下四新河聊城地区境长 30.2 公里，流域面积 185.2 平方公里，

底宽 4-12 米，水深 2.5-3 米，排涝流量 56m3/s。因 1973 年挖茌新河，1976 年挖茌中

河，将下四新河截断。下四新河在聊城地区境内，从茌平区阎庄至高唐县陈营北地区

界长 14 公里，流域面积 60 平方公里，河底宽 8-12 米，“1964 年雨型”排涝标准水深

3 米。 

（4）七里河 

七里河也是徒骇河的一个支流，它上起茌平区洪官屯小刘庄南，向北经王菜瓜村

西北，东北折过博临公路至肖庄乡西北，再东北至玉皇庙北入高唐县境，继续东北行

至佟官屯东北入徒骇河，河道全长 34.5 公里（高唐 10.7 公里，茌平 23.8 公里），流

域面积 342 平方公里（高唐 145.7 平方公里，茌平 196.3 平方公里），河底宽：上游

5.0 米，下游 15 米；排涝水深上游 3.3 米，下游 5 米。最大排涝流量 77.6m3/s。 

（5）管氏河 

管氏河源于茌平区广平乡周庄北洼地，向东北至洼李庄穿东（阿）茌（平）公路

和茌中河，又东北经孙桥乡，向北经王老西，在大吕庄西纳普济沟后入高唐县境，经

王官屯西、郭吕庄西，至榆科村东，沿齐河、高唐县边境入禹城县境，与四新河汇合

后，经苇河入徒骇河。聊城地区境内河长（从茌平洼李桥至高唐榆科北地区界）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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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流域面积 353.5 平方公里，河底宽 6.5-17.5 米，水深 3-3.5 米，排涝流量出境

处 83.5m3/s。 

全区年平均过境河渠径流量为 5.73 亿立方米。全区水资源利用量为 22243 万立

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13144 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 9099 万立方

米。根据本地区的地质勘探资料，自耕填土以下包气带地层以粉土和粉质粘土为主，

其富水性和透水性均较好。本地区地下水的主要含水层均系第四系孔隙水，埋深 70m

以上，地层为冲积、湖积相沉积，为潜水-微承压水淡水含水层。 

临近本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为茌中河，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表水图见图 2-3。 

 

2-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表水系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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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区域地质特征 

区域地质构造，地块区域属华北地台的一部分，主要下覆岩（土）性为第三系红

土，砂砾岩与玄武岩。具影响地层稳定性的深大断裂为聊考断裂。本场地位于聊考断

裂带西侧，隶属辽冀台向斜Ⅱ1 内。区域末级构造为新集凸起陷 V3，系拟建区最基本

控制地质单元。 

聊城市高唐县全境以及临清市、冠县、莘县全部、东昌府区的大部、阳谷县小部

分地区处于华北拗陷的临清拗陷区内，茌平县、东阿县的全部及阳谷县的大部、东昌

府小部分地区处于鲁西地块的鲁中隆起区内。 

聊城——兰考断裂北起聊城东北部与齐河一广饶断裂交汇处，向西南经范县至

河南兰考，全长 270km。走向 NEl0o-30o，倾向 NW，倾角 40o-70o。在南段向西弯曲

呈弧形，为西盘下降、东盘上升的正断层。该断层在三叠纪就已存在，侏罗纪-古近

纪活动强烈，新近纪-第四纪亦有轻微活动。它是鲁西地块与华北拗陷的分界断裂。

根据地震物探资料，聊考断裂带在本区的宽度为 6.3m，它的西缘在东昌府区市区，

东缘大致沿小眉河西侧向南至王屯一线。本区段断裂带东侧奥陶系灰岩顶板埋深

800-l000m，西侧 6500-7000m，落差 5000-6500m，倾角 40o-45o。 

临清拗陷区内的杨官屯断裂，北起茌平县杨官屯镇，南到莘县，全长约 55km，

走向北东，倾向东南；堂邑断裂北起高唐县北部，向南过东昌府区堂邑镇，在莘县北

与杨官屯断裂相交后向南西延伸，全长约 145km。 

聊考断裂及其所属次生构造，将本区切割成一系列升降断块，构成了沉积基底的

基本轮廓。 

2.2.5 地震烈度 

根据历史地震资料记载：自公元 1502 年至今，沿聊考断裂带曾发生 5 级以上的

地震达 6 次，最近一次为 1983 年 11 月 7 日菏泽、东明之间发生的 5.9 级地震。地块

区域处于聊考断裂的北段，而且处于相对稳定期，从构造上分析本区发生中强震的可

能性很小。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及《山东省本工程抗震设

防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本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级地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地震加速度

值为 0.10g。 

2.2.6 水文地质 

茌平区区域地下水属于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资源相对较丰富。浅层淡水底界

面 70～80 米，深层淡水层顶界面在 170～260 米。浅层淡水单井喷涌量在 1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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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3/d，砂层累计厚度大于 15 米，地下水流向与地表水一致，自西南向东北，补

给来源主要靠降水入渗、引黄入渗、径流栏蓄、河道漏渗和侧渗补给。 

本区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及深层承压水总的流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均由西南

向东北方向运动，但其补排形式却截然不同：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垂向运动为主，

而水平径流仅在河渠两侧和漏斗范围内才占主导地位；深层承压水则以水平方向的

补给和排泄为主，径流条件很差；另外，潜水、浅层微承压水动态季节性变化明显，

周期性变化规律很强；而深层承压水动态与季节性变化几乎无关，年动态变化比较稳

定。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水，地块勘察期间测到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

4.21～4.62m，平均埋深 4.54m，平均稳定水位标高 24.5m。地下水年变化幅度为 2.0m

左右，以大气降水入渗和地下微量侧向径流为主要补给来源，以人工开采、微量侧向

径流为主要排泄途径，与地表水水力联系密切。地下水受区域内河流影响较大。 

调查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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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区域水文地质图 

比例尺

0 1 2 3 4km

地块位置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地块概况 

 20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2.7 气候气象 

茌平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属半

干旱大陆性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降水少，回暖迅速，光照充足；夏季气温高，雨

量集中，温、湿度大，雨热同季；秋季天高气爽，降水较少，辐射减弱，气温下

降，易出现秋旱；冬季寒冷干燥，雨雪稀少，越冬作物常受冻害。年平均气温

13.1℃，历史年均日照 2740.7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67%，无霜期 193 天；多年平

均降水量 580.8 毫米，降水量季节分布不均，多集中在 6～8 月份，其他月份降水较

少。近三年平均风速为 2.0m/s，近五年平均风速为 1.8m/s，从近三年情况看：春季

的 3、4 月份风速最大为 2.6m/s；9 月风速最小为 1.4m/s。 

近五年以南风(S)为主导风向，近三年均以南南东(SSE)为主导风向，除静风天气

外，该区域盛行风向较为集中，全年以南南东(SSE)风出现频率最高为 15.97%，其次

为南(S)风；西西北(WNW)风出现频率最小。春、夏季以南(S)风出现频率为最高；秋、

冬季以南南东(SSE)风出现频率为最高。 

茌平区降雨量受季风影响显著，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80.8mm，年最大降水量为

1004.7mm。降雨分布特点表现为季节变化大，春季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6%左

右，夏季降水量最为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 55%左右；年际降雨量变化也较大。累年

年均蒸发量为 2106.5mm。 

2.2.8 土壤 

茌平区土壤面积共 91413.8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81.85%。茌平区境内土

壤类型较少，分布较简单。从类型上看共有潮土、盐土和风沙土 3 种土类，其中潮土

为境内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本区地势平坦，土层较厚，沙粘适中，垦殖率高，灌溉

条件优越，适合多种作物生长。 

茌平区属平原地带，植被覆盖度低，地带性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但由于农

垦历史悠久，境内天然植被已很少，除零星分布的自然植被外，主要为栽培植被，具

有明显的次生性质。地表植被多为农作物、人工栽培的用材林、农田林网、四旁树木

和经济林木及次生草木植物群落。 

调查地块内土壤类型为潮土。 

2.2.9 调查地块工程地质条件 

本次调查搜集了《茌平县隅东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山东华

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根据其勘察成果，地块地下水属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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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潜水，勘察期间 45.0m 深度范围内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微承压水，勘察

期间地下水位埋深 3.65（浅坑）~13.88m， 平均 12.94m 左右，绝对高程 15.85m 左

右，地下水年变化幅度 1.00m 左右。据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岩性，各土层的工程性

质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1 层杂填土：杂色-褐黄色，稍湿，松散，主含粉土，含黏土团块，含砖屑、灰渣，

局部含较多建筑垃圾。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30～4.70m，平均 1.71m；层底标高：

19.19～28.42m，平均 27.08m；层底埋深：0.30～4.70m，平均 1.71m。 

2 层粉土：褐黄色-灰黄色，湿，稍密~中密，含云母，夹粉质黏土薄层，向下砂

粒渐高，摇震反应轻微-中等，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场区普遍分布，厚

度：0.40～4.30m，平均 2.16m；层底标高：23.31～26.34m，平均 24.92m；层底埋深：

2.40～5.80m，平均 3.94m。 

2-1 层粉质黏土：棕红色-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含铁锰氧化物，切面光滑，

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偶见分布，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30～1.30m，平均

0.53m；层底标高：24.54～27.90m，平均 26.84m；层底埋深：1.10～4.10m，平均 1.89m。 

3 层粉质黏土：黄褐色-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含粉土颗粒，含铁锰氧化

物，切面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80～4.80m，平均

3.30m；层底标高：20.06～24.30m，平均 21.56m；层底埋深：4.00～9.00m，平均 7.29m。 

3-1 层粉土：褐黄色，湿，中密，含云母，砂粒含量高，摇震反应中等，无光泽

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场区局部分布，厚度：0.50～1.10m，平均 0.74m；层底标

高：22.26～24.14m，平均 23.28m；层底埋深：5.10～6.50m，平均 5.81m。 

4 层粉土：灰黄色，湿，中密，含云母，砂粒含量高，局部近粉砂，夹粉砂层，，

摇震反应轻微-中等，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场区局部缺失，厚度：0.20～

3.40m，平均 1.76m；层底标高：17.66～22.74m，平均 19.83m；层底埋深：0.90～10.50m，

平均 8.97m。 

4-1 层粉砂：褐黄色-灰黄色，湿，中密，主含石英及长石，间夹云母片和少量的

暗色碎屑物，颗粒分选性稍差。场区局部分布，厚度：0.60～3.20m，平均 1.64m；层

底标高：18.23～21.05m，平均 19.67m；层底埋深：7.80～10.80m，平均 9.18m。 

5 层粉质黏土：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土质不均匀，含铁锰氧化物，偶见

姜石，切面稍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70～1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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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6.45m；层底标高：8.67～19.95m，平均 12.61m；层底埋深：7.20～19.60m，平

均 16.18m。 

5-1 层粉土：褐黄色，湿，中密，含云母，土质不均匀，具锈染，摇震反应迅速，

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50～3.60m，平均 1.32m；

层底标高：12.36～19.66m，平均 16.96m；层底埋深：2.50～16.10m，平均 11.81m。 

5-2 层粉砂：灰黄色，湿，中密，主含石英及长石，间夹云母片和少量的暗色碎

屑物，颗粒分选性一般。场区局部分布，厚度：0.60～3.50m，平均 1.27m；层底标高：

10.63～14.90m，平均 13.60m；层底埋深：13.80～17.20m，平均 15.25m。 

6-1 层粉质黏土：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土质不均匀，含铁锰氧化物，偶

见姜石，切面稍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仅 66#、67#孔分布，厚度：3.50～

4.00m，平均 3.75m；层底标高：11.45～12.10m，平均 11.78m；层底埋深：17.00～

17.50m，平均 17.25m。 

7 层粉质黏土：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土质不均匀，含粉砂薄层，含铁锰

氧化物，切面稍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局部缺失，厚度：0.40～9.40m，

平均 3.87m；层底标高：0.39～9.44m，平均 5.64m；层底埋深：15.00～26.70m，平均

23.14m。 

8 层粉砂：灰黄色，湿，中密-密实，主含石英及长石，间夹云母片和少量的暗色

碎屑物，颗粒分选性一般。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40～7.90m，平均 3.05m；层底标

高：0.42～8.82m，平均 3.22m；层底埋深：20.00～28.80m，平均 25.63m。 

9 层粉质黏土：棕褐色，可塑偏硬，无摇震反应，土质不均匀，含粉砂薄层，含

铁锰氧化物，含姜石，切面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00～

7.40m，平均 4.30m；层底标高：-4.92～2.56m，平均-1.03m；层底埋深：26.20～34.00m，

平均 29.86m。 

10 层粉砂：灰黄色-褐黄色，湿，中密-密实，主含石英及长石，间夹云母片和少

量的暗色碎屑物，颗粒分选性一般。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70～14.10m，平均 8.64m；

层底标高：-13.76～-4.50m，平均-10.72m；层底埋深：33.10～41.70m，平均 39.56m。 

10-1 层粉质黏土：棕褐色，硬可塑，无摇震反应，土质不均匀，含粉砂薄层，含

铁锰氧化物，含姜石，切面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场区局部分布，厚度：0.80～

5.30m，平均 2.32m；层底标高：-10.81～-2.10m，平均-7.70m；层底埋深：31.40～

39.30m，平均 36.51m。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地块概况 

 23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 层粉质黏土：灰褐色，硬可塑，无摇震反应，含黑色有机质，含较多姜石，

土质不均匀，切面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该层未穿透。 

工程勘探勘测点位见下图 2-5。典型钻孔剖面图见图 2-6。 

 

图2-5 工程勘探勘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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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典型钻孔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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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块周边环境质量 

2.3.1 环境空气 

根据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2020 年全市空气质量情况的通报》，

2020 年茌平区空气质量情况如下。 

表 2-1  茌平区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

（μg/m3） 

占标率

/% 

达标情

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8 60 0.30  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24 150 0.16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39 40 0.98  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58 80 0.73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54 35 1.54  超标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110 75 1.47  超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97 70 1.39  超标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158 150 1.05  超标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2.3 4 0.58  达标 

O3 
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

第 90 百分位数 
211 160 1.32  超标 

根据收集的茌平区例行监测数据，当地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均达标；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达标；PM2.5

年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均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0.54、0.47；

PM10 年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0.39、0.05；

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达标；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

数超标，超标倍数为 0.32 倍。地块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 

2.3.2 地表水环境质量 

离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为茌新河，茌新河源于韩集乡蒋庄南，向北经广平乡、振兴

街道办事处、温陈乡，在胡屯乡白庄入徒骇河。项目引用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

《2020 年 1-12 月地表水月报及监测数据》。 

表 2-2  2020 年徒骇河南镇东断面 1 月-12 月监测数据均值及评价结果 

时间 
CODcr

（mg/L） 

Ⅳ类标准

（mg/L） 
是否超标 

氨氮

（mg/L） 

Ⅳ类标准

（mg/L） 
是否超标 

2020.1 24 

30 

否 1.81 

1.5 

否 

2020.2 8 是 0.472 是 

2020.3 32 否 0.212 否 

2020.4 20 是 0.107 是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地块概况 

 27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0.5 47 是 0.352 是 

2020.6 35 是 0.383 否 

2020.7 38 是 0.308 否 

2020.8 32 否 0.382 是 

2020.9 37 是 0.980 否 

2020.10 22 是 0.109 否 

2020.11 25 是 0.565 否 

2020.12 26 否 0.455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 1 月-12 月徒骇河南镇东断面 CODcr、氨氮出现不同

程度的超标现象，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质量不能完全满足地表水Ⅳ类标准。 

2.3.3 地下水环境质量 

本地地下水质量现状引用《茌平县信力达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25 万立方米和年产

20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地下水监测数据

（3#郭高村），监测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监测单位：山东衡泰检测有限公司。

监测及评价结果见下表。该点地下水监测及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3 地下水监测结果统计表（单位：除 pH、总大肠菌群外，mg/L）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值 标准值 评价结果 

1 pH 7.26 6.5~8.5 0.17 

2 氟化物（mg/L） 1.09 ≤1.0 1.09 

3 硝酸盐（mg/L） 1.3 ≤20 0.07 

4 硫酸盐（mg/L） 199 ≤250 0.8 

5 氯化物（mg/L） 0.246 ≤250 0.001 

6 菌落总数（CFU/mL） 10 ≤100 0.1 

7 氨氮（mg/L） 0.195 ≤0.5 0.39 

8 耗氧量（mg/L） 4.5 ≤3.0 1.5 

9 总硬度（mg/L） 390 ≤450 0.87 

10 溶解性总固体（mg/L） 1415 ≤1000 1.415 

根据以上结果，地下水监测数据中氟化物、耗氧量、溶解性总固体指标值超标，

其余指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2.3.4 声环境质量 

本地块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本地块周围无重大噪声源，噪声环境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的要求。 

2.4 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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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

为E116.26177°，N36.57604°，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统计了调查地块1000米范围内的村庄、学校等敏感目标，具

体见表2-4，图2-7。 

表2-4 本次调查地块1000米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 

项目 敏感点名称 
与地块相对

方位 

距离

（m）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 

滨河花园 NW 7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及修改单 

正泰领秀苑 NW 690 

民族小学 W 901 

正泰新世纪幼儿

园 
W 850 

祥华家园 W 780 

安居康城 W 970 

南关东嘉后新区 W 850 

锦绣华庭 W 762 

牟庄新村 W 842 

财富城枫景 SW 845 

正泰凯旋城 S 910 

地表水 茌新河 E 690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 类标准 

地下水 周围地下水 /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II 类标准 

声环境 项目周围 1-200m / /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 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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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地块周边1km环境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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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块现状及历史 

2.5.1 地块现状 

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现场踏勘人员2022年3月-4月多次踏勘现场并开展人员访

谈工作。经现场踏勘，该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临时闲置地，西侧为在建住宅

小区，北侧为临时空地及茌杜路。地块内原有村民住宅已全部拆除，地块中部建设

一处东西方向道路，供本调查地块西侧地块开发车辆通行。 

地块现状照片如下。 

 

注：图中各标号对应点的照片见下图 

图2-8 本次调范围及现状标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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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块S1，地块原为林地，已闲置。 ②地块S2，原为农地及村民住宅，住宅已

拆除 

  
③地块S2南部，原为农地及村民住宅，

住宅已拆除。 

④地块S2西部，原为住宅，已拆除。 

  

⑤地块S2、S3中间规划道路，目前为西

侧地块开发车辆运输路 

⑥地块S3北部，原为农用地，现状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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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地块S3西部，原为村民住宅， ⑧地块S3南部，原为农用地 

图2-9 调查地块现状照片 

2.5.2 地块历史 

本次调查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天地图影像分析回顾地块历史，

调查收集了2008-2020年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变化情况，鉴于调查地块历史用途清

晰，信息明确，本调查根据天地图历史影像资料，摘取具备最大清晰度的年份影像做

分析，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被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表 2-5。 

表2-5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历史情况 

调查

地块 

时间轴 地块利用情况 利用时间 备注 

-2018年5月 
地块为闫庄村农地及住

宅 
— 

根据人员访谈、天地

图历史影像图判断 

2018年6月-至今 
村民住宅拆除后地块随

即闲置 
— 

根据现场勘察、人员

访谈、天地图影像判

断 

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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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1年9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注：2008.4-2011.9、2011.9-2014.4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比例尺

0 50 100 150m

图  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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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6年6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注：2014.4-2016.6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农用地

农用地

林地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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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7年9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农用地

农用地

林地

闫庄村

农用地

农用地

林地

闫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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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9年5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不再进行农作物及树木种植，地

块随即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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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

林地

闫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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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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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不再进行农作物及树木种植，地

块随即闲置 

2021年4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不再进行农作物及树木种植，地

块随即闲置。地块未开工建设 

图2-10 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对比图 

农用地

农用地

林地

闫庄村

农用地

农用地

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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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E116.26177°，N36.57604°，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

侧、朝阳街西侧。 

2.6.1 相邻地块现状 

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该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闲置地，西侧为在建住宅小

区，北侧为茌杜路及农用地。现状照片如下。 

 

东侧朝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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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闲置地 

 

西侧在建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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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茌杜路及农用地 

 

 

N

调
查
地
块

茌  杜  路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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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勘察、历史影像图查询，本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

况如下表2-6。 

表2-6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表 

时间轴 周边地块利用情况 备注 

-2017.3 
调查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西侧为

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根据人员访谈、天地图历史

影像判断 

2017.3-

2018.5 

调查地块东侧为朝阳街，朝阳街东建设朝阳小

学，地块南侧为林地，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

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根据人员访谈、天地图历史

影像判断 

2018.5-至今 

调查地块东侧为朝阳街，朝阳街东建设朝阳小

学，地块南侧为林地，西侧闫庄村住宅拆除，

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根据人员访谈、天地图和历

史影像判断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详见图2-11。 

 

2008年4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11年9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注：2008.4-2011.9、2011.9-2014.4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比例尺

0 50 100 150m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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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16年6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注：2014.4-2016.6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2017年3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17年11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

地，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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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19年5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南侧为林地，

西侧闫庄村住宅拆除，北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20年5月，地块东侧为朝阳街，路东为在建朝

阳小学，南侧为林地，西侧为闫庄村住宅，北

侧为茌杜路及农地 

2021年4月，地块北侧、东侧、西侧为农用地，

南侧为小桑村民房 

图2-11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对比图 

由以上历史影像图以及人员访谈可知，本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

污染型企业存在，用途主要为农地、道路及村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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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茌杜路

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见图 2-12。 

 

图 2-12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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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为了解本地块的用地历史沿革，分析地块历史使用活动可能对本地块产生的污

染情况，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调查单位踏勘人员于

2022 年 6 月期间多次前往地块现场进行勘查，采用摄影、摄像等进行现场记录。通

过现场勘查笔记的方式进行勘查记录，搜集调查地块相关环境管理、土地管理等资

料。采用电话访谈、现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历史使用者，地块周边居民、地块现

在使用者、环保主管部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人员进行访谈，充分调查该地块历史

及现有资料，为本次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3.1 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 

3.1.1 地块资料收集 

本调查阶段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下表。 

表3-1 资料收集情况表 

资料 获取途径 收集情况 资料名称及用途 

宗地图（勘界

测绘图） 
委托单位提供 已获取 

本调查地块勘测定界图。用以判定调查范围，

确定拐点坐标以便开展调查工作 

地块总体规划 资料收集 已获取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

（2003-2020）；判定地块规划用途 

环境管理资料 -- 未获取 -- 

土地权属变更

资料 
委托单位提供 未获取 -- 

地块历史使用

情况 

地图历史影

像、人员访谈 
已获取 

根据地块使用历史，判断可能的主要污染物及

关注区域 

历史映像卫星

图 
天地图 已获取 盘点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使用过程变更情况 

3.1.2 地块资料分析 

通过本调查所收集到的有关调查地块使用历史、土地权属、周边地块使用资料、

地块周边历史影像资料分析，本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该地

块面积 33902 ㎡，现状土地使用权属人为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该地块规划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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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用地。根据该地块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及相关资料收集，调查地块无工

业生产史。本地块具体规划建设住宅小区。 

调查地块 2018 年 5 月前为闫庄村住宅、农用地，2018 年 6 月起，地块内原有建

筑物拆除，地块随即闲置。调查期间，地块内堆积少量原有地上构筑物拆除过程中产

生的建筑废弃物，无外来污染物堆存，仅在地块南部有一东西方向车辆通行道路。 

本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均为农用地、住宅，地块内建设道路对本调查地块无

影响。 

3.1.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调查收集了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历史影像图，结合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调

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生产企业，无工业污染存在。仅在调查地块东侧

朝阳街东存在少量零散小型养殖户，无其他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 

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影像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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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调查地块周边1km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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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历史影像结合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成果，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历史

及现状均不存在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只在地块东侧100m外有一个零散养殖户，养

殖羊、兔等，该区域自2007年前为农地，后续陆续种植蔬菜大棚，自2015年左右陆续

建设彩钢瓦房，少量区域养殖羊、兔。 

养殖区域照片如下： 

  

根据以上分析，本调查重点分析养羊场养殖过程中对地块的影响，以点带面分析

周边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对本地块的影响情况。 

3.1.3.1 养殖散户 

调查地块东侧 100m 外有零散养殖户，该区域自 2007 年前为农地，后陆续种植

蔬菜，自 2015 年左右蔬菜大棚拆除后陆续建设小养殖场，属于畜牧饲养业。以下根

据现场踏勘及相关人员访谈、资料收集情况分析该项目经营过程中对本次调查地块

的影响。 

1) 主要原辅料 

肉羊养殖主要的原辅材料用量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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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类别 名称 来源 

饲料 

粗饲料 当地收购 

精饲料 当地采购 

新鲜水（m3/a） 

生活用水 

自备井 羊饮用水 

清洗用水 

2) 工艺流程 

 

图 3-2 项目营运期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简述： 

(1)根据饲料要求，将切断的粗饲料与破碎后的玉米精饲料等(添加矿物质、维生

素各种添加剂)充分混合而得到一种营养平衡口粮，由人工将混合饲料送至饲料槽供

肉羊食用。 

(2)待肉羊长至标准要求即可流入市场进行销售。 

3) 主要污染工序 

1、废气 

养羊场废气主要为羊粪、羊尿贮存和污粪处理过程挥发的氨、硫化氢等恶臭物

质、饲料加工过程产生的粉尘等。 

（1）恶臭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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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场产生的羊粪、羊尿暂存于各个养殖场内具备防渗硬化的储存池内，暂存后

定期清理外运农用。 

（2）饲料加工过程产生的粉尘 

粉碎机出料口会产生少量粉尘，主要产品为土壤颗粒物及饲料颗粒物，对土壤不

构成污染源。 

2、废水 

该区域内有多个居住户，人员居住产生生活污水。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职工生

活污水。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SS 和氨氮。职工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定期

外运，不会对周围地表水产生不利影响。 

项目羊舍及粪便临时贮存场所地面采用混凝土浇筑，并做防渗及防溢流处理、防

雨淋处理，暂存后定期清理外运农用。 

3、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羊粪便。 

区域内的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送垃圾处理站处理，不对外随意排放。羊粪便暂存

后定期清理外运农用。 

4) 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小结 

经以上对调查地块东侧少量养殖散户养殖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产排

情况的分析，该项目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为主要成分为恶臭及粉尘，废气通过大气沉

降对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羊尿，该养殖场已做好防渗硬化措施。生活

污水经过养殖场内化粪池处理后定期外运，羊尿与羊粪在养殖场暂存后定期清理外

运农用。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调查地块西侧的养牛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通过空气沉

降、地下水径流、固废淋溶对本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无其他

可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 

3.1.4 资料分析小结 

经上文对本调查搜集到的有关地块使用历史，周边地块使用历史资料的分析，调

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均为住宅及农用地使用。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其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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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的影响可

以忽略。 

经本调查对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使用情况的分析，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历

史及现状均不存在污染型工业企业，只在地块东侧100m外有一个零散养殖户区域，

本调查以点带面，以养羊场为例分析了调查地块周边地块使用的情况，分析了其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情况，经分析，其污染物通过空气沉降、地下水径流、固废淋溶

对本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污染物无其他途径可引起本调查

地块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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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场踏勘情况 

接受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后，调查单位现场勘查人员多次前往地块现

场进行勘查。采用土壤样品观察、嗅辩等感官判断方法，结合地块内原有土壤快速

检测仪器分析定性判断方法。采用摄影、摄像和现场勘查笔记的方式进行勘查记

录。本次踏勘投入设备如下： 

表 3-3 现场踏勘所用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 型号 数量 

1 PID HoneywellPGM7300 1台 

2 XRF EXPLORER9000 1台 

3 无人机 LIZRH500 1台 

4 拍照设备 / 2台 

5 表层土剥离铲 / 2把 

6 采样木铲 木质 1把 

3.2.1 地块情况及周边环境 

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东侧最近的主干道为朝阳街，调

查期间地块内原有住宅均已拆除，地块已无农作物种植情况。 

由于地块内原有构筑物拆除，地块内存留少量建筑废弃物，本调查地块所包含的

三宗地内原土大部分未扰动。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污染痕迹、开挖土壤无异味，地块

内土壤类型为棕色壤土。 

根据人员访谈，至调查期间地块无外来土壤回填情况，无外来污染物堆存情况。 

现场踏勘照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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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地块S2北部踏勘 

  

2022年6月，地块S2南部踏勘 2022年6月，地块S2北部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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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地块南部踏勘采样 2022年6月，地块南部踏勘采样 

 

地块S1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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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部航拍 

图 3-3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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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壤快速检测结果 

2022 年 6 月 11 日，调查单位现场踏勘人员前往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

（2021-39 宗地）地块进行土壤现场快速分析检测，采用设备为 XRF（EXPLORER9000

手持式光谱仪）和 PID（Honeywell PGM7300）现场快检，采样工具包括不锈钢铲、

木铲等。 

PID 检测仪即光离子气体检测仪，PID 系列检测仪能实时检测大气、水以及土壤

中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VOCs 为主），包括从一个碳（如二氯甲烷）到十个碳（如

萘）的绝大部分 VOCs，测量精度可达到 1ppm（百万分之一）甚至 1ppb（十亿分之

一）数量级，本次使用的 PID 型号为：Honeywell PGM7300，该设备使用半年左右会

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本调查期间使用过程中设备

示数正常。 

XRF 检测仪即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是一种快速的、非破坏式的物质测量方法。

X 射线荧光是用高能量 X 射线或伽玛射线轰击材料时激发出的次级 X 射线，主要检

测重金属，本次使用的 XRF 型号为：EXPLORER9000。该型号手持式光谱仪具有自

校正功能，开机过程即完成自动校正，且该设备采用强度校正法，具有多种测试模式

设置和无限数目模式的自由添加，内置强度校正方法，可校正几何状态不同和结构密

度不均匀的样品造成的偏差。 

调查人员在调查地块内部不同位置原土未受到扰动处取得典型土壤样品 12 份，

同时在地块外东侧农地取得同类型土壤场外对照样品 1 份。 

本次现场快检共取得土壤样品 13 份进行现场快筛，PID 和 XRF 仪器现场操作

步骤如下： 

① 将土壤放入干净的塑料袋等容器，密闭（容器上部保留部分空容积），适度

揉碎土样，揉碎 10min 后振摇约 30s，静止 2min； 

② 先打开 PID 仪器，进入测试准备状态；将 PID 探头深至自封袋约 1/2 顶空处，

紧闭袋口，使仪器进入测试状态，数秒记录最高读数； 

④记录测试结果，使仪器返回测试准备状态，准备测试下个样品； 

⑤PID 测试完成后，打开 XRF 仪器，进入测试准备状态； 

⑥将 XRF 测量口紧压塑料袋（含土壤样品），使仪器进入测试状态； 

⑦记录测试结果，使仪器返回测试准备状态，准备测试下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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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位置见图 3-4。 

 
图 3-4 快速检测点位图 

采样成果表见表3-4。 

表3-4 快检样品采样点位信息表 

编号 位置 位置坐标 情况说明 

1# 

地块内 

116.26012°E，36.57718°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2# 116.26038°E，36.57697°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3# 116.26057°E，36.57679°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4# 116.26020°E，36.57675°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5# 116.26045°E，36.57655°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6# 116.26007°E，36.57652°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7# 116.26192°E，36.57701°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8# 116.26237°E，36.57693°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9# 116.26179°E，36.57658°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0# 116.26225°E，36.57624°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1# 116.26178°E，36.57601°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2# 116.26097°E，36.57608°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比例尺
0 10 20 30

:调查范围

40m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污染识别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8  

13# 对照点 116.26392°E，36.57826°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采样及快检照片摘录如下：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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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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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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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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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测结果如下表。 

表 3-5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点位 
采样深度

（米） 

现场筛选值 土壤特性 

PID 

(ppm) 

XRF（mg/kg） 颜色、质地、气味、

含水情况 As Cd Cr Cu Pb Hg Ni 

地块内 

1# 0.2 0.1 9 ND 56 37 25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2# 0.2 0.1 8 ND 47 27 26 ND 22 棕色壤土、无异味 

3# 0.2 0.2 9 ND 52 37 23 ND 18 棕色壤土、无异味 

4# 0.2 0.1 10 ND 53 49 28 ND 20 棕色壤土、无异味 

5# 0.2 0.2 9 ND 47 37 25 ND 11 棕色壤土、无异味 

6# 0.2 0.1 9 ND 32 40 24 ND 20 棕色壤土、无异味 

7# 0.2 0.2 9 ND 50 28 24 ND 20 棕色壤土、无异味 

8# 0.2 0.1 9 ND 46 26 24 ND 20 棕色壤土、无异味 

9# 0.2 0.2 9 ND 53 34 25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10# 0.2 0.3 9 ND 56 36 24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11# 0.2 0.2 9 ND 57 36 25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12# 0.2 0.1 9 ND 47 37 23 ND 20 棕色壤土、无异味 

对照点 13# 0.2 0.2 9 ND 44 27 26 ND 19 棕色壤土、无异味 

检出限 -- -- 0.1 2 2 2 1 1 1 1 -- 

现场快检原始记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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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对比分析：根据以上土壤快检结果，本次调查地块内所采集 12 个土壤

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最大值为 0.3ppm，Cd、Hg 的检测浓度均小于检出限

（2mg/kg）；As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9-10mg/kg；Cu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27-49mg/kg；

Cr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32-57mg/kg；Ni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10-22mg/kg；Pb 的检测浓

度范围为 23-28mg/kg。 

场外清洁对照点各因子检出浓度为挥发性有机物：0.2ppm，Cd、Hg 的检测浓度

均小于检出限（2mg/kg），As：9mg/kg；Cu：27mg/kg；Cr：44mg/kg；Ni：19mg/kg；

Pb：26mg/kg。 

本调查地块所取代表性 12 个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无机盐离子检测浓度较地块外

清洁对照采样点 13#点位无异常快检数据，13 个采样点位中各监测因子 Cr、Mn、Cd、

As、Cu、Ni、Pb 均无异常快检数据，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

使用过程中基本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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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踏勘小结 

根据本调查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地块

东侧紧邻朝阳街，地块内原有地上构筑物均已拆除农用地不在进行作物种植，地块内

部有东西向临时道路，供地块西侧在建住宅区物料运输使用。 

地块平整后覆盖防尘绿膜，地块内大部分原土未扰动。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污染

痕迹、开挖土壤无异味，地块内土壤类型为棕色壤土。踏勘期间未发现污染痕迹，地

块内无各类槽罐和管线。经对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踏勘，地块周边无地表水径流，调

查地块现状周边无可疑污染源。 

踏勘期间在地块内取得典型未受扰动土壤 12 份、对照样品 1 份进行现场快检，

根据土壤快速检测结果，地块内所取 12 个土壤快检样品中重金属和无机盐离子检测

浓度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 13#点位无异常数据，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

明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基本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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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员访谈开展情况 

3.3.1 人员访谈记录 

接受地块环境调查委托后，我单位采用电话访谈、现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工

作人员、周边居民、地块原使用者、环保主管部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进行访谈。 

部分人员访谈照片如下： 

  

 

图3-5 部分人员访谈照片 

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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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反馈情况统计 

地块名称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 

地块地理位置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 中心坐标 E116.26177°，N36.57604° 

地块联系人姓名 张蓓 联系方式 15192168858 

被访谈人 性别 联系电话 对象类型 单位 
访谈 

时间 
访谈结果概况 

周卉 女 
0635-

7106815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聊城市生

态环境局

茌平区分

局 

2022.6.11 
调查地块内历史及现状均不存在工业生产现象，无工业企业污染，本地块及相

邻地块主要为生活功能区，地块周边无大型企业 

张蓓 女 1519216885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部门 

茌平区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2.6.10 
调查地块权属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历史上未从事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原为农

用地和村庄建设用地使用，可提供调查地块宗地图及茌平区城市总体规划图 

张蒙 男 13780712645 
周边地块

使用者 

茌平土法

集团 
2022.6.11 

整个片区分为A/B/C三个片区，本调查地块所包含的三宗地位于B/C片区，据

了解本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仅在东部有少量农地，其他均为住宅。地块内原有

建筑物拆除后地面覆盖绿膜 

孙科 男 15865773344 
地方人民

政府 
振兴街道 2022.6.11 

本地块及周边区域均无工业生产过程，朝阳小学南侧区域原为蔬菜大棚，近几

年有几家养殖户，为农户自养，不成规模 

潘高升 男 18963518969 
地块周边

居民 
前曹村 2022.6.11 

地块内为村民住宅及少量农地，农地种植小麦和玉米，自2018年闫庄村拆迁后

A区随即开工建设住宅，本区域内西部地块原为粮食晾晒场，后期闲置后陆续

种植少量树木 

冯若文 男 18563551622 
地块历史

使用者 
闫庄村 2022.6.11 

调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期间无工业企业污染源产生，整个片区均为企业，主

要为生活功能区，朝阳小学南侧原有几家零散养殖户现在也已不让养殖，本区

域环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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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守申 男 13256354695 
周边地块

使用者 
地块门岗 2022.6.11 

地块历史及现状无工业生产过程，本地块大部分原为住宅，仅在朝阳街西侧有

少量农地，地块周边均为工业企业，朝阳小学为新建学校，其南侧原为蔬菜大

棚，无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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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人员访谈分析及小结 

3.3.2.1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 

根据以上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2018年5月前一直为闫庄村村民住宅及农地，

仅在地块东部、朝阳街西侧边缘有少量农地。2018年6月起，随着闫庄村陆续拆除，

地块平整后覆盖绿膜，地块随即闲置。该地块于2021年12月27日由茌平区人民政府征

收。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其他可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历史使用过

程中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的影响可以忽略。 

3.3.2.2 周边潜在污染源 

根据以上人员访谈结果，地块所在区域为村民住宅、农地为主，无污染型企业

存在。结合现场踏勘结果，地块内及周边无化工厂、冶炼厂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或活动。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的情况，不存在各类槽

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地块现场未发现工业生产产生的固废、危险废物，未发现

管线和沟渠情况。 

地块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信息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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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一致性分析 

本次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关联性分析见下表。 

表3-7 信息一致性分析 

关注的问

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地块用地

历史 

天地图自 2008 年-

2021 年 5 月历史影

像资料显示该地块

为村庄及少量农用

地，农地部分用作农

作物种植，部分区域

种植杨树 

地块南侧为闲

置地，北侧为茌

杜路，东侧为朝

阳街，西侧为在

建隅东片区 A

区住宅 

调查地块 2018 年 5

月前为闫庄村农用

地及村庄，农地部

分历史使用过程中

种植小麦、玉米及

树木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

过程中无工业生产

使用历史，只要为

住宅及农地 

地块历史

用地企业 

天地图、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

该地块没有企业存

在 

地块无存在工

业企业迹象，现

状为在建住宅

区 

地块历史上没有企

业存在，均为农用 

地块历史及现状使

用过程中均没有工

业企业存在 

地块潜在

污染源 

①天地图历史影像

资料显示该地块历

史上没有企业生产

史； 

②甄别历史影响资

料未发现外来堆土

或不明废弃物特征 

现场无污染痕

迹。地上构筑物

拆除，地面平整

后地块覆盖绿

膜 

地块历史上无企业

生产史，地块无外

来污染物堆放，无

土壤污染隐患 

地块没有外来污染

物，无潜在污染情

况 

地块周边

潜在污染

源 

地块及相邻地块均

为农地，地块周边

1km 范围无污染型

企业存在 

现场踏勘期间，

未见地块污染

痕迹，未见污染

痕迹 

周边 1000m 不存在

污染型生产企业和

其他可能污染的隐

患，地块周边仅存

在几家不成规模零

散养殖户，对调查

地块无影响 

周边 1km 范围内地

块历史及现状使用

过程对本地块无污

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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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污染识别总结 

1) 地块内污染因子识别 

经上文分析，调查地块2018年5月前为闫庄村农用地及村庄，农地部分历史使

用过程中种植小麦、玉米及树木，地块无外来污染物堆放。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其他可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历史使用

过程中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的影响可以忽略。 

2) 地块外污染因子识别 

经本调查分析，调查地块相邻地块无工业生产过程，地块周边1km地块历史及

现状使用过程中无污染型企业生产过程。 

结合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成果，调查地块周边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对调查

地块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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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和分析 

4.1 调查结果 

经对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进行的第一阶段调查，

可得出以下结果： 

（1）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

侧、朝阳街西侧，占地面积为33902㎡，中心经纬度为：E116.26177°，N36.57604°。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茌杜路南侧、

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 

（2）调查地块2018年5月前为闫庄村农用地及村民住宅，2018年起地块内原有

构筑物拆除，地块平整后覆盖绿膜，地块随即闲置。该地块现状土地使用权人为茌平

区人民政府。 

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史，经过对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地块现状和

历史使用情况的分析，地块周边地块使用过程中对调查地块无影响。 

（3）本调查地块内1#～13#点位土壤检测数据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19#点

位检测数据无明显异常，各监测因子Cr、Mn、Cd、As、Cu、Ni、Pb无数据异常点位，

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未对本调查地块土

壤产生影响。 

（4）综上所述，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使用过程

中未受到污染影响，满足规划用地需求。 

 



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结果和分析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2 

4.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材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快检，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

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

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等多因素影响。 

（1）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间以及地块当下

情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地块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2）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项目完成

后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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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受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茌平区茌杜

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工作。调查单

位依据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管理要求和技术规范，开展了资料收

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土壤现场快检工作。本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总结如下： 

（1）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位于茌平区茌杜路南

侧、朝阳街西侧，占地面积为33902㎡，中心经纬度为：E116.26177°，N36.57604°。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茌杜路南侧、

朝阳街西侧（2021-39宗地）地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 

（5）（2）调查地块2018年5月前为闫庄村农用地及村民住宅，2018年起地块内

原有构筑物拆除，地块平整后覆盖防尘绿膜，地块随即闲置。 

（3）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生产史，相邻地块无污染物迁移至该处。经对地块

周边1km范围内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情况的分析，本调查重点分析了地块东侧零散不

成规模养殖户养殖过程中污染物的产排污情况，经分析，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

通过空气沉降、地下水径流、固废淋溶对本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的影响可以忽

略，污染物无其他途径可引起本调查地块土壤污染。 

（4）本调查地块内1#～12#点位土壤快检数据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13#点位

检测数据无明显异常，各监测因子Cr、Mn、Cd、As、Cu、Ni、Pb无数据异常点位，

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未对本调查地块土

壤产生影响。 

通过本调查对地块及周边区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调查结果显示地

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该

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当前环境质量满足规划用地要求，调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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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基于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在该地块使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

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2）后续施工过程中加强对土壤和地下水的保护，若发现存在未查明的污染

因素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活动并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上报，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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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附件 1：委托书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讯地址：茌平区振兴西路 1766 号 

联系人：张培 

接受委托单位：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内容：编制《茌平区茌杜路南侧、朝阳街西侧（2021-39 宗

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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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征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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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岩土工程勘察资料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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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土壤快检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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