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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概况 

1.1.1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石景山区北辛安社区，东至首钢集团

特殊钢公司用地，南至石景山路，西至北辛安路，北至阜石路，整个

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约 140.9 公顷，规划建设南北两个商务区，中间布

置商品房和安置房，主要对区域内房屋、企业等实施征地拆迁，建设

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燃气工程、热力工程、通信工程

以及场地平整等。 

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再开发利用

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 2014 年第 78 号公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

复工作指南（试行）》要求，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环保意见函》（2015 年 7 月 31

日），对项目中涉及到的首钢电机厂、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北

京第一低压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原厂区组织开展场地调查评估。 

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委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

究所进行“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涉及到的相关工业场地进行场地

环境评价工作。并编制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是石景山区重点民生工程，冬奥会组委会周边

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涉及拆迁工程量较大，拆迁难度较大，开发工

期压力较大。为了加快项目进展，经过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石景山

区环境保护局沟通，并取得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及 675、669、688、689 地块环评审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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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复函》（石环函[2018]7 号），同意将该项目按照北京安泰兴业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地块分成 17 个地块进行验收及效果评估，地块之间以

道路中心线为地块边界线，其中 681 地块属于《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

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场地范围内 17 个地块之一，各地块以道路中心

线为边界。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土方量总计约为 22.68 万 m
3，其中污染土

方量为 19.86 万 m
3，非污染土方量为 2.82 万 m

3。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

目清挖 1m 深的基坑清挖坑底面积为 103779m
2，2m 深的基坑清挖坑底

面积为 62159m
2，3m 深的基坑清挖坑底面积为 17251m

2，4m 深的基坑

清挖坑底面积为 8085m
2，5m 深的基坑清挖坑底面积为 6981m

2，6m 深

的基坑清挖坑底面积为 387m
2，各区域清挖深度较浅，结合现场环境条

件，采用放坡清挖，坡度为 1:0.5~1。根据各区域的位置关系，将古城

西路以北区域需要清挖的区域分为 8 个部分，具体位置关系及编号见

图 1.1-1，各地块以道路中心线为边界。 

污染土壤清挖运输过程应与项目拆迁进度及开发进度进行结合，

在本项目污染土壤开始清挖运输施工之前，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

域已基本具备清挖条件，因此在污染土清挖过程中，对现有道路古城

西路以北区域涉及 7 个地块，进行整体清挖运输。截止 2018 年 2 月 1

日，1#~8#基坑均已清挖完毕，其中 681 地块涉及到的基坑为 1#基坑。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涉及到的 7 个完整地

块（684、681、680、694、690、685、692）以及 646、698 地块中的

一部分，包括 1#~8#基坑，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地块、基坑以及

污染范围见图 1.1-1 所示。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3 

表 1.1-1 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整体清挖情况 

地块名称 
场地调查土

方量（m
3） 

非污染土量 

（m
3） 

扩挖量

（m
3） 

实际清挖土

方量（m
3） 

备注 

古城西路

以北区域

7 个完整

地块 

680 42322.73 1492.33 2779.64 46594.7 清挖完毕 

681 24603.61 3303.11 2958.48 30865.2 本项目地块 

684 7443.91 0 283.99 7727.9 清挖完毕 

685 1046.8 268.23 232.47 1547.5 清挖完毕 

694 11125.65 0 306.55 11432.2 清挖完毕 

690 94061.54 1498.51 18124.15 113684.2 清挖完毕 

692 550.45   423 未清挖完 

合计 181154.69   212274.7  

在项目开始时，现有古城西路以北区域已具备清挖条件，施工过

程中进行统一清挖，污染土从 2017 年 9 月 8 日正式开始运输，2017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17 日，清挖 681、684 地块，10 月 17 日至 11 月

27 日，清挖 680 地块；10 月 7 日至 12 月 3 日清挖 690、685、692 地

块；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3 日清挖 694、646 地块。截止 2017 年

12 月 3 日，古城西路以北区域全部清挖运输完毕。 

从 2017 年 12 月 7 日，施工单位根据扩挖方案，截止 2018 年 2 月

1 日，验收检测超标范围内污染土壤全部清挖完毕。 

本次效果评估对象为 681 地块清挖阶段，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

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681 地块修复土方量为

24603.61m
3。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4 

 

图 1.1-1 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污染范围及基坑编号 

古城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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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681 地块 

681 地块基本处于整体地块的西部位置，地块总体占地面积约

18118.595m
2，本次评价范围面积约 10576.4996m

2，主要占用首钢煤料

堆场部分用地，该地块四至东侧临 680 地块，南侧临 694 地块，西侧

684 地块，北侧临 676 地块，道路中心线为地块边界线，681 地块中心

点坐标为 39°54′54.18″N，116°09′39.42″E，具体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北辛安项目 681 地块地理位置图 

681 地块的主要污染物为 PAHs（苯并[a]芘、苯并[a]蒽、二苯并[a, 

h]蒽、苯并[b]荧蒽、茚并[1,2,3-cd]芘）及重金属砷，经核算，第一层

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0456.97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456.97m

3，

第二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0599.9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599.92m
3，第三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950.5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

方量为 1950.52m
3，第五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596.2m

2，污染土壤修

681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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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土方量为 1596.2m
3。681 地块总污染土修复面积为 24603.61m

2，修

复土方量为 24603.61m
3，其中，PAHs 污染土方量为 17373.94m

3，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方量为 7229.67m
3，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修复面积、修

复方量及污染物种类统计见表 1.1-2，681地块修复范围如图 1.1-3所示，

681 地块各层污染土壤修复范围如图 1.1-4~1.1-7 所示。 

表 1.1-2 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统计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土方量（m

3） 污染物种类 

第一层（0-1m） 
1 3227.295 3227.295 PAHs 
2 7229.674 7229.674 PAHs 和砷 

小计  10456.97 10456.97  
第二层（1-2m） 1 10599.92 10599.92 PAHs 
第三层（2-3m） 1 1950.52 1950.52 PAHs 
第五层（4-5m） 1 1596.2 1596.2 PAHs 

合计  24603.61 24603.61  

 

 
图 1.1-3 681 地块修复范围 

 
图 1.1-4 第一层（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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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第二层（1~2m） 

 
图 1.1-6 第三层（2~3m） 

 
图 1.1-7 第五层（4~5m） 

 

1.2 项目由来 

为落实国家环保部《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环发[2008]48 号)以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

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 151 号)中的相关要求，该项

目建设单位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按照北京市污染场地修复相关

程序，相继开展了该地块的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方案、工

程实施方案、监理、验收等工作，项目参与方情况见表 1.2-1。 

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委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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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进行“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涉及到的相关工业场地进行场地

环境评价工作，2016 年 7 月，《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

报告》取得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批复文号为京环[2016]344 号，2016

年 10 月，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

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

依据 2016 年 7 月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的《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

地环境评价报告》（批复文号为京环[2016]344 号）和石环函[2018]7

号，拆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

并报环保局备案。 

2017 年 8 月，受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依据《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

场地修复技术方案》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论证会的方案报环保局备案，根据《石

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和石

环函[2018]7 号，拆分出《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

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并报环保局备案。 

为保证污染土壤修复效果，受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工程监理单位，北京金隅红树

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项目施工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为本项目环境监理及验收单位。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之要求，治理与修复效

果评估应包括治理与修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治理与

修复效果监测结果、评估结论及后续监测建议等内容。 

2018 年 11 月，受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华夏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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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土壤修复项目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本

次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阶段为污染土清挖阶段效果评估。北京华夏博

信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在接受项目评估工作委托后，对国家和地方土壤

污染防治政策、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要求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开

展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等工作，并根据相关文件、资料，编制完成

了《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

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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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项目参与方情况 

建设单位：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 

序号 编制时间 工作内容 编制/实施单位 完成内容 完成情况 

1 2016 年 6 月 场地环境调

查与风险评

估 

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 

取得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批复文号

为京环[2016]344 号，包含北京安泰兴业

置业有限公司 17 个地块 

2 2016 年 6 月 
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 

依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

评价报告》和石环函[2018]7 号拆分 

3 2016 年 10 月 

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技

术方案 

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

案》 

2016 年 9 月 27 日召开专家评审会，通过

专家论证，包含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

公司 17 个地块 

4 

2017 年 8 月 

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实

施方案 

北京金隅红树林

环保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实施方案》 

2017 年 8 月 11 日组织专家论证会，与会

专家一致同意该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5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 

依据《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和石

环函[2018]7 号拆分 

6 
2017 年 9 月

~2018年 11月 

修复实施单

位 

北京金隅红树林

环保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挖运报告》 
已完成 

7 
2017 年 9 月

~2018年 11月 
工程监理 

北京中城建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工程监理报告》 
已完成 

8 
2017 年 9 月

~2018年 11月 
环境监理 

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环境监理报告》 
已完成 

9 
2017 年 9 月

~2018年 11月 

环境验收（清

挖阶段） 

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81 地块污染

土壤修复阶段性环境质量监测验收报告》 
已完成 

10 
2018 年 11 月

~12 月 

效果评估（清

挖阶段） 

北京华夏博信环

境咨询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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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依据 

2.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15 年 04 月，2016

年修订)； 

(3)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 年 08 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 

(6)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0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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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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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9)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2008

年 6 月)； 

(10) 《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环发[2007]151 号，2007 年 7 月)； 

(11) “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

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京环保固字[2004]328 号，2004 年 7 月)； 

(12)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

办[2004]47 号，2004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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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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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2006 年 11 月)； 

(15)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0 年 11 月)； 

(16)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1 月)； 

(17)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6 年 12 月)； 

2.2 标准规范 

(1)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 656-2009)； 

(2) 《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DB11/T 783-2011)； 

(3)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导则》(DB11/T 1279-2015)； 

(4)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5)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6)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7)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4)； 

(8)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9)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及其修改单； 

(12) 《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503-2007)； 

(13)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

境保护部 2014 年 11 月）。 

2.3 项目相关资料 

（1）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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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项目环保意见函》（2015 年 7 月 31 日）； 

（2）《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及北京市环境

保护局批复（京环函[2016]344 号），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6 月； 

（3）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

染场地修复及 675、669、688、689 地块环评审批问题的复函》（石环

函[2018]7 号）； 

（4）《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及专家评

审意见，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10 月； 

（5）《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实施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8 月； 

（6）《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 

（7）《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 

（8）《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挖运报告》，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9）《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工程监理报告》，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2018

年 9 月； 

（10）《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环境监理报告》，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8 年 8

月； 

（11）《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81 地块污染土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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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环境质量监测验收报告》，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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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污染概况 

3.1 地理位置 

681 地块基本处于整体地块的西部位置，地块总体占地面积约

18118.595m
2，本次评价范围面积约 10576.4996m

2，主要占用首钢煤料

堆场部分用地，该地块四至：东侧临 680 地块，南侧临 694 地块，西

侧临北辛安路，北侧临 675 地块，道路中心线为地块边界线，681 地

块中心点坐标为 39°54′54.18″N，116°09′39.42″E，地理位置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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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环境概况 

3.2.1 地形地貌 

项目所在地地处北京西部山前向平原过渡地带，西部为北京西山

基岩出露地区，东部为广阔的北京冲洪积平原区。 

本区域地质构造发育，断裂构造包括八宝山断裂、黄庄－高丽营

断裂、永定河断裂、东北旺－昆明湖断裂等。地层出露比较齐全，除

个别地层因构造影响缺失外，从元古界至新生界地层均有出露。前第

四系地层主要出露于西部山区，地层多以北东东向延伸，新生界的第

三系地层分布于八宝山断裂南部，并被第四系所覆盖。地层由老至新

包括蓟县系(Zj)、奥陶系(O)、石炭系(C)、二叠系(P)、侏罗系(J)、白垩

系下统(K1) ，见图 3.2-1。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17 

 

图 3.2-1  项目所在区域基岩构造图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北京城区以西的石景山区，地层岩性比较简单，

主要由单一的砂卵石组成。目前大致分为四个土层：人工填土层、轻

亚粘土层、卵石层、基岩层。调查区域地层岩性的垂直分布概况见图

3.2-2。 

（1）人工填土层：成分比较复杂，由砖瓦块、碎石及粘性土组成。

灰~杂色，稍湿~湿，松散。该层没有层次规律，厚度在调查区域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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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是不相同的，从 0.5~2.0 m 不等。 

（2）轻亚粘土层：冲积形成含少量小砾石，黄~褐黄色。稍湿~湿，

可塑~硬塑。厚度为 1.0 m 左右，在调查区域各个位置有差别。 

（3）卵石层：该层分布稳定。卵石成分为石英岩、辉绿岩等硬质

岩石。卵石粒径 20~80 mm，最大超过 100 mm，含量大于 60%，磨圆

度较好，多呈亚圆形。该层杂色，稍湿，密实，由沙充填。该地层也

是地下水的含水层，在冲洪积扇顶部潜水区，砂卵石裸露于地表，直

接接受地表水补充，该地层平均厚度 40 m，地下水埋深在 20 m 左右。 

（4）基岩层：局部顶面有薄层强风化物，呈土状，一般为中等风

化，呈块状，黄绿色。 

 

图 3.2-2 场地所在区域地层岩性的垂直分布图 

3.2.2 气候气象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区的西部，属华北平原温带大陆季风型气候，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受季风影响形成春季干旱多风、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

据北京观象台近十年观测资料，年平均气温为 13.1℃，历史极端最高

气温 42.6℃(近年为 41.9℃，1999 年)，历史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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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为零下 17.0℃，年平均气温变化基本上是不变，近二十年最大

冻土深度为 0.80m。 

石景山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626mm，降水量的年变化大，年内分配

不均，汛期（6-8 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80％以上。旱涝的周期

性变化较明显，一般 9-10 年左右出现一个周期，连续枯水年和偏枯水

年有时达数年。近十年来以 1994年年降雨量最大，降雨量为 813.2mm，

1999 年年降雨量最小，降雨量为 266.9mm。 

石景山区月平均风速以春季四月份最大，据北京气象台观测，石

景山区最大风速达 3.6m/s；其次是冬、秋季，夏季风速最小。春季风

向以西北风最为突出，秋季为西南偏南风为主。 

3.3.3 地下水条件 

（1）区域地下水赋存情况 

石景山区地处海河流域，永定河是最重要的过境河，从石景山区

的西南边缘流过．因历史上的永定河含沙量极大，致使石景山区河段

早已成为“地上河”，自官厅、珠窝、三家店水库建成后，已近断流。

永定河引水干渠自西向东横穿石景山区中部。 

石景山区诸山除八大处为背斜外，其他均属向斜，储水地层均为

砂页岩石层，储存方式为裂隙与孔隙水，基本以泉水形式出露。泉水

的分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与断裂、断层有关——泉水分布在断

裂线上；二是与侏罗系南大岭组的玄武岩分布有关——泉在玄武岩与

砂页岩接触带上。 

石景山区山前为坡、洪积形成的粉土、碎石；近永定河冲积扇顶，

因河流沉积具有分选性特征，造成河流沉积物的粒径分布具有水平分

带现象，永定河河床附近的砾石平均粒径为 20～40 厘米，远离河床的

东南部（八宝山、衙门口、黄庄），砾石平均粒径约 10 厘米。石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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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表土厚度一般在 1 米到 2.5 米之间，最薄处仅 0.5 米（山前地带表土

较厚，约 5～10 米，质地较粘重，有夹石层）；质地多为透水性较好

的沙壤及棕壤。 

石景山区的平原区是由永定河冲积物组成的山前倾斜平原，西部、

北部稍高，东部、南部略低。包含砂卵石、砂砾石、中粗砂含砾及薄

层粘性土。按其岩性、结构特征及富水性，大致可划为五个区，此次

评价区域位于 I 区，如图 3.2-3 和图 3.2-4 所示： 

①Ⅰ区(＞5000m
3
/d)，主要分布于永定河冲洪积扇地区。第四系厚

度 30-150m，颗粒由粗变细，含水层岩性为砂卵砾石为主，含水层累计

最大厚度 50-70m。 

②Ⅱ区(3000-5000m
3
/d)，主要分布在永定河冲洪积扇近边缘地区，

含水层主要为砂卵砾石组成，含水层厚度为 30-50m。 

③Ⅲ区(1500-3000m
3
/d)，主要分布在永定河冲洪积扇边缘地区及

山区边缘地带，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砂卵砾石夹中粗砂，含水层厚度一

般为 20-30m。 

④Ⅳ区(500-1500m
3
/d)，主要分布在山区边缘地带，一般无含水层，

仅在砂粘夹砾石中含水且水量小。 

⑤Ⅴ区富水性不均一，主要分布在山前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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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区域第四系水文地质图 

 

图 3.2-4  石景山水屯-马家堡（A-A’）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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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西高东低。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地

下径流和地表降雨，区域地下水径流方向为由西、西北方向，流向东、

东南方向。70 年代后受地下水开采影响，局部流向有一定变化。近年

的调查资料表明，该层地下水埋深已经在 55-60m 左右，含水层单层厚

度较大，岩性以砾石、卵石为主，累计厚度 30m 左右，渗透系数

500-600m/d，是原工农业井的主要开采层。 

区域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是大气降水入渗补给，河渠入渗补给、农

田灌溉入渗补给，在山区与平原交界地带山区基岩测向径流补给第四

系地下水。大气降水入渗对含水层的补给受地形、地貌、包气带岩性、

厚度、降水性质、植被和建筑的影响。 

（2）区域地下水利用情况及敏感度分析 

区域地下水的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主要是水厂水源地开采，其

次为下游径流排泄以及少量的潜水蒸发，第四系地下水向东部径流排

泄。 

 

图 3.2-5 调查区周边水厂位置示意图 

根据资料显示，调查区域目前位于石景山区地下水源保护范围的

二类保护区。如图 3.2-5，在东偏北距离大概 2.5km 处为杨庄水厂，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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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其它水厂距离相对较远。调查区域位于杨庄水厂的地下水源补给区，

但杨庄水厂主要通过深层基岩井采集区域深层承压水，深层承压水层

与浅层第四系含水层之间有相对较厚的基岩层阻隔。因此，从区域地

下水的开采利用情况来看，本场地浅层地下水的环境敏感性相对较低。

北京市石景山区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如图 3.2-6。 

 

 

 

 

 

 

 

 

 

 

 

 

 

 

 
图 3.2-6 北京市石景山区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图 

3.3 用地历史、现状及规划 

本项目区域内管线设施分布如图 3.3-1 所示。场地的地下管线主要

为地下电缆、雨水排水沟、自来水给排水管线、热力管线；地下构筑

物有地下防空洞、化粪池等；煤气管道在首钢停产后已停用，生产用

水管线在首钢停产后已停用。 

根据调查区域内近 10 年来的卫星图像的变化情况，初步判断场地

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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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利用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调查区域内场地使用情况如下。 

 

图 3.3-1 本项目区域内管线及设施分布示意图 

（1）首钢电机厂 

 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为农田。 

 1958 年开始，为首钢化肥厂用地，利用首钢焦化厂净化后的煤

气进行再次脱硫过程，生产合成氨化肥。 

 1979 年该厂区逐步停产。 

 1990 年初，该厂区划归首钢电机厂使用，主要进行电机维修和

生产。 

（2）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 

 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为农田。 

 1958 年开始，为首钢化肥厂用地，利用首钢焦化厂净化后的煤

气进行再次脱硫过程生产合成氨化肥。 

 1979 年，首钢化肥厂逐步停产。该区域仍旧作为首钢焦化煤气

处理厂的煤气脱硫厂房，对首钢焦化厂净化后的煤气进行再次

脱硫，后续进入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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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以后，煤气脱硫停产，场区搁置。 

 2011 年该厂区划归首钢建设总公司使用，首钢建设总公司在原

有厂房基础上进行翻修改建，将原有厂房改建为现有办公楼进

行使用，并将该厂区作为公司的办公基地。 

3.3.4 用地现状及建构筑物保留情况 

从历史图片上看，调查的场地经历了一些变更，主要是在首钢建

设总公司古城基地内；现在的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原为首钢的煤

气脱硫站，首钢搬迁后，该场地在 2010 年左右划归首钢建设总公司使

用；从 2011 年开始，首钢建设总公司陆续将原厂房改造成为办公楼，

将原煤气脱硫站改建成了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 

 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为首钢建设总公司下属公司的办公场

所；原脱硫厂房经过修缮后改为办公楼； 

 首钢电机厂厂房完好，主要进行大型电机的维修； 

 项目所在区域目前已全部拆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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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项目区域状况 

3.3.5 用地规划 

依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681 地块规划内容，如图 3.3-3。调查

场地区域内未来规划为住宅用地。

2018 年 

681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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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用地情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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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调查与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北辛安棚

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进行风险评估，场

地土壤中的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超出可接受水平，需要对场地进

行修复，修复中主要的关注污染物是砷、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

(b)荧蒽、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等。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计

算了修复目标值，其中建议砷的修复目标值为 20mg/kg；苯并(a)蒽、

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的修复目标

值分别是 0.5mg/kg、0.2 mg/kg、0.5 mg/kg、0.05 mg/kg、0.4 mg/kg，详

见表 3.4-1。 

表 3.4-1 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单位：mg/kg） 

目标污染物 
修复目标

计算值 

a 北京市

风险筛选

值 

b 美国联邦土

壤筛选值 

美国超级基

金场地区域

筛选值 

c 管

制值 

建议修复

目标值 

砷 0.3 20 0.39 0.68 120 20 

苯并(a)蒽 0.4 0.5 0.9 0.2 55 0.5 

苯并(a)芘 0.04 0.2 0.09 0.02 5.5 0.2 

苯并(b)荧蒽 0.4 0.5 0.9 0.2 55 0.5 

二苯并(a,h)蒽 0.04 0.05 0.09 0.02 5.5 0.05 

茚并(1,2,3-cd)芘 0.4 0.2 0.9 0.2 55 0.4 

注：a、风险筛选值是指北京市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居住用地） 

b、引用的国外筛选值是指居住用地情景下的经口暴露风险筛选值（最大暴露途径） 

c、引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2018 年 08 月 01 日实施）

中表 1 管制值第一类用地，满足“5.3.6 建设用地若需采取修复措施，其修复目标应当依据

HJ25.3、HJ25.4 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确定，且应当低于风险管制值”中的要求 

681 地块的主要污染物为 PAHs（苯并[a]芘、苯并[a]蒽、二苯并[a, 

h]蒽、苯并[b]荧蒽、茚并[1,2,3-cd]芘）及重金属砷，经核算，第一层

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0456.97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456.97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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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0599.9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599.92m
3，第三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950.5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

方量为 1950.52m
3，第五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596.2m

2，污染土壤修

复土方量为 1596.2m
3。681 地块总污染土修复面积为 24603.61m

2，修

复土方量为 24603.61m
3，其中，PAHs 污染土方量为 17373.94m

3，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方量为 7229.67m
3，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修复面积、修

复方量及污染物种类统计见表 3.4-2。 

表 3.4-2 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统计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土方量（m

3） 污染物种类 

第一层（0-1m） 
1 3227.295 3227.295 PAHs 
2 7229.674 7229.674 PAHs 和砷 

小计  10456.97 10456.97  
第二层（1-2m） 1 10599.92 10599.92 PAHs 
第三层（2-3m） 1 1950.52 1950.52 PAHs 
第五层（4-5m） 1 1596.2 1596.2 PAHs 

合计  24603.61 24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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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复方案 

本章节主要引用《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中的修复方案、定位测量、

清挖施工、污染土运输、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和验收等方案内容，后文

章节会对本章节内容一一进行分析和落实，并对实际落实情况进行相

应总结。 

4.1 修复实施方案 

681 地块的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苯并[a]芘、苯并[a]蒽、二苯

并[a, h]蒽、苯并[b]荧蒽、茚并[1,2,3-cd]芘）及重金属砷，依据《北辛

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对该场地的技术筛选及评

估，结合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往污染土处置经验，

全部采用水泥窑共处置技术进行修复，符合《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要求，本项目总体修复技术路线如图 4.1-1 所

示，其中，本报告效果评估对象为污染土壤清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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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总体修复技术路线（红色虚线范围内为本效果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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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修复目标值 

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

及《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 681 地块》，场地污染修复目标值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单位：mg/kg） 

目标污染物 砷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蒽 茚并(1,2,3-cd)芘 

修复目标值 20 0.5 0.2 0.5 0.05 0.4 

4.1.2 修复范围及修复量 

根据不同深度修复面积的成图叠加，经计算，681 地块的主要污染

物为 PAHs（苯并[a]芘、苯并[a]蒽、二苯并[a, h]蒽、苯并[b]荧蒽、茚

并[1,2,3-cd]芘）及重金属砷，经核算，第一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0456.97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456.97m

3，第二层污染土壤修

复面积为 10599.9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0599.92m

3，第三层污

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950.5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950.52m

3，第

五层污染土壤修复面积为 1596.2m
2，污染土壤修复土方量为 1596.2m

3。

681 地块总污染土修复面积为 24603.61m
2，修复土方量为 24603.61m

3，

其中，PAHs 污染土方量为 17373.94m
3，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方量为

7229.67m
3，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修复面积、修复方量及污染物种类统

计见表 4.1-2，修复范围见表 4.1-3~4.1-6，681 地块各层污染土壤修复

范围如图 1.1-4~1.1-7 所示。 

表 4.1-2 681 地块各层污染物统计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土方量（m

3） 污染物种类 

第一层（0-1m） 
1 3227.295 3227.295 PAHs 
2 7229.674 7229.674 PAHs 和砷 

小计  10456.97 10456.97  
第二层（1-2m） 1 10599.92 10599.92 PAHs 
第三层（2-3m） 1 1950.52 1950.52 P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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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层（4-5m） 1 1596.2 1596.2 PAHs 
合计  24603.61 24603.61  

表 4.1-3 污染土壤第一层修复面积及节点坐标（修复深度 0-1m）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区域节点坐标 

1 3227.295 

483693.463，305501.939；483771.555，305534.665 

483791.998，305499.954；483769.898，305504.977 

483745.114，305474.552；483726.410，305467.670，

483712.292，305469.968 

2 7229.674 

483712.292，305469.968；483743.986，305416.154 

483847.538，305405.652；483791.998，305499.954 

483769.898，305504.977；483745.114，305474.552 

483726.410，305467.670 

合计 10456.969  

表 4.1-4 污染土壤第二层修复面积及节点坐标（修复深度 1-2m）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区域节点坐标 

1 10599.918 

483847.772，305405.254；483743.756，305416.545 

483715.541，305464.451；483712.292，305469.968 

483693.463，305501.939；483693.431，305501.992 

483692.535，305503.513；483692.524，305503.541 

483770.773，305535.992；483771.023，305535.568 

483771.555，305534.665；483791.998，305499.954 

483847.772，305405.254 

合计 10599.918  

表 4.1-5 污染土壤第三层修复面积及节点坐标（修复深度 2-3m）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区域节点坐标 

1 1950.520 

483693.431，305501.992；483735.660，305519.484 

483739.391，305516.297；483742.577，305512.566 

483748.164，305499.079；483747.018，305484.526 

483742.577，305475.810；483731.477，305466.329 

483726.944，305464.451；483715.541，305464.451 

483693.431，305501.992 

合计 1950.520  

表 4.1-6 污染土壤第五层修复范围信息表（修复深度 4-5m） 

修复区域 修复区域面积（m
2） 修复区域节点坐标 

1 1596.2012 

483776.020，305502.078；483779.944；305501.735 

483783.749，305500.715；483787.319；305499.051 

483790.546，305496.791；483793.331，305494.006 

483795.591，305490.779；483797.255，30548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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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798.275，305483.404；483798.618，305479.480 

483798.275，305475.556；483797.255，305471.751 

483795.591，305468.181；483793.331，305464.954 

483790.546，305462.169；483787.319，305459.909 

483783.749，305458.245；483779.944，305457.225 

483776.020，305456.882；483772.096，305457.225 

483768.291，305458.245；483764.721，305459.909 

483761.494，305462.169；483758.709，305464.954 

483756.449，305468.181；483754.785，305471.751 

483753.765，305475.556；483753.422，305479.480 

483753.765，305483.404；483754.785，305487.209，

483756.449，305490.779；483758.709，305494.006 

483761.494，305496.791；483764.721，305499.051 

合计 1596.2012  

4.2 污染土壤测量定位方案 

4.2.1 测量定位依据和要求 

4.2.1.1 定位依据 

（1）《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2）《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出具的标高基

准点位置及控制点坐标。 

4.2.1.2 任务要求 

污染场地的修复范围是根据土壤污染调查结果和针对场地具体特

征条件确定的场地修复目标值，在自然邻域法插值确定的场地污染物

分布范围的基础上，结合监测点的位置、生产设施分布情况以及污染

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和现场的污染判断而最终确定的。因此，在开始对

污染土壤进行清挖前，需要准确定位污染范围，以保证污染土壤能够

被彻底清理。本工程的污染土现场定位以《北京市导线点成果表》测

定各控制桩点精确坐标值，建立闭合导线虚拟控制网，再根据施工控

制网测设污染土壤分布各拐点坐标。并根据高程基准点实时监控清挖

深度直至清挖达到设计要求。 

4.2.1.3 施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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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执行测量规范，遵守先整体后局部的工作程序，先确定

平面控制网，后以控制网为依据，进行各污染土壤分布拐点的精确定

位放样； 

（2）必须严格审核测量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坚持现场定位与计算

工作同步校核的工作方法； 

（3）测量工作执行自检、互检、复核合格后再报检的工作制度； 

（4）测量方法要简捷，仪器使用要熟练，在满足工程需要的前提

下，力争做好省工省时省费用； 

（5）明确为工作服务，按图施工，质量第一的宗旨；紧密配合施

工，发扬团结协作、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4.2.1.4 测量组织机构及仪器 

根据本项目基本情况拟配备一个测量班组完成本项目的测量工作，

测量班组为三人，测量小组应和相关部门紧密配合，进行测量工作的

校验，同时服从项目技术负责人领导。 

4.2.2 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流程和定位方案 

4.2.2.1 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流程 

污染土壤现场定位包括平面位置的定位以及立面标高的定位。 

本项目污染土壤平面分布范围是以北京市坐标系统坐标数据进行

划定的区域，每层污染土壤清挖之前需进行精确的拐点定位，因此，

本方案主要以《北京市导线点成果表》中数据做为定位数据，向本工

程所在地区域测设控制桩点，以控制桩点形成虚拟控制网，再以该控

制网为依据精确定位污染土分布范围各拐点。 

污染土壤立面定位是指在清挖施工过程中对各层标高进行的实时

监控定位，本项目中的清挖深度控制基准点是指业主方指定的清挖区

域周边道路中心线某点高程，在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利用水准仪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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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清挖深度，防止出现清挖不到位或超挖等现象。 

4.2.2.2 污染土壤定位方案 

在清挖施工前，项目部测量人员根据图示污染物的修复范围，确

定其平面及高程位置，并做好标记。对于表层污染土，在污染土壤平

面位置标记好之后，请现场监理或者业主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进行

清挖，清挖完毕后请现场监理或者业主进行再次复验。对于非表层的

污染土壤，根据污染物所在的深度，在挖掘到相应的深度并现场平面

定位完毕后，请现场监理或者业主进行平面和高程的复验，复验合格

后，才能开始清挖工作。 

本工程清挖深度的高程基准点（即后视点）为清挖区域周边道路

中心线上的点，在向基坑内引测标高时，首先联测高程控制网点。经

联测确认无误后，方可向基坑内引测所需的标高。即架设好水准仪后，

以基准点为后视点，根据设计深度计算出清挖层底部高程读数，用人

工清理的方式铲至设计深度标高。为保证竖向控制的精度要求，对所

需的标高基准点，必须正确测设，在同一平面层上所引测的高程点，

不得少于三个。并作相互校核，校核后三点的较差不得超过 3mm，取

平均值作为该土层施工中标高的基准点，基准点应根据基坑情况设置

在较稳定位置。所标部位，应先用水泥砂浆抹成一个竖平面，在该竖

平面上测设施工用基准标高点，用红色三角作标志，并标明绝对高程

和相对标高，便于施工中使用。用钢尺作为传递标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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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清挖过程的标高引测操作示意图 

4.2.3 测量定位管理措施 

4.2.3.1 测量定位管理制度 

测量定位工作是保证污染土壤精确清挖的基础工作，是各施工阶

段的先导性工作，也是各阶段竣工验收的主要内容，是保证工程的水

平位置、高程符合设计要求与施工的依据。搞好测量定位管理工作是

保证正常施工和工程质量的前提。本工程测量班组的组长负责本组测

量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并保证向技术负责人及现场监理或者业主

提供完整的测量资料和有关数据。所有测量班组成员均应有国家相关

部门核发的操作证，保证持证上岗。 

4.2.3.2 测量仪器管理 

（1）工程中所使用的测量仪器、设备都应按国家各类设备检定规

程规定的周期、方法、准则在国家授权的计量单位进行检定。 

（2）仪器的存放应由专人管理，不得随意摆放，管理员应建立仪

器管理台帐，内容主要包括：型号、数量、检定时间、搬运、收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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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 

（3）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杜绝冒险、违章操作。 

（4）仪器、工具的存放地点应有防尘、防潮、防晒、防震、防冻、

防高温的措施，以保持干燥通风、整洁、安全。精密仪器箱内应装有

有效的干燥剂。 

4.2.3.3 测量工作中的安全保证措施 

（1）为保证人身和仪器的安全，应按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办法严

格执行。 

（2）在行车的道路中设测站时，应安置醒目的防车标志。 

（3）在测站上的观测人员不能离开仪器，同时应避免测站周围的

不安全因素（或其它施工影响）给测量人员及仪器带来的安全隐患。 

4.3 污染土壤现场清挖方案 

4.3.1 工程目标 

安全目标：确保污染土壤处置达到修复目标值的要求，同时确保

污染土壤的清挖清除和处理处置的各个阶段的人员安全和环境安全，

防止产生污染转移和二次污染，并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环境产生远期的

污染隐患。保证工程施工过程无安全事故发生。 

质量目标：合格。按照国家环保部及北京市环保局要求，彻底解

决土壤污染问题，不留环境与安全隐患，保证场地长期使用的安全性。

工程施工方面保证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验收合格。 

工期目标：高效合理安排工程进度，充分综合考虑气候条件、场

地条件，科学管理，协调统一，确保按规定的工期完成全部土壤的处

置工作。 

环保目标：坚决杜绝二次污染，严格控制污染土壤流失，确保污

染土壤清挖到位，运输途中无遗撒、处置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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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现场清挖施工内容 

根据本工程污染场地现场情况，将本次污染场地现场清理及运输

工作任务划分为如下四个子任务，并以各项子任务进行合理分工，确

保工程目标的实现： 

(1)施工准备； 

(2)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测量； 

(3)分层清挖、运输； 

(4)验收。 

污染土壤现场清理及运输工艺流程： 

 

图 4.3-1 污染土壤现场清理及运输工艺流程 

4.3.3 清挖原则 

根据本项目场地污染范围与清挖区域分布情况，污染土壤清挖方

案应尽量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1） 尽量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表层清挖，后进行深层清挖； 

（2） 先清挖易清挖、不受场地设施影响区域；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41 

（3） 由于土壤中的污染物含 SVOCs，清挖过程易挥发迁移至大

气中，因此尽可能采用密闭措施，减少污染物无组织向大气中逃逸。

同时，做好清挖工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4.3.4 清挖方案 

4.3.4.1 路基、房基破除 

681 地块主要包含首钢电机厂、首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两个厂区，

厂区内仍会存留较大工程量的路基基础和房屋基础，破除量较大，通

过前期调查，部分场地内道路采用的是钢渣路基，强度较大。 

项目进场后，须尽快根据污染区域测量放线，确定污染区域内剩

余路基基础和房屋基础的工程量，并安排自带炮锤的反铲挖掘机进场

进行破碎，过程中安排专人喷水降尘，降低扬尘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破碎后的石块、砖块或混凝土块须满足水泥厂接收要求。 

4.3.4.2 分区域分层清挖 

本地块清挖最深处为 5m，清挖深度较浅，清挖主要以垂直清挖为

主，在底层不稳定区域，采取放坡清挖方式。 

4.3.5 清挖流程 

清挖流程如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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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土壤淸挖流程 

4.3.6 土方清挖的注意事项 

（1）分层清挖，边挖边检查坑底宽度及坡度，不够时及时修正，

每层清挖完后应及时进行侧壁土样检测，待检测结果显示挖到位后方

可进行修坡、支护，否则需继续清挖，直至检测合格为止。挖至要求

深度时，要进行槽底验收，确保污染土清挖到位。 

（2) 清挖时如有水或雨季应做好基坑排水，确保清挖过程中的土

体和基底的干燥，保持基底强度及完整性不受破坏。 

（3) 基坑顶面周边严禁堆载。 

（4）加强现场管理设专人指挥，及时指导施工，合理安排好施工

工序。 

（5）实行信息化施工，加强施工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

并开展相应的措施解除报警。 

4.3.7 清挖完基坑自检测验收 

污染土壤原地清挖后应对产生的基坑进行验收，以确保污染土壤

均已清除。本场地污染土壤采用分层分区域清挖的方式进行清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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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挖完达到设计高度的基坑进行侧壁和坑底验收。验收依据北京市发

布的《污染场地验收技术规范》（DB11/T783-2011）及《场地环境监

测技术导则》（HJ25.2-2014）中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布点采集土壤样

品，并送有资质单位进行检测，依据检测分析结果，对不达标点位周

围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状进一步观察分析，排除异常值的干扰并重新

界定继续深挖的面积和深度；最终完成全部场地内土壤环境质量的所

有自检测工作，保证污染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达标。 

4.3.7.1 验收方案 

4.3.7.1.1 验收依据 

（1）《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2）北京市《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DB11/T783-2011）。 

4.3.7.1.2 验收内容 

污染土壤经过水泥窑共处置技术处置后，变为符合产品质量的水

泥，不需要进行验收，因此仅需要对清挖后的基坑进行验收。  

清挖完毕后基坑验收包括坑底验收和侧壁验收两部分，其目的是

判定基坑清挖是否到位，即基坑外壁是否还存在污染土壤，分析修复

区域是否还存在污染，验收指标为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物，验收标准

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中所确

定的修复目标值。 

4.3.7.1.3 验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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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验收流程图 

4.3.7.1.4 验收项目及标准 

（1）验收项目 

清挖完毕的基坑底部及侧壁土壤验收项目包括：砷、苯并（a）蒽、

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和茚并(1,2,3-cd)芘。 

（2）验收标准 

基坑底部及侧壁土壤验收标准如表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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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基坑底部及侧壁土壤验收标准 

 

4.3.7.1.5 样品采集及保存 

本项目土壤样品包括 SVOCs 多环芳烃和重金属砷，针对不同污染

物质采用不同的样品采集和保存方式。  

针对 SVOCs 多环芳烃和重金属砷采用常规采样方法，直口玻璃瓶

保存。现场使用 XRF 对土壤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样品采集

与保存方法见下表。  

表 4.3-2 现场样品采集与保存方法 

 

4.3.7.1.6 自检测与验收样品数量 

681 地块清挖后作为一个单独地块进行验收，根据 681 地块边界线

与清挖后形成的基坑，681 地块坑底布点数量见表 4.3-3，共需要布设

28 个坑底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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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681 地块底部采样点数量

 

 681 地块清挖后形成的基坑侧壁布点数量见表 4.3-4，共需布设 19

个侧壁采样点。 

表 4.3-4  681 地块基坑侧壁采样点数量 

 

4.3.8 基坑待检区域的维护措施 

4.3.8.1 安全维护措施 

清理后的基坑，做好安全维护，做好警戒区域的划分，防止对裸

露基坑的干扰，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1）坑边堆置材料、土方、移动运输工具和机械不应离槽边过近，

距坑槽上部边缘不少于 2 米。 

（2）夜间施工时，施工现场应有足够照明设施，照度应符合相关

要求，参与夜间施工的人员必须穿着反光背心，并限制车辆行驶速度，

并派专人进行，以确保安全。 

（3）每天应对周围环境及建筑物进行巡视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应

及时上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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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挖过程中应及时对边坡位移与沉降进行观测，发现异常及

时停止施工并上报处理。 

（5）清挖完毕的基坑，基坑周边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周围用警

戒线进行维护，防止人员、机械进入。 

4.3.8.2 基坑雨季防护措施 

（1）根据本工程的场地情况，基坑周边准备应急防水沙袋，严防

外部雨水进入基坑。 

（2）斜坡坡面用彩条布覆盖，坡面会顺着彩条布流至坑底，这样

防止斜坡土滑坡。 

（3）基槽到底后，及时修筑导水沟，在基坑四个角落设置四个集

水坑，集水沟与集水井应铺设塑料布等防渗措施，布置水泵，用潜水

泵直接将集水坑内收集的水排到场地以外，确保雨水能及时排出，基

坑内严禁积水，防止浸泡基坑边坡。 

（4）现场准备足够数量的塑料布，当土方清挖至槽底时，及时进

行覆盖，既能防止阳光曝晒，又能防止大雨冲刷。 

（5）准备充足的潜水泵，及时将现场存水排到场地以外，排水时

防止雨水回灌，造成二次冲刷。 

（6）用砖块和砂石对坡道及行车路线进行铺垫，基坑四周地面要

填平，留一定外坡，并与场地排水管道组成地面外排水系统，使基坑

四周地面不能有积水。 

（7）当雨来临时，及时对坡道、边坡、裸露的工作面苫盖塑料薄

膜。 

（8）在雨期期间，加强值班及收听天气预报，下雨之前清理集水

坑及排水沟，预备好潜水泵等抽水工具，雨后及时组织人力、物力进

行坑内抽、排水工作及基坑四周积水的疏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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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于持续几天的降雨或大暴雨，需要采取地面有效的挡水、

排水措施，防止雨水大量灌入基坑。基坑内部排水分两种情况：若基

坑未到底或基底的排水沟和集水井未修好时，需要采用泥浆泵进行雨

中排水；否则，采用潜水泵排水，排水管要配备足够长，使水一次排

出施工现场。 

（10）降雨结束后应立即对边坡进行位移及沉降观测，发现异常

及时上报处理。 

4.3.8.3 防止基坑二次污染措施 

基坑清理到场评报告要求的标高后，及时对基坑底部与侧壁进行

布点采样，争取在一周内出检测数据，对于不合格的进行及时清理，

尽快将清挖地块区域的基坑修复合格。对于修复合格但未获得环保部

门认可的基坑进行重点防护，防止再次受到污染。对于邻近基坑侧壁

未达标的情况，采取隔离与防护措施。 

（1）达标基坑与侧壁的防护措施 

1）当某地块区域清理到场评报告的标高后，及时进行自检与委外

采样检测，采样后，对基坑须采用密目网覆盖，防止扬尘，对于斜坡

面采用彩条覆盖，防止斜坡土滑坡。 

2）该地块基坑周边 3 米范围设警戒线，基坑边警戒线内严禁堆放

一切材料，包括非污染的土壤，防止混合交叉，设置专门人员负责看

守。 

3）若期间下雨，采取雨季基坑防护措施进行防护，并对集水坑内

的水进行采样检测，若水中多环芳烃污染物超标，采用集装水车将抽

出的水运送至生态岛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4）若基坑检测结果表明部分点位未达到修复目标时，划定二次清

理区域报送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进行二次清理，清理后再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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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布点采样，并进行覆盖。 

5）基坑与侧壁经第三方检测达标后，报送建设单位、监理，并与

环保局沟通，备齐该地块基坑的验收资料，为建设单位确定该基坑的

进一步施工安排做好基础工作。 

（2）未达标的邻近基坑侧壁的隔离与防护措施 

当某两个污染区域由于拆迁进度计划不一致，其中一个区域清理

完毕，而相邻区域拆迁计划未定，此时基坑检测达标，但相邻区域的

侧壁检测超标时，需要及时上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时做好未达

标的邻近基坑侧壁的隔离与防护措施。 

1）在基坑清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实施，根据基坑情况、

周围环境情况，及时做好支护。 

2）基坑清理完毕，对于未达标的邻近基坑侧壁，由于 681 地块的

基坑为 0 至 5m，所以对于检测未达标的基坑侧壁，本项目拟采用临时

坡面隔离防护措施，采用坡面挂金属网并喷射砂浆进行隔离处理，既

能加固坡面，又能防止污染物扩散与挥发。 

3）待邻近区域拆迁时，破除侧壁砂浆支护，并将邻近区域的基坑

清理完毕，进行检测。 

4）降雨前及时对边坡，坡道，裸露的工作面进行苫盖，再次清挖

时注意相邻基坑有无异常变化，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停止施工并上报，

待解决后方可继续进行施工。 

5）加强对清挖基坑与相邻基坑的位移与沉降观测，并加强巡视，

必要时，可安排专人值守观测，以确保安全。 

4.4 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4.4.1 大气环保措施 

4.4.1.1 清挖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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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需要对空气环境进行管理，其目的是确保施

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并防止施工过程对周边空气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 

本项目中的污染物主要为 PAHs 和砷，PAHs 有机物的挥发以及扬

尘中可能携带的污染物将对场地内和下风向的空气质量造成影响。为

保护施工区域内及下风向的空气质量达标，施工过程中将对施工人员

的工作区域及下风向场界处进行空气质量监测管理。一旦发现超标现

象，则采取及时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现场空气质量控制措施包括以

下几项： 

（1）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对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手段主要是控制清

挖范围，尽量减少污染土的暴露面积。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进度要

求合理安排清挖作业面，尽量减少暴露面积。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

小作业面，边挖边退边覆盖的方式进行作业。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

及时覆盖，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清挖作业，以这种作业方式严格

控制暴露在空气中的作业面积，达到控制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挥发扩散的目的。 

（2）扬尘控制措施 

1）在清挖施工过程中，需要防止尘土飞扬。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

气，应停止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土壤进行苫盖。 

2）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轻摇，尽可能防止起尘。 

3）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

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门，防止扬尘产生。 

4）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

该技术是使水形成喷雾，在预设的压力和速度下将水雾喷入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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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珠颗粒与灰尘接触后并包裹灰尘，灰尘受重力作用落地。 

（3）修复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测 

针对污染土壤清挖清理现场的大气污染敏感目标制定环境保护措

施。本项目大气污染可能对周边人群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大气污染的

敏感目标包括了污染土壤清挖清理现场的施工人员、施工现场的周边

居民点等。针对以上敏感目标制定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方案和大气环

境质量控制措施，并严格按照监测方案和控制措施执行。若遇到施工

现场及周边的大气监测指标超标现象，及时采取以上所列的粉尘控制

措施、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措施，防治无组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4.4.1.2 运输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 

（1）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优

于或者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 

（2）运输过程中，不定期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如发现

车辆密封性不好，应立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好苫布后再进行运输。 

（3）雾霾或者严重恶劣天气时，减少或者停止污染土壤运输车辆的运

输，避免加重空气污染。 

4.4.2 废水环保措施 

4.4.2.1 清挖过程中废水环保措施 

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由于降水造成基坑底部汇

集的降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 

在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将采取分区域清挖的方式，根据以往经

验，每个区域污染土壤的清挖周期多为几天。在清挖之前，根据污染

土方量估算需要清挖的范围及时间，然后根据天气预报情况，选择最

近几天无雨的天气进行清挖，尽量减少污染土壤与雨水接触。 

为避免施工过程中出现临时性降雨，在基坑底部设置集水井收集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52 

雨水，基坑内收集的雨水经检测未超过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

染物排放限值，则直接排放至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限值见表 4.4-1，

如检测超过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则可将本部

分超标污水用于污染土壤洒水降尘，如超标污水过多，则将超标污水

运往生态岛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

收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 

表 4.4-1 排入市政管网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4.4.2.2 运输过程中废水环保控制措施 

（1）污染土壤出厂前的洗车 

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车辆的清洗工作，以免车

辆出入带泥，引起扬尘污染。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

净后方可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环利用。  

（2）洗车废水及泥浆处置  

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

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的废水。  

洗车池内的水经过一段时间的循环之后，将成为较为混浊的泥浆，

水带着泥浆在一级沉淀池内沉淀后将会产生离析的现象。此时的水和

泥浆内将含有有机污染物残留，因此，为防止二次污染必须对水和泥

浆进行处理。 

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待洗车废水中污染物达到一

定浓度时，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表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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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洗车池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清理，

然后运到清挖现场，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起归堆，待运输时一并处

理。 

4.4.3 噪声环保措施 

4.4.3.1 清挖过程中噪声环保措施 

（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防止在同一位置布置大量的动力机械设

备，避免局部声级过高； 

（2）选用低噪音设备，在厂区行驶时，尽量减少噪音，没有消声

器的车辆不准进场； 

（3）加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 

（4）设立临时声障； 

（5）噪声补偿措施，对周边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行适当补偿，

对受到施工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在施工前予以通知，说明施工期拟采取

的噪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 

4.4.3.2 运输过程中环保措施 

（1）污染土壤运输路线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速

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

尖叫声；必须安装完整有效的排气消声器。行车噪声要符合国家规定

的机动车允许噪声标准。 

（2）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设置或者解除机动车辆防盗

报警装置，不得产生噪声。机动车辆防盗报警器以鸣响方式报警后，

使用者应当及时处理，避免长时间鸣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3）噪声补偿措施，对运输过程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行适当

的补偿，对可能受到运输车辆噪声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应在施工前予以

通知，说明工程期内拟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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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4.4.4.1 清挖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1）确保清挖到位 

严格按规定的拐点坐标施工，不随意更改施工方案，确保清挖到

位并严禁超挖。挖土施工过程中，设专人指挥挖机作业。清挖至规定

范围后停止施工并及时进行自检测，自检测合格后申请第三方效果评

估。 

（2）清挖终点扫尾 

清挖至区域边界后，派专人对基坑底部进行清扫，将散落的污染

土壤收集后运出进行处理，确保遗洒的污染土壤全部进行处理，以防

止对清挖基坑的验收造成影响。 

（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 

用于污染土壤挖掘施工的机械和设备等退出施工或用于非污染土

壤施工前，要将机具上残留的污染土壤清除干净，防止污染土壤迁移

到其他场地，造成二次污染。对现场清理及运输车出厂前可能在施工

现场道路中发生的遗撒，每天组织人员对道路进行清扫，将清扫得到

的污染土壤全部装车运往污染土储存大棚内储存，并进行集中处理。 

（4）施工现场设立专门的废弃物临时储存场地，废弃物应分类存

放，对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废弃物必须单独储存、设置安全防范措

施且有醒目标识。废弃物的运输确保不遗撒、不混放，统一运送至处

置单位进行处理。 

4.4.4.2 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1）场内运输道路清洁 

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洒水，保证施工场地

干净整洁，不起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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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途土壤遗撒 

土方运输前，运输车辆需在洗车池内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土壤随

运输车辆带出场外。为防止沿途遗撒问题，在车辆离开厂区前，对车

辆密封情况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巡视及环保小组，配清运车进行跟车

监测，实行实时监控制，特别注意道路拐弯处及可能产生紧急停车等

容易造成遗撒处，在容易出现遗洒和易发事故路段做详细记录，然后

有针对性的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工作。 

每辆车配备充足的清扫工具及铺盖材料，发现遗撒及时清理干净。

自觉接受环保和城管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一旦发现遗撒，及时组织

人力清扫，并迅速冲洗干净。在土方运输过程中，确保通讯畅通。 

（3）污染土壤分别运输和交接管理 

严格污染土壤交接管理制度，不同性质的污染土壤分别进行运输、

交接和管理，以免造成交叉污染，增加处理难度。 

（4）运输车辆管理制度车辆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统一调配车辆的数量及发车顺序，专人

发放出发单据，一车一单，见单放行。车辆由公司指定驾驶员，一车

配备 2 名驾驶员，便于轮换避免疲劳驾驶和应对紧急情况，其它人员

未经批准不得驾驶，专车司机不能将车转借他人或其他单位使用。 

（5）其他注意事项 

1）污染土壤外运 10 辆车一组，车辆组队，安排在夜间运输。 

2）运输中途需要停车时，要有专人负责看护污染土，不能擅自离

开。 

3）运输车辆必须按指定路线行驶、配合当地居民监督和服从交通

管理机构检查与指挥。 

4）采用“六联单”对污染土壤的运输和接收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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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运输司机、土壤装载方、接收方和监督方都必须填写六联单。 

4.5 污染土壤运输方案 

4.5.1 污染土运输总体思路 

通过内部组织和外部协调，将场内的污染土按照指定路线、在相

关部门监管之下运至储存地点进行暂时储存，中途不遗洒、不影响外

界环境，保证作业人员安全，达到质量目标和安全文明目标。 

4.5.2 运输路线拟定原则 

为有效降低污染土壤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车辆噪音、扬尘扰民；

杜绝交通事故；避免因意外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在运输路线的选择上

我方将本着以下原则进行： 

（1） 路途最短或用时最少，道路畅通的路段； 

（2） 尽量避免横穿村庄、学校、工厂等人口密集区； 

（3） 尽量避免横穿河流、沟渠等； 

（4） 夜间大型车辆可通行路段。 

4.5.3 污染土壤场外运输路线拟定 

681 地块调查场地总的修复土方量为 24603.61m
3，全部采用水泥窑

共处置技术进行处理。污染土壤异位修复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为了保

证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进度，需要对污染土壤进行临时存储。为

保证污染土壤存储过程中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防止二次污染的产

生，同时结合北京金隅在北京地区水泥厂、环保企业分布情况，拟将

污染土壤分别储存于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依据污染土壤运输路线原则，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选择了往各储存场地运输的主运输路线及备用运输路线，当主运

输路线发生事故、坍塌等原因，造成无法运输时，启用备用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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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污染土壤能够及时运输。 

（1）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运输路线：污染土运输车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

——北辛安路——阜石路——西六环——百葛路——顺沙路——神牛

路——昌流路——农辛路——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程

39.4 公里。运输路线图见 4.5-1、备用运输路线见图 4.5-2。 

 

图 4.5-1 北水污染土运输路线       图 4.5-2 北水备用污染土运输路线 

（2）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运输路线：污染土运输车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

——阜石路——西五环路——京港澳高速——京周路——周张路——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联分公司，全程 49.4 公里。运输路

线图见 4.5-3、备用运输路线见图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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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琉水污染土运输路线        图 4.5-4 琉水污染土备用运输路线 

（3）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运输路线：污染土运输车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

——古城西路——古城大街——杨庄大街——莲石西路——阜石路

——西五环路——京港澳高速——大于路——京深路——紫码路——

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程 42.6 公里。运输路线图见 4.5-5、

备用运输路线见图 4.5-6。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59 

        

图 4.5-5 生态岛污染土运输路线     图 4.5-6 生态岛备用污染土运输路线 

4.6 环境监测 

4.6.1 总则 

现场施工过程中的环境监测主要包括现场空气质量监测、声环境

监测和水环境监测。 

由于 681 地块作为北辛安项目施工的一部分，现场施工与北辛安

项目其它地块施工交叉进行，施工现场、储存处置现场的环境监测依

据通过专家评审的《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

理工程实施方案》中的环境监测方案实施。 

4.6.2 清挖现场监测方案 

4.6.2.1 清挖现场空气质量监测方案 

4.6.2.1.1 布点方案 

依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中

第 4.2 节规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的监控点设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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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排放源下风向 2～50m 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相对应的参照点设在

排放源上风向 2～50m 范围内；其余物质的监控点设在单位周界外 10m

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按规定监控点最多可设 4 个，参照点只设 1 个。 

拟在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现场施工区域上风向 10 米处设

置参考点 1 个，沿下风向布设监控点 4 个。根据气象统计资料显示北

京市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北偏北风（NNW），但在冬季的主导风向为西

北风，夏季为东南风，春秋多西北风，施工过程中，将根据季节以及

风向确定具体的采样布点方案，确保上风向有 1 个监控点，下风向有 4

个监控点。以北京市全年主导风向为依据，现场空气监测布点如图 4.6-1

所示。 

 

图 4.6-1 清挖现场空气监测布点图 

4.6.2.1.2 样品采集方法 

根据《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和《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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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监测技术规范》中 VOCs/SVOCs 监测的采样方法，选用专用大气

采样器，应用大流量采样系统进行大气采样。 

根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 中第

10 章规定，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采样，一般采用连续 1 小时采样计平

均值，或实行等时间间隔采样，在 1 小时内采集 4 个样品计平均值。 

4.6.2.1.3 采样频率 

根据《环境监理工作制度（试行）》中第 3 条款现场环境监理规

定“对重点污染源及其污染防治设施的现场监理每月不少于 1 次”，本

项目现场监测频次拟按每月 1 次。 

4.6.2.1.4 监测指标及评价标准 

现场周边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主要是砷和多环芳烃。场地大气环

境中污染物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执行。 

表 4.6-1 污染土壤清理过程无组织排放监测指标及标准限值 

序号 污染检测指标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 
执行标准 

1 砷及其化合物 0.001 mg/m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 
2 苯并（a）芘 0.0025 µg/m

3
 

3 非甲烷总烃 1.0 mg/m³ 

每次监测可获得 1 个参照点及 4 个监测点数据，比较监测点不同

数据，选取最大值并扣除参照点浓度，作为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的监控

浓度值，与《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规

定的浓度限值进行比较，若大于标准限值，说明无组织排放超标。 

4.6.2.2 清挖现场声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本项目的噪声来源主要为挖掘机、运输车辆，在施工工程需加强

噪声的监控，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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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挖运实施过程中，机械作业产生的噪声需定期进行监测。

测量时尽量选择无雨、无雪、风力 4 级以下的气候，且选在场地平坦、

无大反射物的场地中进行监测。 

4.6.2.2.1 监测点的确定 

依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噪

声监测围绕清挖现场界线噪声点布设，每个方向布设一个噪声监测点，

监测点位置设在场界外 1m，高度 1.2 m 以上的噪声敏感处。具体位置

详见图 4.6-2。 

 

图 4.6-2 清挖现场声环境监测布点图 

4.6.2.2.2 采样方法与频率 

采用积分声级计采样，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 1s。白天以 20 min 的

等效 A 声级表征该点的昼间噪声值，夜间以 8 h 的平均等效 A 声级表

征该点夜间噪声值。测量时间分为白天和夜间两个时间段。白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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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 8:00~12:00 时或 14:00~18:00 时，夜间选在 22:00~6:00 时。每两

周采样监测 1 次，修复治理完成后监测 1 次。 

4.6.2.2.3 评价标准 

按照施工期间的环保要求，治理过程中噪声排放控制执行《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表 4.6-2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4.6.2.3 清挖现场水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由于降水造成基坑底部汇

集的降水、洗车产生的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施工人员产生的

生活废水可直接排入到市政管网中，洗车产生的废水和基坑底部汇集

的降水与污染土壤进行接触，因此可能含有污染物质，必须对这种废

水进行定期监测。 

4.6.2.3.1 监测点布设 

在洗车池沉淀池以及基坑内。 

4.6.2.3.2 采样方法和频次 

洗车水为循环用水，因此沉淀池内的污水每周采集一次水样并进

行监测，当清挖基坑内有废水时采集水样并进行监测。 

经过监测，如果洗车池及基坑内的水超过《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 11/307-2013）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

表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如未超过

相应的排放限值，则可直接排放至污水管网中。 

4.6.2.3.3 监测指标和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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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监测指标为总砷、苯并（a）芘和石油类。清理现场地表

水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11/307-2013）中的二级

标准限值。 

表 4.6-3 地表水监测指标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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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染土清挖实施情况 

5.1 工程定位测量 

项目实施初期，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

-681 地块报告》及《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

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提供的拐点坐标，确定 681 地块

各个污染区域的边界，并采用彩色旗帜进标识。本项目地块分别在入

场施工前、验收检测达标后进行了测量。施工前、后的拐点坐标及标

高测量结果见附件。 

  

图 5.1-1 现场测量放线 

  

图 5.1-2 地块验收达标后测量 

5.2 清挖及扩挖 

5.2.1 清挖范围 

依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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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挖的土方量为 24603.61m
3污染土，污染土范围见图 5.2-1 所示。 

 

图 5.2-1 清挖范围 

5.2.2 清挖施工 

本项目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完成入场准备工作，现场测量放线完

成后，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现场施工，根据《石

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进行

了清挖施工，根据实施方案要求，施工单位在初步调查区域清挖过程

中，清挖原则、清挖工艺、清挖过程等实际实施情况如下：   

（1）清挖原则：根据本项目场地污染范围与清挖区域分布情况，

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遵循了以下三条原则： 

① 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表层清挖，后进行深层清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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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先清挖了易清挖、不受场地设施影响区域； 

③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边挖边退边覆盖的方式进行

作业。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

清挖作业，以这种作业方式严格控制暴露在空气中的作业面积，达到

控制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扩散的目的。同时，做好清挖工

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2）清挖工艺流程： 

根据现场施工情况，681 地块初步调查区域按照以下清挖工艺进行：

施工准备；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测量；分层清挖、运输；现场清理；

基坑维护。 

 

图 5.2-2 污染土壤清挖工艺 

清挖过程：根据现场施工情况，681 地块只包含 1#基坑，681 地块

按 PAHs 污染土、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进行分类清挖，在施工过程中，

为避免 PAHs 污染土中与复合污染土相混合，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

时，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

染土。681地块清挖范围为0-5m，但681地块绝大部分清挖范围为0-2m，

清挖深度较浅，3m 的清挖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清挖难度较小。5m

施工准备 

定位、测量放线 

现场清理 

基坑维护 

清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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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挖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需要放坡清挖。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采

取分层清挖方式进行清挖，每次清挖深度不超过 2m。0-2m 污染土壤

采取自西向东进行清挖；0-2m 清挖完毕后，清挖 3m 区域污染土；3m

区域污染土壤清挖完毕后，清挖 5m 区域污染土。清挖过程采用放坡方

式进行清挖，放坡产生的土壤一律作为污染土进行处置。 

 

图 5.2-3 污染土壤清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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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清挖情况小结 

 实施方案 实际情况 备注 

清挖原则 

（1） 尽量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表层

清挖，后进行深层清挖； 

（2） 先清挖易清挖、不受场地设施影

响区域； 

（3） 由于土壤中的污染物含 SVOCs，

清挖过程易挥发迁移至大气中，因此尽可能

采用密闭措施，减少污染物无组织向大气中

逃逸。同时，做好清挖工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① 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表层清挖，后进行深

层清挖； 

②先清挖了易清挖、不受场地设施影响区域； 

③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作业过程中

使用了雾炮设备。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

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清挖作业，以这种作业方式

严格控制暴露在空气中的作业面积，达到控制土壤中

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扩散的目的。同时，做好清

挖工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实际清挖过程中未采取密

闭措施，但是，采取了小作业

面，作业过程中使用了雾炮设

备，最终满足控制土壤中半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扩散的目

的，能够满足方案中提出的要

求。 

清挖工艺 
施工准备；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测量；

分层清挖、运输；现场清理；基坑维护 

施工准备；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测量；分层清挖、

运输；现场清理；基坑维护 
一致 

清挖过程 

本地块清挖最深处为 5m，清挖深度较

浅，清挖主要以垂直清挖为主，在底层不稳

定区域，采取放坡清挖方式 

根据现场施工情况，681 地块只包含 1#基坑，681

地块按 PAHs 污染土、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进行分

类清挖，在施工过程中，为避免 PAHs 污染土中与复

合污染土相混合，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时，侧壁

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

砷复合污染土。681 地块清挖范围为 0-5m，但 681

地块绝大部分清挖范围为 0-2m，清挖深度较浅，3m

的清挖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清挖难度较小。5m

清挖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需要放坡清挖。污染土

壤清挖过程中，采取分层清挖方式进行清挖，每次清

挖深度不超过 2m。0-2m 污染土壤采取自西向东进行

清挖；0-2m 清挖完毕后，清挖 3m 区域污染土；3m

区域污染土壤清挖完毕后，清挖 5m 区域污染土。清

挖过程中采用放坡方式进行清挖，放坡产生的土壤一

律作为污染土进行处置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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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2-1，可以看出，施工单位在清挖过程中，清挖原则、清

挖工艺、清挖过程等能够满足实施方案中的要求。 

清挖过程由专人负责，组织施工单位实施，场地分层清挖照片如

下图所示。 

  

图 5.2-4 污染土壤清挖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0

月，对 681 地块 24603.61m
3污染土的清理工作，共清挖 1366 车次，详

见表 5.2-2。 

表 5.2-2  681 地块污染土清运统计 

序号 时间 车数 吨位 运输地点 

1 2017.09.26 59 1795.90 北水 

2 2017.09.27 43 1382.10 北水 

3 2017.09.28 65 2128.88 北水 

4 2017.09.29 72 2185.10 北水 

5 2017.09.30 76 2481.46 北水 

6 2017.10.01 100 3273.64 北水 

7 2017.10.02 45 1494.96 北水 

8 2017.10.03 68 2265.02 北水 

9 2017.10.04 104 3442.96 北水 

10 2017.10.05 87 2795.50 北水 

11 2017.10.06 103 3348.68 北水 

12 2017.10.07 104 3379.18 北水 

13 2017.10.08 36 1160.76 北水 

14 2017.10.12 129 4107.62 北水 

15 2017.10.13 128 3907.70 北水 

16 2017.10.14 147 4542.82 北水 

合计 1366 436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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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扩挖施工 

在本地块清挖至《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

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边界、标高后，完成本项目污

染土壤 24603.61m
3 的清理后，由第三方检测验收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入场布点采样。 

根据验收布点采样检测结果，在 681 地块 1#基坑第一批采集的 46

个样品(侧壁 20 个，坑底 26 个)中，17 个采样点样品的污染物检出浓

度未达到其修复目标值，包括 13 个坑底采样点以及 4 个侧壁采样点。 

根据验收单位的检测情况，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环境监理单

位、工程监理单位讨论了再次修复补挖方案，坑底和侧壁超标点所代

表的区域，在原清挖后的基础上，坑底向下扩挖 0.5m，侧壁向外扩挖

0.5m，在侧壁沿线以超标点为中心前后各扩挖 0.5m，然后布点采样检

测验收，若检测结果达不到修复目标值，则须继续进行清挖与检测，

直至基坑侧壁和坑底土壤中污染物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值，基坑清

理方可结束。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根

据修复补挖方案进行清挖施工。 

681 地块第一次扩挖完之后，第二批次共采样 29 份土壤样品，其

中采集了 3 份平行样。其中，1#基坑侧壁采集了 16 份样品；1#基坑坑

底采集了 13 份样品。通过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681 地块 1#基坑所有

基坑侧壁样品的物质均不超目标修复值，扩挖后的侧壁土壤不存在污

染，侧壁清挖到位。在 13 个基坑坑底采样点样品中，仍有 6 个坑底采

样点样品的污染物检出浓度未达到修复目标值。 

681 地块第二次扩挖完之后，经最后一次验收单位对《北辛安棚户

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范围进行补充采集的 6

个采样点样品，均达到修复目标值。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72 

2018 年 1 月 02 日、2018 年 01 月 09 日及 2018 年 1 月 30 日，北

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业主单位要求进行扩挖，共

进行了两次扩挖，扩挖方量 2958.48m
3，681 地块共扩挖 178 车次。具

体见表 5.2-3。 

表 5.2-3  681 地块扩挖土方量 

序号 清挖时间 车数 土方量（吨） 运输地点 挖除地块 

1 2018.01.02 110 3641.12 琉水 681 

2 2018.01.09 11 374.52 琉水 681 

3 2018.01.30 57 1842.6 琉水 681 

合计 178 5858.24   

5.3 清挖量统计 

681 地块从 2017 年 9 月开始清挖，至 2018 年 1 月全部清挖完毕并

检测合格，依据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681

地块方格网测量成果资料，681 地块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27851.6m
3，在

施工过程中，为避免 PAHs 污染土中与复合污染土相混合，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时，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PAHs 污染土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15818m
3、PAHs 和

砷复合污染土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15047.2m
3，清运车次累计 1544车次，

681 地块场评报告土方量与实际清挖土方量对照表见表 5.3-1 所示。 

土方量超挖原因如下： 

（1）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时，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

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包含非污染土方量； 

（2）由于部分点位验收检测不合格，超标污染物为 PAHs，施工

单位进行了扩挖，因此实际清挖土方量略大于设计土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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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681 地块污染土清挖情况 

 
实施方案 

土方量（m
3） 

实际清挖土方量（m
3） 备注 

一次清挖 扩挖 小计   

PAHs 17373.94 12859.52 2958.48 15818 
部分点位验收检测不合格，超

标污染物为 PAHs，进行了扩挖 

PAHs

和砷 
7229.67 15047.2 0 15047.2 

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时，

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

分污染土作为PAHs和砷复合污染

土，预留污染土 4514.42m
3；包含

非污染土 3303.11m
3
 

总计 24603.61 24603.61 2958.48 30865.2  

681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提供的污染范围及深度见图 5.3-1，681 地块

污染土壤实际清挖范围及深度图 5.3-2。 

 

图 5.3-1 681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提供的污染范围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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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681 地块网格图 

5.4 污染土壤运输 

依据《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

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681 地块全部采用水泥窑共处置技术进

行处理，实际运输过程中，本地块污染土壤运输过程中，污染土壤全

部按照主运输路线进行运输，未启用备用路线。 

（1）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运输路线： 

污染土运输车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北辛安路

——阜石路——西六环——百葛路——顺沙路——神牛路——昌流路

——农辛路——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程 39.4 公里。主

运输路线图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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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北水污染土主运输路线       

（2）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运输路线： 

污染土运输车辆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阜石路

——西五环路——京港澳高速——京周路——周张路——北京金隅琉

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联分公司，全程 49.4公里。主运输路线图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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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琉水污染土主运输路线 

5.5 污染土壤去向 

在污染土清挖过程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施工，顺利完成污染土

的清挖工作，将污染土壤储存于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

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防止二次污染的产生，未启用北京生

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储存地点。 

5.6 二次污染落实情况 

5.6.1 大气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5.6.1.1 清挖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单位采用了小作业面的施工方式，作业过程中使用了雾炮设

备。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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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作业。 

  

图 5.6-1 施工过程中喷雾 图 5.6-2 清挖基坑防尘覆盖 

（2）扬尘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1）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了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土

壤进行了苫盖。 

2）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轻摇。 

3）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

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门。 

4）作业面出现扬尘时，施工单位使用了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 

  

图 5.6-2 清挖基坑防尘覆盖 图 5.6-3 洒水车 

 

5.6.1.2 运输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本项目污染土运输过程中采用了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

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 

（2）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密闭性完好。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78 

（3）雾霾和严重恶劣天气时，施工单位停止了污染土的运输。 

 

 

5.6-4 密闭运输 

5.6.2 废水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5.6.2.1 清挖过程中废水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未出

现基坑积水情况。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收集后排放到市政污

水管网。 

5.6.2.2 运输过程中废水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污染土壤出厂前的洗车 

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车辆的清洗工作，以免车

辆出入带泥，引起扬尘污染。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

净后方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环利用。  

（2）洗车废水及泥浆处置  

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

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的废水。  

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表

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洗车池

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清理，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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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5 运输车辆清洗 图 5.6-6 洗车池冲洗轮胎 

5.6.3 噪声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5.6.3.1 清挖过程中噪声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 

（2）选用低噪音设备，没有消声器的车辆不准进场； 

（3）加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 

（4）设立临时声障； 

（5）施工过程中未对周边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5.6.3.2 运输过程中噪声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污染土壤运输路线已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

速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

叫声；安装了完整有效的排气消声器。 

（2）运输过程中未对运输路线上的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5.6.4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5.6.4.1 清挖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1）清挖到位 

严格按规定的拐点坐标施工，清挖到位。 

（2）清挖终点扫尾 

清挖至区域边界后，派专人对基坑底部进行了清扫，将散落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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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土壤收集后运出进行处理。 

（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 

用于污染土壤挖掘施工的机械和设备等退出施工或用于非污染土

壤施工前，将机具上残留的污染土壤清除干净。对在施工现场道路中

发生的遗撒，每天组织人员对道路进行清扫，将清扫得到的污染土壤

全部装车运往污染土储存大棚内储存，并进行集中处理。 

（4）施工现场设立专门的废弃物临时储存场地，废弃物分类存放。

废弃物的运输无遗撒、无混放，统一运送至处置单位进行处理。 

5.6.4.2 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1）场内运输道路清洁 

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洒水。 

（2）沿途土壤遗撒清理 

土方运输前，运输车辆在洗车池内进行了清洗，密封完好。 

土壤沿途运输过程中无遗撒。 

（3）运输车辆管理制度车辆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统一调配车辆的数量及发车顺序，专人

发放出发单据，一车一单，见单放行。车辆由公司指定驾驶员，一车

配备 2 名驾驶员，无未经批准的其它人员驾驶，车司机未将车转借他

人或其他单位使用。 

（4）其他事项 

1）污染土壤外运 10 辆车一组，车辆组队，安排在夜间运输。 

2）运输中途未停车。 

3）运输车辆按指定路线行驶、服从交通管理机构检查与指挥。 

4）采用“六联单”对污染土壤的运输和接收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运输司机、土壤装载方、接收方和监督方都均填写了六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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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 转运联单 

5.7 完成情况 

本项目 681 地块共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30865.2m
3，清运车次累计

1544 车次。在污染土清挖过程严格按照专家论证的实施方案进行施工，

顺利完成污染土的清挖工作，污染土壤全部安全转运至北京金隅北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整个施工过程

中，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到位，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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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  681 地块污染土清挖运输完成情况一览表 

 实施方案 实际情况 落实情况 备注 

定

位

测

量 

严格执行测量规范，遵守先整体后局部的工作程

序，先确定平面控制网，后以控制网为依据，进行各

污染土壤分布拐点的精确定位放样 

严格执行测量规范，遵守先整体后局部的工作程

序，先确定平面控制网，后以控制网为依据，进行各污

染土壤分布拐点的精确定位放样 

一致  

污

染

土

清

挖 

（1）清挖原则：①尽量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

表层清挖，后进行深层清挖；②先清挖易清挖、不受

场地设施影响区域；③由于土壤中的污染物含

SVOCs，清挖过程易挥发迁移至大气中，因此尽可能

采用密闭措施，减少污染物无组织向大气中逃逸。同

时，做好清挖工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2）清挖工艺：污染土壤清挖工艺包括以下内

容：施工准备；污染土壤现场定位、测量；分层清挖、

运输；现场清理；基坑维护 

（3）清挖过程：本地块清挖最深处为 5m，清挖

深度较浅，清挖主要以垂直清挖为主，在底层不稳定

区域，采取放坡清挖方式 

（4）污染土方量：24603.61m
3
 

 

（1）清挖原则：①减少清挖次数，先进行表层清

挖，后进行深层清挖；②先清挖了易清挖、不受场地设

施影响区域；③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作业

过程中使用了雾炮设备。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

覆盖，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开挖作业，同时，做好

了清挖工人的个人安全防护。 

（2）清挖工艺：根据现场施工情况，681 地块初

步调查区域按照以下清挖工艺进行：施工准备；污染土

壤现场定位、测量；分层清挖、运输；现场清理；基坑

维护 

（3）清挖过程：根据现场施工情况，681 地块只

包含 1#基坑，681 地块按 PAHs 污染土、PAHs 和砷复

合污染土进行分类清挖，在施工过程中，为避免 PAHs

污染土中与复合污染土相混合，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

围时，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681 地块清挖范围为 0-5m，但

681 地块绝大部分清挖范围为 0-2m，清挖深度较浅，3m

的清挖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清挖难度较小。5m 清挖

区域位于 0-2m 范围内，需要放坡清挖。污染土壤清挖

过程中，采取分层清挖方式进行清挖，每次清挖深度不

超过 2m。0-2m 污染土壤采取自西向东进行清挖；0-2m

清挖完毕后，清挖 3m 区域污染土；3m 区域污染土壤

清挖完毕后，清挖 5m 区域污染土。清挖过程中采用放

基本一致 

土方量不一

致原因如下： 

（1）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

时，侧壁及底部预

留 5-10cm，预留

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

染土，预留污染土

4514.42m
3；包含

非 污 染 土
3303.11m

3
 

（2）由于部

分点位第一次验

收检测不合格，施

工单位进行了扩

挖，因此实际清挖

土方量略大于设

计土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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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方式进行清挖，放坡产生的土壤一律作为污染土进行

处置 

（4）清挖方量：30865.2m
3
 

污

染

土

运

输

路

线 

污染土运往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生态岛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运输路线情况详见“4.5 污染土壤运输方

案”章节 

污染土壤全部安全转运至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输路线

情况详见“5.5 污染土壤运输”章节 

一致 

北京金隅北

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金隅琉

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能够完全接

收 681 地块的污

染土，未启用北京

生态岛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储存地

点 

污

染

土

去

向 

实施方案中拟将污染土壤分别储存于北京金隅

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和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土壤全部转运至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

次

污

染

落

实

情

况 

大气：（1）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边挖

边退边覆盖的方式进行作业。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

后，及时覆盖；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移动式喷雾

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输过程中，不定期对运输

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如发现车辆密封性不好，立

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好苫布后再进行运输等；（2）

在清挖施工过程中，需要防止尘土飞扬。遇到 4 级以

上大风天气，应停止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土壤进

行苫盖；（3）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轻

摇，尽可能防止起尘；（4）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

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干净后再运出

工地大门，防止扬尘产生；（5）作业面出现扬尘时，

采用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6）采

用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

准优于或者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7）

运输过程中，不定期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

大气：（1）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一

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作业面出现扬尘时，

采用了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输过程

中，不定期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如发现车辆

密封性不好，立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好苫布后再进行

运输等；（2）在清挖施工过程中，防止尘土飞扬。遇

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停止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土

壤进行苫盖；（3）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

轻摇，防止起尘；（4）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输车辆

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

门，防止扬尘产生；（5）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了

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6）采用了符

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优于

或者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7）运输过程

中，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未出现车辆密闭性

不好的现象；（8）在雾霾或者严重恶劣天气时，减少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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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车辆密封性不好，应立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

好苫布后再进行运输；（8）雾霾或者严重恶劣天气

时，减少或者停止污染土壤运输车辆的运输，避免加

重空气污染。 

或者停止污染土壤运输车辆的运输，避免加重空气污染 

废水：（1）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

要是由于降水造成基坑底部汇集的降水和施工人员

的生活废水。为避免施工过程中出现临时性降雨，在

基坑底部设置集水井收集雨水，基坑内收集的雨水经

检测未超过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则直接排放至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如检测超过

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则可将

本部分超标污水用于污染土壤洒水降尘，如超标污水

过多，则将超标污水运往生态岛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

处理，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收集后排放到市

政污水管网；（2）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

责运输车辆的清洗工作，以免车辆出入带泥，引起扬

尘污染。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净后

方可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

环利用；（3）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车

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

的废水；洗车池内的水经过一段时间的循环之后，将

成为较为混浊的泥浆，水带着泥浆在一级沉淀池内沉

淀后将会产生离析的现象。此时的水和泥浆内将含有

有机污染物残留，因此，为防止二次污染必须对水和

泥浆进行处理。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

待洗车废水中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洗车废水喷

洒在污染土表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

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洗车池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

清理，然后运到清挖现场，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起

归堆，待运输时一并处理 

废水：（1）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未产生基坑底雨

水，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收集后排放到市政污

水管网；（2）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

车辆的清洗工作，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

干净后方可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

水循环利用；（3）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

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

的废水。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待洗车废

水中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

表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

理。对于洗车池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清理，然后运到

清挖现场，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起归堆，待运输时一

并处理厂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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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防止在同一位

置布置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避免局部声级过高；（2）

选用低噪音设备，在厂区行驶时，尽量减少噪音，没

有消声器的车辆不准进场；（3）加强施工指挥，减

少人为噪声；（4）设立临时声障；（5）噪声补偿措

施，对周边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行适当补偿，对

受到施工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在施工前予以通知，说明

施工期拟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6）

污染土壤运输路线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车

辆限速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保持技术性能良

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叫声；必须安装完整有效的

排气消声器。行车噪声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允许

噪声标准；（7）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设

置或者解除机动车辆防盗报警装置，不得产生噪声。

机动车辆防盗报警器以鸣响方式报警后，使用者应当

及时处理，避免长时间鸣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8）

噪声补偿措施，对运输过程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

行适当的补偿，对可能受到运输车辆噪声干扰的单位

和居民应在施工前予以通知，说明工程期内拟采取的

噪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 

噪声：（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2）选用低噪音

设备，在厂区行驶时，减少噪音，没有消声器的车辆不

准进场；（3）加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4）设

立临时声障；（5）对受到施工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在施

工前予以通知，说明施工期拟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并

取得了理解；（6）污染土壤运输路线避开噪声敏感建

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速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保持

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叫声；安装完整有

效的排气消声器。行车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允许

噪声标准；（7）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设置

或者解除机动车辆防盗报警装置，不产生噪声。机动车

辆防盗报警器以鸣响方式报警后，使用者进行了及时处

理，避免长时间鸣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8）运输过

程中未对运输路线上的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一致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1）确保清挖到位；

（2）清挖终点扫尾；（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4）

场内运输道路清洁，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

道路清扫并洒水，保证施工场地干净整洁，不起灰；

（5）沿途土壤遗撒，及时组织人力清扫，并迅速冲

洗干净等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1）清挖到位；（2）清

挖终点扫尾；（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4）场内运输

道路清洁，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

洒水，保证施工场地干净整洁，不起灰；（5）沿途土

壤遗撒，及时组织人力清扫，并迅速冲洗干净等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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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单位为施工单位，环

境监理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通过旁站、巡视等工作，对施工单

位在清挖运输等工作中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另外，

清挖现场环境监测由环境监理单位进行委托监测，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监督落实情况和监测情况如下所示： 

6.1 大气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6.1.1 清挖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1）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单位以旁站、巡视的方式监督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

根据施工进度要求合理安排了开挖作业面，减少了暴露面积。污染土

壤清挖时，采用了小作业面，作业过程中使用了雾炮设备。一个作业

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设备后退进行下一作业面开挖作业。监督

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6.1-1 施工过程中喷雾 图 6.1-2 清挖基坑防尘覆盖 

（2）扬尘控制措施 

环境监理单位以旁站、巡视的方式监督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落

实了以下扬尘控制措施： 

1）在清挖施工过程中，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了土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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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作业，并对暴露土壤进行了苫盖。 

2）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轻摇。 

3）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

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门。 

4）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 

监督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6.1-3 移动式洒水车 

6.1.2 运输过程中大气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单位以跟车监督的方式监督施工单位在运输过程中落实

了以下环保措施： 

（1）污染土运输过程中采用了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输车

辆的尾气排放标准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 

（2）运输过程中，环境监理单位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

未发现车辆密封性不好的问题。 

（3）雾霾和严重恶劣天气时，施工单位停止了污染土的运输。 

监督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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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密闭运输 图 6.1-5 洗车池冲洗轮胎 

6.1.3 修复过程中的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 

因与项目拆迁进度及开发进度进行结合，对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

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整体开挖运输，统一施工，施工现

场的环境监测依据通过专家评审的《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中的环境监测方案实施。 

经施工单位申请，在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共同商讨，

由于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整体开挖运输，统一施工，场内

地形及交通情况异常复杂，架设仪器和设备供电无法有效实施，同时

考虑到施工安全问题，故空气质量监测布点位置以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所有地块整体考虑，未细化到每个地

块进行。 

681 地块作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

施工的一部分， 地块污染土壤挖运施工期间，空气质量监测以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所有地块整体考虑，在北

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场地现场施工区域上

风向 10 米处设置参考点 1 个，沿下风向布设监控点 4 个，每月监测 1

次，本地块污染土壤清挖过程（2017 年 9 月 26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0 月 01 日～2017 年 10 月 08 日，2017 年 10 月 12 日～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8 年 01 月 02 日、2018 年 01 月 09 日、2018 年 1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89 

月 30 日）时间较短，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在 681 地块清挖工期当天

未开展废气监测。 

6.2 废水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6.2.1 清挖过程中废水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单位以巡视的方式发现未产生基坑积水，污染土壤清理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

进行集中收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 

6.2.2 运输过程中废水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单位以旁站、巡视的方式监督施工单位在运输过程中落

实了以下废水环保措施： 

（1）污染土壤出厂前的洗车 

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车辆的清洗工作，以免车

辆出入带泥，引起扬尘污染。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

净后方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环利用。  

（2）洗车废水及泥浆处置  

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

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的废水。  

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表

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洗车池

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清理，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并处理。 

污染土壤运输过程中，环境监理单位针对废水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监督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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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车身清洗 

6.2.3 废水监测情况 

经施工单位申请，在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共同商讨，

由于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整体开挖运输，统一施工，故废

水布点位置以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所有

地块整体考虑，未细化到每个地块进行。 

本地块污染土壤清挖过程（2017年 9月 26日～2017年 9月 30日，

2017 年 10 月 01 日～2017 年 10 月 08 日，2017 年 10 月 12 日～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8 年 01 月 02 日、2018 年 01 月 09 日、2018 年 1

月 30 日）时间较短，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未发生基坑积水现象，与

整体项目公用车辆冲洗区，在本地块清挖时间段未开展废水监测。 

6.3 噪声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6.3.1 清挖过程中噪声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污染土壤清挖过程中，环境监理单位以旁站、巡视的方式监督施

工单位在清挖过程中落实了以下噪声环保措施： 

（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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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用低噪音设备，没有消声器的车辆不准进场； 

（3）加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 

（4）设立临时声障； 

（5）施工过程中未对周边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6.3.2 运输过程中噪声环保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单位以跟车监督的方式监督施工单位在运输过程中落实

了以下环保措施：  

（1）污染土壤运输路线已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

速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

叫声；安装完整有效的排气消声器。 

（2）运输过程中未对运输路线上的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6.3.3 噪声监测情况 

现场清挖过程中的环境监测主要包括现场空气质量监测、声环境

监测和水环境监测。 

因与项目拆迁进度及开发进度进行结合，对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

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整体开挖运输，统一施工，施工现

场的环境监测依据通过专家评审的《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中的环境监测方案实施。 

经施工单位申请，在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共同商讨，

由于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整体开挖

运输，统一施工，故噪声布点位置以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

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所有地块整体考虑，未细化到每个地块进行，同时

考虑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地块内无敏感点，

所以噪声监测点布设位置按照整个地块外周边敏感点为基准，向内延

伸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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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地块污染土壤挖运施工期间，空气质量监测以北辛安棚户

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所有地块整体考虑，在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现有道路古城西路以北区域进行了噪声监测，每两周

采样监测 1 次，本地块污染土壤清挖过程（2017 年 9 月 26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0 月 01 日～2017 年 10 月 08 日，2017 年 10

月 12 日～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8 年 01 月 02 日、2018 年 01 月 09

日、2018 年 1 月 30 日）时间较短，在本地块清挖过程期间监测为第七

批次，监测频次符合实施方案要求，现场噪声监测点位见图 6.3-1，清

挖现场噪声监测见图 6.3-2，结果统计见表 6.3-1，由结果可见，检测结

果均满足标准要求。 

 

 

图 6.3-1 清挖现场噪声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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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噪声监测数据统计 

批次 采样时间 采样位置 
检测结果 

昼间 dB(A) 夜间 dB(A)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70 55 

1 2018.1.30 

1# 63 50 

2# 63 49 

3# <排放限值 50 

4# <排放限值 51 

 

 

图 6.3-2 清挖现场噪声监测图 

6.4 污染土壤清挖运输过程的其他控制措施监督落实情况 

6.4.1 清挖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环境监理单位监督施工单位落实了以下清挖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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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 

（1）清挖到位 

本地块施工过程中，严格按规定的拐点坐标施工，未更改施工方

案，清挖到位。 

（2）清挖终点扫尾 

清挖至区域边界后，派专人对基坑底部进行了清扫，将散落的污

染土壤收集后运出进行处理，对遗洒的污染土壤全部进行处理，未对

清挖基坑的验收造成影响。 

（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 

用于污染土壤挖掘施工的机械和设备等退出施工或用于非污染土

壤施工前，将机具上残留的污染土壤清除干净。对现场清理及运输车

出厂前在施工现场道路中发生的遗撒，每天组织人员对道路进行清扫，

将清扫得到的污染土壤全部装车运往污染土储存大棚内储存，并进行

集中处理。 

（4）施工现场设立专门的废弃物临时储存场地，废弃物分类存放。

废弃物的运输无遗撒、无混放，统一运送至处置单位进行处理。 

6.4.2 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 

环境监理单位监督施工单位落实了以下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风险

控制措施： 

（1）场内运输道路清洁 

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洒水。 

（2）沿途土壤遗撒 

土方运输前，运输车辆在洗车池内进行了清洗，密封完好。 

土壤沿途运输过程中无遗撒。 

（3）运输车辆管理制度车辆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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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统一调配车辆的数量及发车顺序，专人

发放出发单据，一车一单，见单放行。车辆由公司指定驾驶员，一车

配备 2 名驾驶员，无未经批准的其它人员驾驶，车司机未将车转借他

人或其他单位使用。 

（4）其他事项 

1）污染土壤外运 10 辆车一组，车辆组队，安排在夜间运输。 

2）运输中途未停车。 

3）运输车辆按指定路线行驶、服从交通管理机构检查与指挥。 

4）采用“六联单”对污染土壤的运输和接收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运输司机、土壤装载方、接收方和监督方都填写了六联单。 

监督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6.4-1 密闭运输 图 6.4-2 洗车池冲洗轮胎 

  

图 6.4-3 转运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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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完成情况 

根据现场监理情况，环境监理单位通过旁站、巡视等工作方式，

督促和见证施工单位落实了污染土清挖阶段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基本符合实施方案要求，详见表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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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环保措施落实环境监理监督落实情况 

 实施方案 环境监理监督落实情况 落实情况 

二

次

污

染

落

实

情

况 

大气：（1）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边挖边退边覆盖的

方式进行作业。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作业面出现

扬尘时，采用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输过程中，

不定期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如发现车辆密封性不好，

立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好苫布后再进行运输等；（2）在清挖施

工过程中，需要防止尘土飞扬。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

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土壤进行苫盖；（3）土壤清挖施工机械

在操作时慢转、轻摇，尽可能防止起尘；（4）在施工现场内将土

方运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运输车外表清扫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

门，防止扬尘产生；（5）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移动式喷雾除

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6）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

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优于或者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

求；（7）运输过程中，不定期对运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如

发现车辆密封性不好，应立即通知其靠边停车，盖好苫布后再进

行运输；（8）雾霾或者严重恶劣天气时，减少或者停止污染土壤

运输车辆的运输，避免加重空气污染。 

环境监理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通过旁站、巡视等

工作，对施工单位在清挖运输等工作中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落实了以下环保措施： 

大气：（1）污染土壤清挖时，采用小作业面，作业过

程中使用了雾炮设备。一个作业面清挖完成后，及时覆盖；

作业面出现扬尘时，采用了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

控制；输过程中，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密闭性完好；（2）

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了土方清挖作业，并对暴露

土壤进行了苫盖；（3）土壤清挖施工机械在操作时慢转、

轻摇；（4）在施工现场内将土方运输车辆装土后压实，将

运输车外表清扫干净后再运出工地大门；（5）作业面出现

扬尘时，采用了移动式喷雾除尘设备对扬尘进行控制；（6）

采用了符合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辆，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

达到北京市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7）运输过程中，对运

输车辆的密闭性进行检查，未出现车辆密闭性不好的现象；

（8）雾霾和严重恶劣天气时，施工单位停止了污染土的运

输 

一致 

废水：（1）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由于降水

造成基坑底部汇集的降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为避免施工过

程中出现临时性降雨，在基坑底部设置集水井收集雨水，基坑内

收集的雨水经检测未超过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则直接排放至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如检测超过排入公共污

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则可将本部分超标污水用于污

染土壤洒水降尘，如超标污水过多，则将超标污水运往生态岛公

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收集后排

放到市政污水管网；（2）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

车辆的清洗工作，以免车辆出入带泥，引起扬尘污染。所有的运

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净后方可允许出场。冲洗车辆产生

环境监理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通过旁站、巡视等

工作，对施工单位在清挖运输等工作中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落实了以下环保措施： 

废水：（1）污染土壤清理过程中未产生基坑底雨水，

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进行集中收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

（2）现场出入口设置洗车池系统，负责运输车辆的清洗工

作，所有的运输车辆必须在出入口内清洗干净后方允许出

场。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环利用；（3）运

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

行清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的废水。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

行循环使用，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表面用于降尘，并随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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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水，沉淀后废水循环利用；（3）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

来源于车辆行驶出场时对车身进行清洗和清理施工设备产生的废

水；洗车池内的水经过一段时间的循环之后，将成为较为混浊的

泥浆，水带着泥浆在一级沉淀池内沉淀后将会产生离析的现象。

此时的水和泥浆内将含有有机污染物残留，因此，为防止二次污

染必须对水和泥浆进行处理。对于洗车后的废水，进行循环使用，

待洗车废水中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洗车废水喷洒在污染土

表面用于降尘，并随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

洗车池内的泥浆采用人工进行清理，然后运到清挖现场，与未运

输的污染土壤一起归堆，待运输时一并处理 

污染土一起运输至处置场所进行处理。对于洗车池内的泥浆

采用人工进行清理，与未运输的污染土壤一并处理 

噪声：（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防止在同一位置布置大量的

动力机械设备，避免局部声级过高；（2）选用低噪音设备，在厂

区行驶时，尽量减少噪音，没有消声器的车辆不准进场；（3）加

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4）设立临时声障；（5）噪声补

偿措施，对周边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行适当补偿，对受到施

工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在施工前予以通知，说明施工期拟采取的噪

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6）污染土壤运输路线避开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速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保持技

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叫声；必须安装完整有效的排

气消声器。行车噪声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允许噪声标准；（7）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设置或者解除机动车辆防盗报警

装置，不得产生噪声。机动车辆防盗报警器以鸣响方式报警后，

使用者应当及时处理，避免长时间鸣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8）

噪声补偿措施，对运输过程受噪声影响较大的居民进行适当的补

偿，对可能受到运输车辆噪声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应在施工前予以

通知，说明工程期内拟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并取得理解 

环境监理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通过旁站、巡视等

工作，对施工单位在清挖运输等工作中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落实了以下环保措施： 

噪声：（1）施工机械合理布置；（2）选用低噪音设备，

在厂区行驶时，减少噪音，没有消声器的车辆不准进场；（3）

加强施工指挥，减少人为噪声；（4）设立临时声障；（5）

施工过程中未对周边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6）污

染土壤运输路线已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车辆限速

行驶；行驶的机动车辆，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无

刹车尖叫声；安装完整有效的排气消声器（7）运输过程中

未对运输路线上的单位和居民造成干扰和影响 

一致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1）确保清挖到位；（2）清挖终

点扫尾；（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4）场内运输道路清洁，每

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洒水，保证施工场地干

净整洁，不起灰；（5）沿途土壤遗撒，及时组织人力清扫，并迅

速冲洗干净等 

环境监理单位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通过旁站、巡视等

工作，对施工单位在清挖运输等工作中的二次污染风险控制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落实了以下环保措施： 

 

二次污染风险控制措施：（1）清挖到位；（2）清挖终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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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扫尾；（3）清挖设备离场清扫；（4）场内运输道路清洁，

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对场地的运输道路清扫并洒水（5）沿途

土壤无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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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治理与修复工程验收概况 

7.1 验收内容 

本项目验收单位为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清挖完毕后基坑验收包括坑底验收和侧壁验收两部分，其目的是

判定基坑清挖是否到位，即基坑和侧壁是否还存在污染土壤，分析修

复区域是否还存在污染，验收指标为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物砷、PAHs

（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验收标准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

块报告》中所确定的修复目标值，现场验收时，项目周边场地均已清

挖完毕。 

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

及《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 681 地块》，场地污染修复目标值如表 7.1-1 所示。 

表 7.1-1 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单位：mg/kg） 

目标污染物 砷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蒽 茚并(1,2,3-cd)芘 

修复目标值 20 0.5 0.2 0.5 0.05 0.4 

7.2 分析方法和质量控制 

 分析项目及方法见表 7.2-1、表 7.2-2。 

表 7.2-1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分析测试方法 

分析项目 方法 报告限 单位 检测设备 

砷 GB22105.2-2008 0.01 mg/kg AFS 

苯并(a)蒽 EPA8270D 0.100 mg/kg GC-MS 

苯并(a)芘 EPA8270D 0.100 mg/kg GC-MS 

苯并(b)荧蒽 EPA8270D 0.100 mg/kg GC-MS 

二苯并(a,h)蒽 EPA8270D 0.050 mg/kg GC-MS 

茚并(1,2,3-cd)芘 EPA8270D 0.100 mg/kg 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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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分包实验室分析测试方法(河北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分析项目 方法 报告限 单位 检测设备 

砷 GB22105.2-2008 0.01 mg/kg AFS 

苯并(a)蒽 HJ805-2016 0.12 mg/kg GC-MS 

苯并(a)芘 HJ805-2016 0.17 mg/kg GC-MS 

苯并(b)荧蒽 HJ805-2016 0.17 mg/kg GC-MS 

二苯并(a,h)蒽 HJ805-2016 0.05 mg/kg GC-MS 

茚并(1,2,3-cd)芘 HJ805-2016 0.13 mg/kg GC-MS 

项目验收单位在采样前，制定采样计划，准备现场采样终端、足

够的取样工具并进行预先清洗。本次采样为手工采样。先用铁锹、铲

子和泥铲等工具将地表物质去除，并挖掘到指定深度，然后用木质铲

子采样器等进行样品采集。 

根据场地的污染物类型，分别将样品装入棕色广口瓶、自封袋中，

并标明样品编号，放入低温的样品箱中，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在 4℃以

下，并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每次采样均认真填写采样记录

并进行拍照。 

为了保证分析样品的准确性，除了实验室已经过 CMA 认证，仪器

按照规定定期校正外，在进行样品分析时还对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随时检查和发现分析测试数据是否受控（主要通过标准曲线、精密度、

准确度等），特别是有机项目在每批样品测定过程中要测定实际样品

加标回收率。无机项目在每批样品测定过程中进行标准品的测定，保

证每个检测项目在测试过程中的准确性。同时检测结果有专人进行复

核、审核，保证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实验室内有机项目的质量控制包括实验室控制样（LCS）、平行样

（DUP）和加标平行样（MS），每 20 个样品设置一个质量控制样（双

样，抽取一个样品作为平行样，加标样、加标平行样）。实验室内无

机项目的质量控制包括空白、平行样、标准物质测定。具体数据见质

量控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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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验收布点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市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DB11/T 

783-2011）、《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标准要求，

681 地块坑底布点情况详见表 7.3-1 与表 7.3-2，需要布设 28 个坑底采

样点，12 个侧壁采样点。 

表 7.3-1 基坑底部采样布点数量 

地块

名称 

基坑

编号 

清挖深

度 

有效底面积

（m
2） 

坑底采样布点 
最终采样

点数 
《场地环境监测

技术导则》 

《污染场地修复验收

技术规范》 

681 1# 

0-2m 7053.2 18 7 18 

2-3m 1950.52 5 5 5 

2-5m 1596.20 4 5 5 

合计 28 

表 7.3-2 侧壁采样点数量 

地块

名称 

基坑

编号 

清挖深

度 

周长 

（m） 

采样 

深度 

（m） 

侧壁采样点数 
最终

采样

点数 

备注 
《场地环

境监测技

术导则》 

《污染场地

修复验收技

术规范》 

681 1# 

0-1m 189.07 0.2 5 5 0 不包括与

其他地块

接壤的边

界 

1-2m 189.07 1.5 5 5 0 

2-3 m 79.77 2.5 2 4 7 

4-5m 141.81 4.5 4 5 5 

合计 12  

注：681 地块东侧的修复边界与已清挖完成的 680 地块西侧的修复边界接壤，681 地块

西侧的修复边界与已清挖完成的 684 地块西侧的修复边界接壤，因此 691 地块东侧、西侧侧

壁不存在，本地块验收基坑东侧、西侧侧壁不需要布点，南侧与北侧的修复边界为相邻污染

土清挖区域边界（近期拟进行清挖），本次验收不予修复效果评价 

7.4 现场采样 

现场基坑清挖运输完成后，经工程监理对清挖深度、清挖面积进

行复核后，验收方对清理后的场地进行样品采集，通过实验室检测分

析以确定清挖后的场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根据现场基坑清理进度，对 681 地块范围内基坑进行分三批次样

品采集，包括初次修复验收采样、第一次补充修复验收采样和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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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修复验收采样。现场实际采样情况如下： 

在采样前，制定采样计划，准备现场采样终端、足够的取样工具

并进行预先清洗。本次采样为手工采样。先用铁锹、铲子和泥铲等工

具将地表物质去除，并挖掘到指定深度，然后用木质铲子采样器等进

行样品采集。 

根据场地的污染物类型，分别将样品装入棕色广口瓶、自封袋中，

并标明样品编号，放入低温的样品箱中，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在 4℃以

下，并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每次采样均认真填写采样记录

并进行拍照。 

7.4.1 清挖验收采样 

根据实际清挖情况，由于 681 地块东侧的修复边界与已清挖完成

的 680 地块西侧的修复边界接壤，681 地块西侧的修复边界与已清挖完

成的 684 地块西侧的修复边界接壤，因此 691 地块东侧、西侧侧壁不

存在，本地块验收基坑东侧、西侧侧壁不需要布点，南侧与北侧的修

复边界为相邻污染土清挖区域边界（近期拟进行清挖），本次验收不

予修复效果评价，本次污染土壤基坑验收共 40 个点位数。其中，1#基

坑侧壁采集了 12 份样品，基坑侧壁采集了平行样 2 份，基坑坑底采集

了 28 份样品，基坑坑底采集了平行样 2 份。采集时间、批次和数量如

表 7.4-1 所示，681 地块各层布点图（第二层修复面积大于第一层修复

面积，第一层无坑底、侧壁本次验收不予修复效果评价）及总布点图

如图 7.4-1~7.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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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681 地块 1#第一批次侧壁和坑底采样点编号与分布 

基坑

序号 
采样时间 

采样位

置 
样品名称 样品数 

1# 

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8 年 1

月 22 日 

侧壁 

BXA1-C-25 平、BXA1-C-27、BXA1-C-28、

BXA1-C-30、BXA1-C-31、BXA1-C-33、

BXA1-C-34、BXA1-C-36、BXA1-C-37、

BXA1-C-39、BXA1-C-43、BXA1-C-49 平 

12 

坑底 

BXA1-J-3、BXA1-J-4、BXA1-J-5、BXA1-J-6、

BXA1-J-7、BXA1-J-8、 

BXA1-J-9、BXA1-J-57 平、BXA1-J-58、 

BXA1-J-59、BXA1-J-60、BXA1-J-61、

BXA1-J-62、BXA1-J-63、BXA1-J-64、BXA1-J-65

平、BXA1-J-66、BXA1-J-67、BXA1-J-68、

BXA1-J-69、BXA1-J-70、BXA1-J-71、

BXA1-J-72、BXA1-J-73、BXA1-J-74、

BXA1-J-75、BXA1-J-111、BXA1-J-152 

 

28 

合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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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681 地块第二层（1-2m）基坑坑底验收采样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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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2  681 地块第三层（2-3m）基坑坑底和侧壁验收采样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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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3  681 地块第五层（4-5m）基坑坑底和侧壁验收采样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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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4  681 地块基坑坑底和侧壁验收采样总布点图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109 

本次验收检测分析结果显示，1#基坑共有 16 个采样点的污染物浓

度超过修复目标值，其中包括 13 个坑底采样点，3 个侧壁采样点。在

这些超标的点位中，其中坑底点位除砷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有部分

点位未达到修复目标值；侧壁超标的 4 个点位中，除砷和茚并(1,2,3-cd)

芘达到修复目标值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未达到修复目标值。未达到

修复目标值采样点编号见表 7.4-2。 

表 7.4-2  681 地块清挖验收采样未达标采样点 

基坑序

号 

采样位

置 
样品名称 结果 

1# 

侧壁 BXA1-C-28、BXA1-C-30、BXA1-C-48 
超过修复

目标值 

坑底 

BXA1-J-4、BXA1-J-5、BXA1-J-7、BXA1-J-57、BXA1-J-59、 

BXA1-J-63、BXA1-J-65、BXA1-J-66、BXA1-J-69、

BXA1-J-70、BXA1-J-71、BXA1-J-72、BXA1-J-73 

超过修复

目标值 

 

图 7.4-5 681 地块超标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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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第一次扩挖验收采样 

根据验收单位的检测情况，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环境监理

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讨论了第一次修复补挖方案，坑底和侧壁超标点

所代表的区域，在原清挖后的基础上，坑底向下扩挖 0.5m，侧壁向外

扩挖 0.5m，在侧壁沿线以超标点为中心前后各扩挖 0.5m，然后布点采

样检测验收，若检测结果达不到修复目标值，则须继续进行清挖与检

测，直至基坑侧壁和坑底土壤中污染物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值，基

坑清理方可结束。 

在施工单位组织了扩挖后，由验收单位组织了基坑布点采样，土

壤样品采样点位 20 个，并采集了 3 份平行样，包括 1#基坑侧壁采集了

16 份样品；基坑坑底采集了 13 份。采样信息见表 7.4-3 与布点图见图

7.3-6。 

表 7.4-3 第一次补充修复验收采样信息表 

基坑序号 采样时间 
采样

位置 
样品名称 样品数 

1# 

2018 年 1 月 3

日-2018 年 1

月 31 日 

侧壁 

BXA1-C-154、BXA1-C-155、

BXA1-C-156、BXA1-C-157、

BXA1-C-158、BXA1-C-159 平、

BXA1-C-181、 

7 

坑底 

BXA1-J-101、BXA1-J-102、BXA1-J-103、

BXA1-J-104、BXA1-J-105、BXA1-J-106、

BXA1-J-107、BXA1-J-108、BXA1-J-109、

BXA1-J-110、BXA1-J-111、BXA1-J-112、

BXA1-J-113 平 

13 

合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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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6 第一次扩挖验收采样点布点图 

本次验收补充修复土壤，通过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

析后，可以看出：在本次清挖后采集的 29 个采样点样品中（1#基坑侧

壁 16 个，坑底 13 个），共有 6 个采样点样品的污染物检出浓度未达

到其修复目标值。具体未达到修复目标值的补充采样点信息如表 7.4-4

所示。 

表 7.4-2681 地块第 1 次扩挖验收后超标点位 

基坑

编号 
采样点位置 采样点编号 

1# 
坑底 

BXA1-J-104、BXA1-J-105、BXA1-J-106、BXA1-J-108、BXA1-J-109、
BXA1-J-110 

侧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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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7 第一次扩挖验收后超标点位图 

7.4.3 第二次扩挖验收采样 

根据验收单位的检测情况，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环境监理

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讨论了第二次修复补挖方案，坑底和侧壁超标点

所代表的区域，在原清挖后的基础上，坑底向下扩挖 0.5m，侧壁向外

扩挖 0.5m，在侧壁沿线以超标点为中心前后各扩挖 0.5m，然后布点采

样检测验收，若检测结果达不到修复目标值，则须继续进行清挖与检

测，直至基坑侧壁和坑底土壤中污染物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值，基

坑清理方可结束。 

依据《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681

地块实施方案》，在修复方补充清挖完成并经工程监理现场放线测量

后，对该区域进行第二次补充采样，采样方法均按照场地修复验收初

步采样进行，第二次修复补充采样点布置情况见表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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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5  第二次扩挖验收采样信息表 

基坑序

号 
采样时间 

采样

位置 
样品名称 点位数 样品数 

1# 
2018 年 2 月 1

日 

侧壁 上一次合格 0 0 

坑底 

BXA1-J-148、BXA1-J-149、

BXA1-J-150、BXA1-J-151、

BXA1-J-152、BXA1-J-153 平 

6 6 

合计  6 

本次污染土壤基坑验收共采集 6 份土壤样品，其中采集了 1 份平

行样。其中，1#基坑侧壁采集了 0 份样品；1#基坑坑底采集了 6 份样

品 

本次补充采集的 6 个采样点样品，均达到修复目标值。 

 

图 7.4-8  681 地块第二次扩挖验收采样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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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9 坑底采样图 图 7.4-10 侧壁采样图 

7.5 清挖效果评价 

对本项目 681 地块 1#基坑采集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通过对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北辛安 681地块污染土修复范围内验收初步结论如下： 

在 681 地块 1#基坑共采集 40 个采样点，包括 28 个坑底采样点和

12 个侧壁采样点。1#基坑共有 16 个采样点的污染物浓度超过修复目标

值，其中包括 13 个坑底采样点，3 个侧壁采样点。在这些超标的点位

中，其中坑底点位除砷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有部分点位未达到修复

目标值；侧壁超标的 4 个点位中，除砷和茚并(1,2,3-cd)芘达到修复目

标值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未达到修复目标值。因此，超标的基坑区

域需继续向下清挖，超标的侧壁区域需继续向外扩挖，直到清挖后基

坑内的土壤达到修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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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1 第一批次验收检测结果 

点位名称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

蒽 

茚并

(1,2,3-cd)芘 
砷 

修复目标值（mg/kg） 

0.5 0.2 0.5 0.05 0.4 20 

坑底 

BXA1-J-04 0.312 0.319 0.506 0.056 0.265 3.710 

BXA1-J-05 0.389 0.361 0.644 0.065 0.282 3.540 

BXA1-J-06 0.213 0.187 0.276 <0.050 0.133 4.300 

BXA1-J-07 0.267 0.208 0.371 <0.050 0.160 4.900 

BXA1-J-08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460 

BXA1-J-09 0.198 0.156 0.336 <0.050 0.122 3.170 

BXA1-J-57 0.929 0.946 0.650 0.288 0.403 2.480 

BXA1-J-57 平 0.977 0.949 0.681 0.270 0.393 2.270 

BXA1-J-58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00 

BXA1-J-59 1.120 0.935 0.634 0.231 0.453 14.500 

BXA1-J-60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3.960 

BXA1-J-61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5.380 

BXA1-C-25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4.120 

BXA1-C-25-1.0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5.17 

BXA1-C-26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3.860 

BXA1-C-26-2.0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3.840 

BXA1-C-27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4.070 

BXA1-C-28 0.989 0.754 0.809 0.123 0.287 3.980 

BXA1-C-29 0.550 0.256 0.506 0.060 0.160 3.550 

BXA1-C-30 0.858 0.740 0.941 0.113 0.302 4.440 

BXA1-C-31 1.080 0.586 1.080 0.112 0.249 5.790 

BXA1-C-32 0.970 0.655 0.711 0.156 0.369 4.330 

BXA1-C-33 0.105 <0.100 <0.100 <0.050 <0.100 2.810 

BXA1-C-34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090 

BXA1-C-35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3.120 

BXA1-C-36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50 

BXA1-C-37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750 

BXA1-C-38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950 

BXA1-C-39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50 

BXA1-J-62 0.335 <0.100 0.146 <0.050 <0.100 2.680 

BXA1-J-63 0.451 0.245 0.320 <0.050 0.151 2.960 

BXA1-J-64 0.342 0.172 0.355 <0.050 0.110 3.090 

BXA1-J-65 2.880 1.230 1.440 0.153 1.28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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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A1-J-65 平 1.160 0.882 0.897 0.084 0.707 3.460 

BXA1-J-66 1.490 0.809 0.964 0.147 0.778 3.290 

BXA1-J-67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3.730 

BXA1-J-68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99 

BXA1-J-69 0.790 0.529 1.120 <0.050 0.320 4.12 

BXA1-J-70 0.703 0.468 1.130 <0.050 0.353 4.83 

BXA1-J-71 0.578 0.387 0.883 <0.050 0.297 4.11 

BXA1-J-72 0.977 0.505 0.593 <0.050 0.387 3.68 

BXA1-J-73 0.849 0.621 0.721 0.062 0.351 4.18 

BXA1-J-74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0 

BXA1-J-75 0.182 0.138 0.193 <0.050 <0.100 2.31 

BXA1-C-25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4.120 

BXA1-C-27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4.070 

BXA1-C-28 0.989 0.754 0.809 0.123 0.287 3.980 

BXA1-C-30 0.858 0.740 0.941 0.113 0.302 4.440 

BXA1-C-31 1.080 0.586 1.080 0.112 0.249 5.790 

BXA1-C-33 0.105 <0.100 <0.100 <0.050 <0.100 2.810 

BXA1-C-34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090 

BXA1-C-36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50 

BXA1-C-37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1.750 

BXA1-C-39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2.050 

BXA1-C-48 0.560 0.288 0.502 0.061 0.159  

BXA1-C-49 <0.100 <0.100 <0.100 <0.050 <0.100  

BXA1-C-49 平 0.122 <0.100 0.104 <0.050 <0.100  

表 7.5-2 平行样结果分析 

平行样品

编号 

检测项目 

苯并(a)蒽 苯并(b)荧蒽 苯并(a)芘 
茚并

(1,2,3-cd)芘 

二苯并

(a,h)蒽 
砷 

BXA1-C-2

5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4.92 

BXA1-C-2

5-1.0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5.17 

相对相差 

（%） 
/ / / / / 13.9 

BXA1-C-2

6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3.86 

BXA1-C-2

6-2.0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3.84 

相对相差 

（%） 
/ / / / / 0.5 

BXA1-C-4

9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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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A1-C-4

9 DUP 
0.122 <0.170 <0.170 <0.130 <0.050 / 

相对相差 

（%） 
/ / / / / / 

BXA1-J- 

57 平 
0.929 0.650 0.946 0.403 0.288 2.48 

BXA1-J- 

57DUP 
0.977 0.684 0.949 0.393 0.270 2.27 

相对相差 

（%） 
/ / / / / 7.5 

 PAHs 平行样品的检测数据均在 10 倍检出限以内，满足一般 10

倍检出限以内不控制的国际惯例要求，砷平行样品的相对标准数据在

±20%以内，满足 10 倍检出限以上无机 20%样品采集质量控制的国际

惯例要求。 

本次验收检测分析结果显示，1#基坑共有 16 个采样点的污染物浓

度超过修复目标值，其中包括 13 个坑底采样点，4 个侧壁采样点。在

这些超标的点位中，其中坑底点位除砷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有部分

点位未达到修复目标值；侧壁超标的 4 个点位中，除砷和茚并(1,2,3-cd)

芘达到修复目标值以外，其余检测指标均未达到修复目标值。点位超

标率为 37%，未达到修复目标值采样点编号见表 7.5-3。针对不达标情

况，由建设单位组织相关专业单位进行了扩挖，由施工单位组织施工。 

表 7.5-3 681 地块第一批次采样未达标采样点 

基坑序

号 

采样位

置 
样品名称 结果 

1# 

侧壁 BXA1-C-28、BXA1-C-30、BXA1-C-48 
超过修复

目标值 

坑底 

BXA1-J-4、BXA1-J-5、BXA1-J-7、BXA1-J-57、BXA1-J-59、 

BXA1-J-63、BXA1-J-65、BXA1-J-66、BXA1-J-69、

BXA1-J-70、BXA1-J-71、BXA1-J-72、BXA1-J-73 

超过修复

目标值 

 

根据上述分析，为保障污染场地修复效果，建议修复方根据初步

验收结论，对未达到修复目标的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一般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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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修复目标的基坑，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继续清理：1、在未达标采

样点周边首先进行补充采样确定清理区域和挖掘深度，然后进行再清

挖；2、在未达标采样点周边直接进行清挖，然后布点采样检测验收。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若检测结果达不到修复目标值，则须继续进行清

挖与检测，直至基坑侧壁和坑底土壤中污染物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

值，基坑清理方可结束。 

本次对 1#基坑的补充清理，结合项目进度等实际情况，与修复实

施方、委托方协商后，采取第 2 种方式进行清理与验收。 

7.6 第一次扩挖效果评价 

在施工单位根据监理会组织了扩挖修复施工后的基坑，由验收单

位组织了基坑布点采样，土壤样品采样点位 20 个，并采集了 2 份平行

样，包括 1#基坑侧壁采集了 13 份样品；基坑坑底采集了 7 份。采样信

息见表 7.6-1。 

表 7.6-1 第一次扩挖验收采样检测结果 

点位名称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

蒽 

茚并

(1,2,3-cd)芘 
砷 

修复目标值（mg/kg） 

0.5 0.2 0.5 0.05 0.4 20 

侧壁 

BXA1-C-154 <0.12 <0.17 <0.17 <0.05 <0.13 5.08 

BXA1-C-155 <0.12 <0.17 <0.17 <0.05 <0.13 5.12 

BXA1-C-156 <0.12 <0.17 <0.17 <0.05 <0.13 4.53 

BXA1-C-157 <0.12 <0.17 <0.17 <0.05 <0.13 4.84 

BXA1-C-158 <0.12 <0.17 <0.17 <0.05 <0.13 5.09 

BXA1-C-159 <0.12 <0.17 <0.17 <0.05 <0.13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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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A1-C-159 平 <0.12 <0.17 <0.17 <0.05 <0.13 5.22 

BXA1-C-181 <0.12 <0.17 <0.17 <0.05 <0.13 5.74 

坑底 

BXA1-J-101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02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03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04 0.374 0.268 0.424 0.088 0.186 - 

BXA-1-J-105 0.415 0.252 0.535 0.100 0.190 - 

BXA-1-J-106 0.400 0.258 0.480 0.096 0.185 - 

BXA-1-J-107 0.225 <0.17 0.266 <0.05 <0.13 - 

BXA1-J-108 0.638 0.476 0.712 0.128 0.287 - 

BXA1-J-109 0.656 0.437 0.758 0.148 0.269 - 

BXA1-J-110 0.850 0.616 1.096 0.165 0.363 - 

BXA1-J-111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12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13 <0.12 <0.17 <0.17 <0.05 <0.13 - 

BXA1-J-113 平 <0.12 <0.17 <0.17 <0.05 <0.13 - 

表 7.6-2 平行样结果分析 

平行样品

编号 

检测项目 

苯并(a)蒽 
苯并(b)荧

蒽 
苯并(a)芘 

茚并

(1,2,3-cd)芘 

二苯并(a,h)

蒽 
砷 

BXA1-C-1

59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5.17 

BXA1-C-1

59 DUP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5.22 

相对相差 

（%） 
/ / / / / 0.96 

BXA1-C-1

62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 

BXA1-C-1

62 DUP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 

相对相差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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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A1-J-11

3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 

BXA1-J-11

3 DUP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 

相对相差 

（%） 
/ / / / / / 

 PAHs 平行样品的检测数据均在 10 倍检出限以内，满足一般 10

倍检出限以内不控制的国际惯例要求，砷平行样品的相对标准数据在

±20%以内，满足 10 倍检出限以上无机 20%样品采集质量控制的国际

惯例要求。 

本次验收补充修复土壤，通过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

析后，可以看出：在本次清挖后采集的 20 个采样点样品中（1#基坑侧

壁 7 个，坑底 13 个），共有 6 个采样点样品的污染物检出浓度未达到

其修复目标值。具体未达到修复目标值的补充采样点信息如表 7.6-3 所

示。 

表 7.6-3 基坑第 1 次补充修复未达到修复目标值采样点信息 

基坑

编号 
采样点位置 采样点编号 

1# 
坑底 

BXA1-J-104、BXA1-J-105、BXA1-J-106、BXA1-J-108、BXA1-J-109、
BXA1-J-110 

侧壁 —— 

根据上述分析，为保障污染场地修复效果，建议修复方根据初步

验收结论，对未达到修复目标的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一般对于未

达到修复目标的基坑，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继续清理：1、在未达标采

样点周边首先进行补充采样确定清理区域和挖掘深度，然后进行再清

挖；2、在未达标采样点周边直接进行清挖，然后布点采样检测验收。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若检测结果达不到修复目标值，则须继续进行清

挖与检测，直至基坑侧壁和坑底土壤中污染物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

值，基坑清理方可结束。 

本次对 1#基坑的补充清理，结合项目进度等实际情况，与修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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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委托方协商后，采取第 2 种方式进行清理与验收。 

7.7 第二次扩挖效果评价 

依据《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681

地块实施方案》，在修复方补充清挖完成并经工程监理现场放线测量

后，对该区域进行第二次补充采样，采样方法均按照场地修复验收初

步采样进行，本次污染土壤基坑验收共采集 6 份土壤样品，其中采集

了 1 份平行样。其中，1#基坑侧壁采集了 0 份样品；1#基坑坑底采集

了 6 份样品，第二次修复补充采样点布置情况见表 7.7-1。 

表 7.7-1  第二次扩挖验收采样检测结果 

点位名称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

蒽 

茚并

(1,2,3-cd)芘 
砷 

修复目标值（mg/kg） 

0.5 0.2 0.5 0.05 0.4 20 

坑底 

BXA1-J-148 <0.12 <0.17 <0.17 <0.05 <0.13 14.9 

BXA1-J-149 <0.12 <0.17 <0.17 <0.05 <0.13 8.56 

BXA1-J-150 <0.12 <0.17 <0.17 <0.05 <0.13 7.17 

BXA1-J-151 <0.12 <0.17 <0.17 <0.05 <0.13 7.57 

BXA1-J-152 <0.12 <0.17 <0.17 <0.05 <0.13 14.1 

BXA1-J-153 <0.12 <0.17 <0.17 <0.05 <0.13 7.56 

BXA1-J-153 平 <0.12 <0.17 <0.17 <0.05 <0.13 8.02 

表 7.7-2  平行样结果分析 

平行样品

编号 

检测项目 

苯并(a)蒽 
苯并(b)荧

蒽 
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 

二苯并

(a,h)蒽 
砷 

BXA1-J-15

3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7.56 

BXA1-J-15

3 DUP 
<0.120 <0.170 <0.170 <0.130 <0.050 8.02 

相对相差 / / / /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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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Hs 平行样品的检测数据均在 10 倍检出限以内，满足一般 10 倍

检出限以内不控制的国际惯例要求，砷平行样品的相对标准数据在±20%

以内，满足 10 倍检出限以上无机 20%样品采集质量控制的国际惯例要

求。 

本次补充采集的 6 个采样点样品，均达到修复目标值。 

7.8 验收结论 

（1）本次对 681 地块内的 1#基坑的清理情况进行验收，基坑的验

收为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布

点采样及检测分析等多种方式进行。具体验收采样数量见表 7.9-1。 

表 7.9-1 基坑验收采样数量统计 

验收次数 
采样点位（个） 

坑底 侧壁 小计（个） 

清挖验收 28 12 40 

第一次扩挖验收 13 7 20 

第二次扩挖验收 6 0 6 

合计（个） 66 

平行样数量（个） 7 

总计 73 

（2）681 地块基坑清理效果已达到《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

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

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地块》提出的修复目标，

累计采集样品 73 个土壤样品，7 个平行样。 

（3）681 地块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清挖，至 2018 年 1 月底全部清

挖完毕。依据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681 地

块方格网测量成果资料，681 地块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27851.6m
3，清运

车次累计 1544 车次。 

（4）通过样品采集并对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基坑内坑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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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土壤均清挖到位，基坑内土壤中的污染物 PAHs 和 As 浓度已达到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石景

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681 地块实施方

案》中所确定的场地修复目标值。 

681 地块基坑验收总结情况如下： 

表 7.9-2  681 地块基坑验收情况总结 

 《实施方案》要求 实际验收情况 是否一致 备注 

验收 

依据 

（1）《场地环境监测技术

导则》（HJ25.2-2014）； 

（2）北京市《污染场地修

复 验 收 技 术 规 范 》

（DB11/T783-2011） 

（1）《场地环境监测

技术导则》（HJ25.2-2014）； 

（2）北京市《污染场

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

（DB11/T783-2011） 

一致  

验收 

项目 

砷、苯并（a）蒽、苯并（a）芘、

苯并（b）荧蒽、二苯并（a,h）

蒽和茚并(1,2,3-cd)芘 

砷、苯并（a）蒽、苯并（a）

芘、苯并（b）荧蒽、二苯

并（a,h）蒽和茚并(1,2,3-cd)

芘 

一致  

修复

目标

值 

见表 3.4-1 见表 3.4-1 一致  

采样

数 
坑底 28 个，侧壁 19 个 坑底 47 个，侧壁 19 个 不一致 

验

收 不 合

格 点 位

扩 挖 增

多 

基坑

待检

区域

的维

护措

施 

 

(1) 清理后的基坑，做好安全维

护，做好警戒区域的划分，防止

对裸露基坑的干扰，及时清除安

全隐患 

(2) 基坑清理到场评报告要求的

标高后，及时对基坑底部与侧壁

进行布点采样，争取在一周内出

检测数据，对于不合格的进行及

时清理，尽快将清挖地块区域的

基坑修复合格。对于修复合格但

未获得环保部门认可的基坑进

行重点防护，防止再次受到污

染。对于邻近基坑侧壁未达标的

情况，采取隔离与防护措施 

(3) 当某两个污染区域由于拆迁

进度计划不一致，其中一个区域

清理完毕，而相邻区域拆迁计划

未定，此时基坑检测达标，但相

邻区域的侧壁检测超标时，需要

(1)清理后的基坑，做好安全

维护，做好警戒区域的划

分，防止对裸露基坑的干

扰，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2)基坑清理到场评报告要

求的标高后，及时对基坑底

部与侧壁进行布点采样，对

于不合格的进行及时清理，

尽快将清挖地块区域的基

坑修复合格。 

(3)当某两个污染区域由于

拆迁进度计划不一致，其中

一个区域清理完毕，而相邻

区域拆迁计划未定，此时基

坑检测达标，但相邻区域的

侧壁检测超标时，及时上报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时

做好未达标的邻近基坑侧

壁的隔离与防护措施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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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上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同时做好未达标的邻近基坑侧

壁的隔离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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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期风险管控 

本项目 681 地块目前已清挖完毕，处于闲置状态，但是，根据现

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城西路以南区域有尚未

清挖污染地块，预计近期开工清挖，为避免 681 地块受到二次污染，

本效果评估报告进行了污染源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地风险管控措施。 

8.1 污染源识别 

（1）681 地块目前已清挖完毕，根据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现场

验收工作，清挖及扩挖后场地坑底和侧壁土壤中污染土含量均低于修

复目标值。即修复范围内的污染土壤已全部清运，达到验收标准，本

地块本身不存在污染源，无后期风险问题，但是地块闲置，会产生扬

尘问题。 

（2）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城西路以南区域有尚未清挖污染

地块，预计近期开工清挖，污染地块内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及重金

属。 

8.2 风险管控措施 

（1）681 地块目前已清挖完毕，针对地块长期闲置，会产生扬尘

问题，建议建设单位加强 681 地块绿网苫盖工作，定期巡查。 

（2）针对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城西路以南区域即将清挖的区

域，在施工过程中，禁止其它地块污染土运输从 681 地块上运输经过，

建议建设单位加强 681 地块围挡封闭等工作，定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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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治理与修复工程评估结论及建议 

9.1 评估工作内容 

2018 年 11 月，受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华夏博信

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对 681 地块进行了实地调查、文件核实等工作，针

对 681 地块污染土清挖阶段开展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681 地块现

状已清挖完毕，为空地，绿网苫盖，现场勘查详见图 9.1-1 所示。 

  

图 9.1-1  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现场勘查图 

9.2 文件核实 

9.2.1 核实资料清单 

本次效果评估对 681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涉及的相关资

料进行了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1）场地评价报告专家意见及备案情况 

2016 年 7 月，《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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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批复文号为京环[2016]344 号，通过专家论证

并报环保局备案，依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

（批复文号为京环[2016]344 号）和石环函[2018]7 号，拆分出《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并报环保局备案。 

（2）修复方案及备案意见 

2016 年 10 月，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

究所编制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并通过

专家论证；2017 年 8 月 11 日，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了《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

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根据《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

案》和石环函[2018]7 号，拆分出《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

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并报环保局备案。 

（3）竣工资料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

块清挖阶段挖运报告》及附件。 

（4）工程监理资料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

块清挖阶段工程监理报告》及附件。 

（6）环境监理资料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

块清挖阶段环境监理报告》及附件。 

（7）验收资料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81 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阶段性

环境质量监测验收报告》及附件。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128 

表 9.2-1 效果评估资料核对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应有内容 
核对情况 

(有/无) 

场调相关资料 

1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

环境评价报告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

环境评价报告-681 地块报告 

场地概况、污染识别、现场调查与实验室

检测、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分析、人体健康

风险评估、结论与建议 

有 

施工相关资料 

2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实施方案-第一阶段 681 地块 

场地概况、修复标准及修复范围、修复技

术比选及确定、项目总体修复技术方案设

计、施工组织及部署、专项修复方案、施

工过程环境监测方案、环境管理和二次污

染防治措施、应急预案、劳动及个人防护

措施、防扰民与民扰措施、项目验收方案、

项目投资费用估算 

有 

3 补充清挖 扩挖方案 有 

4 工程施工单位公司相关资质 工程施工资质 有 

5 
项目施工负责人及施工人员

资质 
施工人员资质 有 

6 施工工程资料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 

清挖现场废气、噪声、废水检测报告； 

施工前、后的拐点坐标及标高测量结

果 

有 

7 竣工报告 污染土壤清挖和运输施工总结等内容 有 

8 污染土壤运输六联单 
一次清挖污染土壤运输六联单、扩挖污染

土壤运输六联单 
有 

9 
场地清理运输土方量与实际

土方量对照情况说明 

场地清理运输土方量与实际土方量对照情

况说明 
有 

工程监理相关资料 

10 工程监理单位资质 营业执照及资质 
有 

 

11 工程监理人员资质 监理工程师资质 有 

环境监理相关资料 

12 环境监理报告 

修复工程概况、环境监理工作目标与范围、

环境监理工作程序、各阶段环境监理情况、

结论与建议 

有 

13 环境监理记录 
环境监理日志、现场巡查及旁站记录、环

境监理会议记录，施工大事记录等 
有 

14 往来资料 环境监理联系单、环保问题处理意见单等 有 

15 
日常监测和定期监测检测报

告 
施工现场无组织排放监测报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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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应有内容 
核对情况 

(有/无) 

验收相关资料 

16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项目 681 地块污染土壤修复

阶段性环境质量监测验收报

告 

场地污染及修复概况、验收内容与程序、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分析、基坑复验、结论

与建议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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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2 效果评估资料核对变更情况说明 

 实施方案要求 实际情况 变更说明 

清挖

范围 

实施方案中清挖

范围见图 5.3-1 
实际清挖范围见图 5.3-2 由于部分点位验收检测不合格，进行了扩挖，导致清挖范围变大 

污染

土方

量 

681 地块修复土

方量为 24603.61m
3
 

681 地块共实际清

挖工程量为 30865.2m
3
 

在清挖 PAHs 污染土范围时，侧壁及底部预留 5-10cm，预留部分污染土作为 PAHs

和砷复合污染土，预留污染土 4514.42m
3；包含非污染土 3303.11m

3
 

污染

土运

输路

线 

污染土运往北京

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

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路线情

况详见“4.5 污染土壤

运输方案”章节 

污染土壤全部安全

转运至北京金隅北水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运输路线情况详

见“5.5 污染土壤运输”

章节 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能够完全接收 681

地块的污染土，未启用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储存地点 

污染

土去

向 

实施方案中拟将

污染土壤分别储存于

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

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和北京生态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土壤全部转运

至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

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

取样

数量 

坑底 28 个，侧壁 19

个 
坑底 47 个，侧壁 19 个 验收不合格点位扩挖，导致样品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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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评估结论 

（1）施工情况总结 

施工单位在污染土清挖过程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施工，顺利完

成污染土的清挖工作，依据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 681 地块方格网测量成果资料，681 地块实际清挖工程量为

30865.2m
3，清运车次累计 1544 车次，污染土壤全部安全转运至北京金

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临时

存储。 

修复施工单位在修复施工期间，对场地大气、废水和噪声进行了

安全有效的二次污染防治。修复方案中提出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基本

落实，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环境事故、施工安全事故和周围居

民的投诉事件。 

（2）监理情况总结 

环境监理单位在监理期间，监督修复施工单位落实了大气、废水

和噪声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同时，环境监理单位委托检测单位对场地

大气、废水和噪声进行环境监测，由于本地块施工期较短，环境监测

频次依据北辛安整体项目进行，本地块清挖运输阶段未开展大气和废

水监测，噪声监测 1 次，监测结果满足标准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未

发生重大环境事故、施工安全事故和周围居民的投诉事件。产生的环

境影响总体可以接受。 

（3）验收情况总结 

根据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现场验收工作，清挖及扩挖后场地坑

底和侧壁土壤中污染土含量均低于修复目标值。即修复范围内的污染

土壤已全部清运，达到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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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评估建议 

（1）本修复工程实际清挖方量 30865.2m
3，项目实施单位应按照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681 地块

实施方案》的要求尽快完成下一阶段工作，对贮存待修复的土壤进行

处置。 

（2）建议建设单位加快 681 地块开发工作，681 地块在下一步的

开发建设中，如发现新的污染问题（如基坑内保留构筑物基底标高以

下部分附着土壤存在污染等），应立即停止施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并报石景山区环保局及市生态环境局。 

（3）681 地块目前已清挖完毕，针对地块闲置，会产生扬尘问题，

建议建设单位加强 681 地块绿网苫盖工作，定期巡查。 

（4）针对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城西路以南区域即将清挖的区

域，在施工过程中，禁止其它地块污染土运输从 681 地块上运输经过，

建议建设单位加强 681 地块围挡封闭等工作，定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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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石景山区北辛

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环保意见函》（2015 年 7 月 31 日）； 

附件 2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及北京市环

境保护局批复（京环函[2016]344 号），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6 月； 

附件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场地修复及 675、669、688、689 地块环评审批问题的复函》（石

环函[2018]7 号）； 

附件 4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及专家

评审意见，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10 月； 

附件 5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实施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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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石景山区北辛

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环保意见函》（201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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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及北京市环

境保护局批复（京环函[2016]344 号），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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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污染场地修复及 675、669、688、689 地块环评审批问题的复函》（石

环函[2018]7 号）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140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681 地块清挖阶段效果评估报告 

 

 

 
141 

附件 4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及专家

评审意见，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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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染土挖运及处理工程

实施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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