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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为响应《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关于公布《张家港市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

录》的通知（张环发[2019]155号）的要求，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委托江

苏锐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厂区范围内可能存在土壤问题提供场地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方案和监测技术方案。依据场地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编制报告。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落实《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责

任书》（简称“土壤防治责任书”）要求，识别厂区生产活动影响场地土壤环境的

潜在污染来源，排查出厂区土壤污染隐患，制定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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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背景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前身为张家港天达工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发展历程，拥有员工 500 余名，年生产销售断线钳 250

万、管子钳 360万、拉马 150万、敲击扳手 50万，主要经营范围：金属制品、

五金工具、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钢材购销；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公司位于张家港市大新镇老街 1号，占地面积

26000m2，建筑面积 90000m2（所用土地、厂房均为中天达自有房产）。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单位应当履行义务：（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

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

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要求，落实企业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并开展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企业积极响应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企业用地污染，此次提出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方案。

2、工作方案

2.1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2、《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3号；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4、《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号）；

5、关于公布《张家港市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通知（张环发

[2019]155号）；

6、《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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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

改单；

8、《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

9、《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2排查方案

对生产中涉及的重点物质、重点设施设备及活动进行逐项排查，具体排查方

案如下。

1、重点物质排查方案

列出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化学物质的清单，然后从中筛选出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化学物质名单。筛选过程中需重点关注危险化学品和固体废物。

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共有 2828种危险化学品，其

中对土壤产生污染的重点物质包括：有机溶剂、重金属、类重金属及无机化合物。

固体废物：在厂区内产生堆存的各种固体废物中应格外关注危险废物和第Ⅱ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重点设施设备及活动排查方案

对厂区重点设施设备的设计建设及运行管理进行摸底排查，识别工业企业生

产活动的潜在土壤污染风险。其中，重点设施设备包括液体储存设施设备、储存

与运输设施设备、生产加工装置。此外，还需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其他活动开展排查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①液体储存设施设备排查方案

对厂区内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地下储罐、地上储罐、离地的地上储罐、

储存坑/塘等进行逐一排查并做好记录，然后根据各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的具

体情况初步判断其污染土壤的风险。其中储存坑/塘风险最大，地下储罐污染土

壤的风险高于地上储罐，直接接地的地上储罐污染土壤的风险高于离地的地上储

罐，离地的双层地上储罐污染土壤的风险并不一定比单层的低。

②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排查方案

对厂区内散装和包装货物的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进行逐一排查并做好记录，

然后根据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的具体情况初步判断其污染土壤的风险。其中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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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散装货物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苫盖或其它设施，容易造成土壤污

染。经过包装的液体货物在包装受损时容易导致土壤污染，当包装好的固体和粘

性货物包装受损时，也可能导致土壤污染，但污染风险一般低于液体货物包装受

损时所导致的风险。

③生产加工装置

对厂区内生产加工装置进行逐一排查并做好记录，然后根据生产加工装置的

具体情况初步判断其污染土壤的风险。生产加工装置一般包括密闭和开放、半开

放类型，密闭处理装置污染土壤的风险低于开放、半开放式处理装置。

④其他活动

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固体废物堆放、紧急收集装置、

车间的临时储存和处理等活动都可能造成土壤污染，工作过程中也需要开展排查

工作。其中污水处理区和固体废物堆放点通常是企业土壤污染排查的重点区域。

污水处理系统可以被认为是各种管道的集合，任何非规范性的设计、材料、

设施和操作管理，都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污水处理系统位于地上时，可参照管道

的相关要求进行排查。当存在地下污水管道时，容易加大污染土壤的风险。

固体废物堆放点具有极高的土壤污染风险，是排查工作的重点。其中，收集

在密闭防渗空间、具有防雨和防渗设施、具有墙壁和屋顶防止随风扩散的固体废

物堆放点的环境风险相对较低。

2.3排查方法

本项目所用的排查方法包括资料收集、目测检查、日常巡查和调查监测等。

1、资料收集

为确定厂区是否存在土壤污染,收集厂区生产过程涉及的物质（包括原辅材

料、中间产品、产品、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设施设备（包括生产设施和污染防

治设施）和运行管理等信息，通过充分的案头研究，确定物质进入土壤的可能性

以及分散方式，可能产生疑似污染的区域等。

表 2.3-1 收集资料清单

序号 名称

1 张家港天达工具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自查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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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 排污许可证

4 产品产能、原辅材料用量记录

5 设备清单

6 平面布置图、雨污水管道图、污水接管证明

7 其他企业资料

2、目测检查

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所有设备设施进行一次彻底地筛查，检查其现状运行情

况和历史管理记录。

3、日常巡查

对场内所有的容器、管道、泵及土壤污染防控设备进行一次大检查，重点识

别出各个对象泄漏、扬散和溢流的潜在风险。

4、调查监测

在资料收集、目测或巡查中等发现土壤有疑似污染现象时，利用 PID和 XRF

等快速检测仪器对土壤样品进行现场检测。对快速检测结果明显高于背景值的，

应进行进一步的采样和实验室分析进行确认。通过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判断土壤污染物的种类、浓度、空间分布及受污染程度，并确定风险等级及污染

区的范围，明确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①完善运行管理措

施；②设计并建设防止污染的设备设施；③清除污染土壤等。

2.4排查工作计划

采用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调查、专业判断等方法，结合重点设施及重

点区域识别结果，对全厂范围内可能涉及土壤污染的重点排查对象以及工业活动

中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物质进行全面排查，对各处污染隐患的污染源、污染途径、

污染对象、管理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形成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清单。对照土

壤污染隐患清单，逐条制定整改方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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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隐患评判标准

本次排查工作参考《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但由于该

指南尚无正式发布的统一版本，参考现有指南中的内容，综合根据企业厂区现场

实际情况，初步将区域隐患排查结果分为三个等级，从小到大依次为：“可忽

略”、“可能产生污染”、“易产生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作为污染“受体”，

分析“源”（区域是否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和“途径”（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是

否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污染，来进行隐患等级评判。评判标准参见下表。

表2.3-2 隐患等级评判标准

“源”排查
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

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

不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

不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

“途径”排查
防范措施不到

位
防范措施到位

防范措施不到

位
防范措施到位

隐患等级 易产生污染 可能产生污染 可能产生污染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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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所在地自然地理情况

3.1地理位置

张家港市隶属于江苏省苏州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北端，地理位置

为北纬 31°43´～32°02´，东经 120°49´。张家港市北临长江，与南通市隔江

相望，市内沿江高速、拟建的镇南铁路横穿而过。

张家港市地理位置优越，港口条件得天独厚，境内长江岸线长达 64km，其

中深水岸线 33km。张家港港是全国首批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建有万吨级以上泊

位 60 个，开通国际航线 19 条，与全球 140 多个港口建立了货运往来关系。

3.2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2.1地形、地貌

张家港市地属长江三角洲近代冲击层平原，为江中沙洲和边滩积涨，夹江筑

坝成陆，地势低平，自然地面高程 2.0～3.3m 之间(黄海高程)。总趋势是西高东

低、南高北低。江段经多年来的人工护岸和保坍，河势得到控制，长江堤顶标高

6.10～7.10m，沿江公路标高 5.0～5.5m。地层由黄和褐灰色轻亚黏土组成轻弱

地带。

3.2.2地质、地震

项目所在地的土壤属太湖平原土区，土壤以发育于黄土状物质的黄泥土为

主，土壤的粘土矿物皆以水云母为主，并蒙脱、高岭等，土壤质以重壤为主，耕

层有机质含量为 2.0-2.5%，含氮 0.15-0.2%，土壤 pH 为 6.5-7.2，基本呈中

性，钾、磷较丰，供肥和保肥性能好，既保水又爽水，质地适中，耕性酥柔，粘

粒含量约 20-30％，土质疏松。沿江芦苇野草丛生的滩地属草甸地，形成年代只

有二、三十年或更短。地下水层为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潜水含水层为泻湖相

亚粘土夹粉砂，地耐力为 8-10t/m2，水质被地表水所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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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地震看，张家港城市周围发生地震频率低，强度较弱；地区及周围

历史上无灾害性地震区域，历史记录 4.75 级地震共 3次。根据《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50011-2010），张家港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本地区发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很低：强烈地震、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发生频度极低。

3.2.3气候、气象特征

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无霜期长。

常年平均气温 15.2℃，极端最高气温 38.1℃，极端最低气温-11.3℃。年均降水

量 1034.3mm，主要集中在 4～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1.7％，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 2080 小时，平均相对湿度为 80％。冬季盛行东北风和西北风，春夏季盛行东

南风，常年平均风速为 3.5m/s。本地区属强雷暴区，年均雷暴日数为 30.8 日，

一般出现在 3月 10 日～9月 22 日之间。

3.2.4河流水文情况

本项目所在区域最大的水体为过流长江。长江张家港段长约 95km（其中锦

丰段长约 8km），水域面积 222km
2
（其中锦丰镇约 23km

2
），主航道偏右岸，河

势稳定，码头发育较成熟。

本段长江位于潮流界内，混合输移能力强。在 24 小时 48 分内出现两高两低

潮位，涨落潮差 2.35m 左右，涨、落潮历时分别为 4h 和 8h，平均高潮位 4.31m

（最高潮位 7.58m），平均低潮位 2.37m，平均潮位 3.64m，长江防汛潮位 5.78m，

为危险水位，5.38m 为警戒水位。涨潮受风向影响，东北风时，提前 1h 涨潮，

西南风时推迟 0.5h 涨潮。涨落潮流向与河岸、深槽方向基本一致。最高潮位出

现于 8月，最低潮位出现于 1～2月。一般枯水期为双向流，洪季以单向流为主。

入海流量控制为大通水文站，水位控制为江阴肖山水文站，南通为验潮站。落潮

流速 0～2.39m/s，涨潮流速 0～1.22m/s。

内河河网属长江流域太湖水系。南北向主要河流为一干河、九龙港和二干河，

出江口附近建涵闸，起挡潮、引排、引灌作用；东西向主要河流为北中心河、南

中心河和东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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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概况

4.1基本情况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前身为张家港天达工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发展历程，拥有员工 500 余名，年生产销售断线钳 250

万、管子钳 360万、拉马 150万、敲击扳手 50万，主要经营范围：金属制品、

五金工具、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钢材购销；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公司位于张家港市大新镇老街 1号，占地面积

26000m2，建筑面积 90000m2。

表4.1-1 公司基本情况一览表

公司名称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张家港市大新镇老街1号 所在区 张家港市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街道（镇） 大新镇

法人代表 宋虎 企业规模 中大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32401795XX 邮政编码 215600

联系电话 0512-58715512 职工人数 500人

占地面积 26000m2 建筑面积 90000m2

所属行业 金属制品业 C34 注册资本 2377万元

主要产品 断线钳 250万、管子钳 360万、拉马 150万、敲击扳手 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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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

图 4.2-1 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1、钢材进厂

根据客户要求订购不同尺寸的圆钢，登记入库；

2、断料

根据订单的要求把圆钢用断料机段成长度一致、重量一致的段状工件；

3、中频加热

根据车间的统一安排，从钢材库领取工件，运到中频加热处，把断好的工件

依次放入中频加热通道中；

4、锻压

经过高温加热的工件，依次进入辊锻机和精锻机，用模具压制成大致形状，

用冲床切除掉多余的边角；

5、金加工

金加工车间主要是把锻压过的工件经过车，冼，刨等机床加工成合格的半成

品；

6、热处理

电加热至 500℃时，金属进入淬火工段，通过管道将甲醇和丙烷通入炉膛内，

甲醇作为载气，丙烷作为富化气对工件进行渗碳，根据工艺要求，不同金属件的

加热温度范围为 160℃-650℃，淬火时间为 15min左右，为中温淬火，经过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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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工件的硬度能达到一定的标准方便后道工序的完成；

7、抛丸

经过抛丸，用粗细不同的金刚砂使得工件表面看上去比较光滑，有手感，增

加工件的吸附力；

8、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有三个处理方法，发黑处理工艺、硅烷处理及喷粉工艺。

发黑处理工艺是对工件进行酸洗（盐酸）、清洗、发黑（氢氧化钠、亚硝酸

钠）、清洗、防锈处理（防锈油）等程序，使得工件表面产生保护膜，能长时间

放置而不生锈；

硅烷处理是对工件经过脱脂（脱脂剂）、清洗、硅烷（防锈油）、清洗等工

艺，使得工件表面产生保护膜，能长时间放置而不生锈；

喷粉工艺是通过喷枪发出的静电使树脂粉末均匀的吸附在工件表面，再经过

高温使之固化；

9、酸洗

喷粉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用酸洗去表面涂料，返回表面处理工序再次进行

表面处理；

11、装配、入库

根据不同的产品需求装上螺丝、夹片等配件，通过检验、试剪等程序把不合

格的产品剔除出去，把合格的产品用纸箱包装入库。

表 4.2-1原辅材料使用情况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使用量（t/a） 备注

1 钢材 6500 /

2 氢氧化钠 43 /

3 盐酸 130 /

4 硫酸 6.46
目前生产线已拆

除，待新车间建设

完毕后恢复生产

5 静电粉末 45.8 /

6 淬火油 12.5 /

7 防锈油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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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皂化液 1.12 /

9 亚硝酸钠 18.8 /

10 磷化液 15
目前生产线已拆

除，待新车间建设

完毕后恢复生产

11 甲醇 21.6 /

12 丙烷 2 /

13 脱脂剂 2.5 /

4.2.1废气

图 4.2-2 废气处理工艺图

1、酸雾废气

发黑工艺产生酸雾废气，针对该废气排放所含物质，采用碱液喷淋塔进行处

理。喷淋塔是利用吸收的原理来达到处理废气的目的。

酸雾净化塔采用氢氧化钠溶液为吸收中和液来净化酸雾废气。气体由离心通

风机压入或吸入进风段，再向上流动，至第一滤料层，与第一级喷咀喷出的中和

液接触反应。吸收后的废气继续向上流动至第二滤料层，与第二级喷咀喷出的中

和液接触，再次发生中和反应，然后通过旋流板，排入大气中。

2、热处理废气

热处理网带退火炉产生废气是油烟，针对该废气排放所含物质，采用 5000

型工业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设备具有较好的除油、清烟、去味等特点。

油烟以负压的形式进入油烟净化器，在净化器内，气流被反复压缩、膨胀，

气流中的大部分颗粒油污滴因惯性作用与预处理物料中的亲油吸附膜碰撞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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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使流出预处理段的油雾粒子浓度大大降低。废气中有机物经过一定强度的

高压静电场被电离、分解、燃烧、碳化，高压电场处理后的气体，通过终极处理

装置时，极大部分炭黑粒子被吸附后通过排气筒排入大气。

3、粉尘

抛丸砂轮机及喷粉产生的含尘废气，采用粉尘吸收装置处理后，于车间室内

排放。

当气体进入粉尘吸收装置，首先碰到进出风口中的斜板及挡板，利用惯性作

用，使气体中的粉尘流入灰斗，起到预处理的作用。进入灰斗的气流随后通过过

滤系统，粉尘被捕集在滤袋表面。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需定期对滤袋进行清灰，

清下的粉尘落入灰斗，统一收集。

4.2.2废水

图 4.2-3 废水处理工艺图

本项目劳动定员 500人，人均用水量以 100L/（人.d）计，年工作天数 300

天，则生活用水量为 15000t/a。污水排放量按用水量的 80%计，则生活污水产生

量为 12000t/a。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后由大新镇环卫所托运到锦丰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至二干河。

工艺废水主要为发黑工艺废水、喷淋废水、硅烷工艺废水、研磨废水。

硅烷工艺废水装入容积为 3t的运输桶内由叉车运送至发黑车间南侧临时水

处理站，与发黑工艺废水、喷淋废水一同处理后全部回用，处理工艺为调节沉淀

+混合中和+沉淀+压滤，压滤产生的污泥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研磨废水经车间内 2个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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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喷粉粉渣、废钢、铁屑、生活垃圾、污泥、废盐酸等。

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和存放，危险废物暂存间按照防渗漏、防风、防雨、防晒

等措施落实，地面硬化、耐腐蚀、无裂隙，且设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并配备相

容的吸附材料等应急物资。

表 4.2-2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名称 属性 编号 产生量（t/a） 处置方式

喷粉粉渣 一般固废 / 10 原生产单位回收加工

废钢 一般固废 / 300 废品单位回收

铁屑 一般固废 / 60 废品单位回收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 150 镇环卫统一收集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17

（336-064-17） 60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废盐酸 危险废物
HW34

（900-300-34） 90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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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厂内布局及设施

厂区内主要为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发黑车间、办公楼等。其中发黑处

理工艺位于一车间东侧、二车间外南侧的临时发黑车间内；临时水处理站位于发

黑车间外南侧；硅烷处理工艺位于厂区北侧成品组车间内；热处理工艺位于一车

间西南侧热处理车间内；丙烷及脱脂剂少量（一日用量）暂存于热处理车间西南

侧；盐酸暂存于临时发黑车间西北角。甲醇库位于一车间外北侧，危化品仓库位

于一车间东北角，一般固废暂存间位于一车间外东侧，危废仓库位于临时发黑车

间内东北角。

厂区平面布置图见图 4.3，设备清单见表 4.3-1，厂区内主要构筑物基本情况

见表 4.3-2。

图 4.3-1平面布置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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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平面布置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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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平面布置图 3

表 4.3-1 设备清单

类别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生产设备

车床

C620-1、C6140、
C616、C620-1、

C6250
19 台 /

冲床

JC23-63、
JC23-125、
JC31-250B、
JC29-160

35 台 /

打包机 MH-101A 12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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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机 BX1-500F-3 5 台 /

电火花成型机 450型 8 台 /

电火花线切割机

床
DK7745 20 台 /

雕铣机 1080B 10 台 /

多功能机床 VM1050、VC850 12 台 /

高频 WHCW-200 13 台 /

攻丝机 ZS4116 2 台 /

辊锻机 D46 6 台 /

精锻机

FD-600T、
FP-1600T、
FP-1000T

6 台 /

锯机
H-400A、
LYQ-40 7 台 /

可控硅中频透热

炉
KGPS-400/4 7 台 /

空气锤 C41-200 4 台 /

立式攻丝机 ZS4116 1 台 /

铆接机 HY5T 7 台 /

摩擦压力机
J53-2500、
J53-1600 2 台 /

电动螺旋压力机 Y32-400T 1 台 /

数控全液压锤机 5GX-QA 1 台 /

磨床
7475B、7475A、

TZ-MW30 12 台 /

刨床 B6050G 1 台 /

喷漆流水线 ZH-861 3 套 /

热处理炉

VLZTG9-210、
JH-806、

RBXY-180-9、
WZWA3-190、

90-9XQ

20 个 /

砂轮机 MG3225 25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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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剪机 SYK-102 6 台 /

研磨机 MZ600 15 台 /

移印机 MODEL SPD 2 台 /

油压机 YB30-40、YB32 2 台 /

铣床
XB6140、S6140、

2QA50WA 97 台 /

行车

LD5t-9.1A3、
LDA5-12A3、
LDA5-16.50A3

8 套 /

公辅工程

化粪池 2m×2m×2m 5 个 /

酸雾净化塔 碱液吸收装置 1 套 /

5000型工业油烟

净化器

5000m3/h，处理

效率 90%
1 套 /

粉尘吸收装置
11KWMC-8、

5.5KWMC-4
12 台 /

危化品仓库 2m×4m 1 个 /

一般固废间 3m×6m 1 个 /

危废暂存间 5m×7m 1 个 /

水处理设施

调节、中和、沉

淀、压滤
1 套 /

沉淀 1 套 /

表 4.3-2 厂区内主要构筑物基本情况列表

生产设施或构筑物名称 主要功能

一车间 热处理、精锻、线切割等工艺生产及原材料储存

二车间 金工等工艺生产

三车间 拉马、成品组装、脱脂清洗等工艺生产

发黑车间 发黑等工艺生产及盐酸储存

危险废物暂存间 危险废物暂存

危化品仓库 危险化学品储存

甲醇库 甲醇储存

行政管理和生活福利设施 保障行政和职工日常生活



20

5、重点设施及区域识别

5.1生产车间

发黑车间主要为发黑处理工艺。是对工件进行酸洗（盐酸）、清洗、发黑（氢

氧化钠、亚硝酸钠）、清洗、防锈处理（防锈油）等程序，使得工件能长时间放

置而不生锈。对该车间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分析，废气主要来源于酸洗、发黑

工序产生的酸雾，含 HCl、NaOH、NaNO2等；废水主要为清洗废水，含 HCl、

NaOH、NaNO2等。生产废气的沉降、防锈油、废水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土壤污

染，需关注土壤的 pH、VOCs、SVOCs、石油烃等。

热处理车间主要为热处理工艺及丙烷、脱脂剂暂存。热处理工艺是通过管道

将甲醇和丙烷通入炉膛内，甲醇作为载气，丙烷作为富化气对工件进行渗碳，根

据工艺要求，不同金属件的加热温度范围为 160℃-650℃，淬火时间为 15min左

右，为中温淬火，经过淬火使得工件的硬度能达到一定的标准方便后道工序的完

成。对该车间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分析，废气主要来源于热处理产生的废气，

含油烟。生产废气的沉降、淬火槽内淬火油及脱脂剂暂存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土

壤污染，需关注土壤的 pH、VOCs、SVOCs、石油烃等。

硅烷处理工艺位于厂区北侧成品组。该工艺是对工件经过脱脂（脱脂剂）、

清洗、硅烷（防锈剂）、清洗、防锈处理（防锈油）等工艺，使得工件表面产生

保护膜，能长时间放置而不生锈。对该车间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分析，废水主

要为清洗废水，含脱脂剂、防锈油等。废水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土壤污染，需关

注土壤的 pH、VOCs、SVOCs、石油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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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黑车间 盐酸暂存

热处理车间 脱脂清洗工艺

5.2固废暂存间

一般固废主要有废钢、铁屑、喷粉粉渣等，需要关注重金属等污染物。

5.3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主要贮存场内产生的各种危险废物，包括污泥、废酸等，需要关

注土壤的 pH、SVOCs、VOCs、石油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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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危化品储存

厂区生产中使用的主要为：盐酸、硫酸、氧气、氩气、甲醇等。

盐酸储罐（容积 10t）位于临时发黑车间西北侧，储罐无围堰。

氧气、氩气等辅料存储在专门的危化品仓库内，仓库地面为硬化地面。

甲醇储罐（容积 10m3）位于一车间外北侧的甲醇库内，仓库地面为混凝土。

硫酸生产线已拆除，待新车间建设完毕后恢复生产，厂区内无硫酸储存。

主要污染源为盐酸储罐等，需关注土壤的 pH等。

危化品仓库 危化品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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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储存 甲醇库

5.5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后由大新镇环卫所托运到锦丰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至二干河。

工艺废水主要为发黑工艺废水、喷淋废水、硅烷工艺废水、研磨废水。

硅烷工艺废水装入容积为 3t的运输桶内由叉车运送至发黑车间南侧临时水

处理站，与发黑工艺废水、喷淋废水一同处理后全部回用，处理工艺为调节沉淀

+混合中和+沉淀+压滤，压滤产生的污泥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研磨废水经车间内 2个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

硅烷废水运输及水处理设施废水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土壤污染，需关注土壤

的 pH、VOCs、SVOCs、石油烃等。

水处理设施 水处理设施

研磨废水处理设施 硅烷废水运输桶



24

图 5.5-1 硅烷工艺废水运输路线图

表 5-1 重点设施及区域信息记录表

企业名称 张家港中天达工具有限公司

重点区域或设

施名称

区域或设

施功能

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
关注污染物

可能的迁

移途径

发黑车间

酸洗、清

洗、发黑、

防锈等

HCl、NaOH、

NaNO2、防锈油

pH、VOCs、SVOCs、

石油烃

大气沉

降、渗漏

硅烷生产线

脱脂、清

洗、硅烷、

防锈等

脱脂剂、防锈油
pH、VOCs、SVOCs、

石油烃
渗漏

固废暂存间
暂存一般

工业固废

废钢、铁屑、喷

粉粉渣等
重金属 渗漏

危废暂存间
暂存危险

废物

污泥、废酸、废

油等

pH、SVOCs、VOCs、

石油烃
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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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储存
储存危险

化学品

盐酸、硫酸、甲

醇、丙烷

pH、VOCs、SVOCs、

石油烃

泄漏、渗

漏

水处理设施 处理废水
HCl、NaOH、

NaNO2等

pH、VOCs、SVOCs、

石油烃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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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

6.1重点物质排查结果

根据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化学物质，筛选出了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化学

物质名单，见表 6.1-1。

表 6.1-1 重点物质排查表

原辅材料

名称 理化性质 毒性及危害性
储存场

所
储量

土壤污染

可能性

HCl

（29%）

无色或微黄色。溶点

-114.8℃。蒸气压

30.66kpa（21℃）。

比重约 1.2，易挥发。

与水混溶，溶于碱液

LD50：900mg/kg（兔经口）。

高浓度盐酸对鼻粘膜和结

膜有刺激作用，会出现角

膜混浊、嘶哑、窒息感、

胸痛、鼻炎等。

发黑车

间
10t 可能

甲醇
无色澄清液体，有刺

激性气味

MAC（mg/m3）：中国

（GBZ2-2002）：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25 mg/m3[皮]

短时间接触允许浓度：

50 mg/m3[皮]

前苏联MAC（mg/m3）：

5

甲醇库 10m3 可能

丙烷

无色气体，纯品无

臭。熔点/℃：-187.6、

溶解性：微溶于水，

溶于乙醇、乙醚

急性毒性:LD50：无资料

LC50：无资料

热处理

车间
0.4t 可能

氢氧化钠无色透明晶体，易潮强腐蚀性液体，可造成皮 生产车 2t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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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极易溶于水，乙

醇和甘油

肤灼伤，溅入眼睛可造成

视力消退或失明。蒸汽可

刺激气管引起气管和肺损

伤

间

亚硝酸钠

白色或淡黄色细结

晶，无臭，略有咸味，

易潮解白

急性毒性：LD50：

85mg/kg(大鼠经口)、

LC50：无资料

生产车

间
1t 可能

脱脂剂 白色粉末，易溶于水

急性毒性：LD50：

4050mg/kg(大鼠经口)、

LC50：2300mg/m3，2小时

（大鼠吸入）

生产车

间
0.5t 可能

皂化液
浅黄色液体，可燃，

可溶于水
无资料

生产车

间
0.02t 可能

防锈油
浅黄色透明装液体，

遇明火、高热可燃
无资料

生产车

间
0.5t 可能

固体废物

名称 来源 毒性及危害性
储存地

点

产生

量

土壤污染

可能性

污水处理

污泥
废水处理设施 /

危废暂

存间
60t/a 可能

废酸 表面处理、酸洗 /
危废暂

存间
90t/a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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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重点设施设备

6.2.1液体储存设施设备排查

对厂区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进行逐一排查并做好记录，然后根据各液体储存

设施设备的具体情况初步判断其污染土壤的风险。

6.2.2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排查结果

通过散装和包装货物的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逐一排查，初步

判断其污染土壤的风险。危化品储存区及原料库均有完善的存储设施，配套有防

渗漏设施，并有专人维护管理，土壤污染可能性可忽略。脱脂清洗废水装入容积

为 3t的运输桶内由叉车运送至发黑车间南侧临时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

运输过程中可能有废水泄漏，污染土壤。

6.2.3其他活动排查结果

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固体废物堆放等活动都可能造

成土壤污染，项目组也对其进行了逐一排查并进行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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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离地地上罐隐患排查表

离地地上槽 数量 存储物质 位置 材质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

性施工/设计 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回用水池 2 回用水
水处理

站
塑料 环氧地坪+围堰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忽略

冷却水 1 蒸馏水
一车间

外东侧
塑料 无 巡检不记录 无 无 可忽略

盐酸储罐 1 盐酸
发黑车

间
塑料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表 6.2-2 地上池隐患排查表

地上池 数量 存储物质 位置 材质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施工/设计 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沉淀池 2 研磨废水 二车间南侧 不锈钢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沉淀池 1 回用水 水处理站 不锈钢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回用池 1 处理废水 水处理站 铁钢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酸洗池 1 盐酸 发黑车间 不锈钢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发黑池 1 氢氧化钠、亚硝酸钠 发黑车间 不锈钢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喷淋塔池 1 喷淋水 发黑车间 塑料 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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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地下池隐患排查

地下池 数量 存储物质 位置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施工/设计 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甲醇储存 1 甲醇 甲醇库 不锈钢+混凝土 巡检不记录 有 有 可忽略

淬火槽 1 淬火油 发黑车间 不锈钢+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收集池 1 处理废水 水处理站 不锈钢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混合池 1 处理废水 水处理站 不锈钢+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化粪池 5 生活污水 卫生间下方 不锈钢+混凝土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忽略

脱脂清洗池 1 脱脂剂、防锈油厂房北侧成品组 不锈钢+地面硬化 巡检不记录 无 有 可能产生

表 6.2-4 液体运输隐患排查

名称 数量 输送物质 输送方式 材质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

性防渗情况 防腐保护 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脱脂清洗废水

运输
1 脱脂清洗废水 运输桶+叉车 塑料 简单 无 巡检不记录 无 无 可能产生

表 6.2-5 废气处理与排放隐患排查表

排放口 来源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废气处理工艺 是否有在线监测 运行维护 检查/检测 事故管理

发黑车间 发黑工艺 碱液喷淋 无 有 日常巡检 有 可忽略

热处理车间 热处理工艺 油烟净化 无 有 日常巡检 有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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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废水处理设施隐患排查表

废水处理设

施

废水来

源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

能性废水处理工艺
是否有在

线监测
防渗建设 运行维护 检查/检测

事故管

理

废水处理设

施

发黑、喷

淋、硅烷

调节沉淀+混合中和+
沉淀+压滤

无

不锈钢/铁钢+地
面硬化/环氧地坪

+围堰

专人 巡检不记录 有 可能产生

研磨水处理 研磨 沉淀 无 不锈钢+地面硬化 专人 巡检不记录 有 可能产生

化粪池 5 化粪池 无 不锈钢+混凝土 专人 巡检不记录 有 可忽略

表 6.2-7 废物存放区域及设施隐患排查

废物存放区域及设

施
存放物质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可能性

防渗情况 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危废暂存间
污泥

环氧地坪+围堰 专人维护/台账记录 有 有 可忽略
废盐酸

一般固废暂存间

喷粉粉渣

地面硬化 专人维护/台账记录 无 有 可忽略废钢

铁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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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隐患排查结论

通过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专业判断等方法，结合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

识别结果，对全厂范围内可能涉及土壤污染的重点排查对象以及工业活动中可能

造成土壤污染的物质进行全面排查，对各处污染隐患的污染源、污染途径、污染

对象、管理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形成隐患排查汇总情况，总体上，本厂土

壤污染防范制度明确，土壤污染隐患较小，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详见表 6.3-1。

表 6.3-1 公司主要土壤污染隐患汇总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水处理设施 部分地面未做专门防渗处理，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2 研磨水沉淀池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处理，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3 盐酸储罐 储存区域未做专门防渗处理，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4 发黑车间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处理，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5 硅烷池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处理，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6 硅烷废水运输 由叉车运送至水处理站，运输过程中可能有渗漏造成污染隐患

7 全厂 日常巡检结果和行动日志记录情况不完善，缺少专项巡查

8 全厂 事故管理制度需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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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测方案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制定本自行监测方案。

7.1点位布设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每个重

点设施周边布设 1-2个土壤监测点，每个重点区域布设 2-3个土壤监测点，1个

地下水监测点。厂区内共设置 7 个土壤采样点， 1个对照点；设置 3个地下水

采样点，1个对照点。对照点位于厂区内无明显污染的区域，监测点位布置见图

7.1-1。

图 7.1-1场地内监测点位布置图（S为土壤监测点位，D为地下水监测点位）

D1

D2

D3

D0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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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土壤和地下水点位信息表

类型 监测点位 点位描述

土壤/地下水 S1/D1 研磨水沉淀池

土壤/地下水 S2/D2 水处理设施

土壤 S3 水处理设施

土壤/地下水 S4/D3 发黑车间

土壤 S5 发黑车间

土壤 S6 脱脂清洗池

土壤 S7 硅烷废水运输道路

土壤/地下水 S0/D0 场内对照点

7.2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

在厂区内 7 个采样点及 1个场外对照点处，采集表层土壤（0.2m）。其中

地下水井点位的打井深度为 6m，主要采集潜水层地下水。

7.3质控样

设置 1个土壤现场平行样，1个地下水现场平行样。

采集 1个设备淋洗样，1个运输空白样及 1个全程序空白样。

设备淋洗样、全程序空白样测全项，运输空白样测挥发性有机物。

7.4样品流转记录

准确的文字跟踪记录来表明每个样品从采样到实验室分析全过程的信息。样

品跟踪单主要包括：样品采集时间、样品编号、样品属性、样品分析参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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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分析指标

土壤样品检测因子主要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的监测因子，包括：pH，基本项目 45项：重金属和无机物（7

项）、VOCs（27项）、SVOCs（11项）；其他项目：石油烃（C10-C40）。

本次调查地下水检测因子原则上同土壤，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这四项常规指标。后续每年自行监测指标的选取可

根据第一年的监测结果进行适当调整。

表 7.5-1检测项目

类型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土壤
S1-S7及

对照点

pH

基本项目 45项：重金属和无机物（7项）、VOCs（27项）、

SVOCs（11项）；

其他项目：石油烃（C10-C40）

地下水
D1-D3及

对照点

pH

基本项目 45项：重金属和无机物（7项）、VOCs（27项）、

SVOCs（11项）、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硬度、溶解性

总固体；

其他项目：石油烃（C10-C40）

注：检测项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监

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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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整改方案

8.1整改措施

结合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整改措施见表 8.1-1。

表 8.1-1 土壤隐患排查整改措施

序号 设施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措施 进度安排 负责人

1
水处理设

施

部分地面未做专门

防渗处理，有渗漏造

成污染隐患

搬迁至新车间，施工

时增加防渗措施（收

集槽/环氧地坪/围堰

等）

2020.10-2020.12 吴斌

2
研磨水沉

淀池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

处理，有渗漏造成污

染隐患

搬迁至新车间，施工

时增加防渗措施（收

集槽/环氧地坪/围堰

等）

2020.10-2020.12 吴斌

3 盐酸储罐

储存区域未做专门

防渗处理，有渗漏造

成污染隐患

搬迁至新车间，施工

时增加防渗措施（收

集槽/环氧地坪/围堰

等）

2020.10-2020.12 吴斌

4 发黑车间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

处理，有渗漏造成污

染隐患

搬迁至新车间，施工

时增加防渗措施（收

集槽/环氧地坪/围堰

等）

2020.10-2020.12 吴斌

5 硅烷池

地面未做专门防渗

处理，有渗漏造成污

染隐患

搬迁至新车间，施工

时增加防渗措施（收

集槽/环氧地坪/围堰

2020.10-2020.12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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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全厂

日常巡检结果和行

动日志记录情况不

完善，缺少专项巡查

完善日常巡检记录

制度，增设重点区域

/设施专项巡查制度

2020.10-2020.12 吴斌

7 全厂
事故管理制度需丰

富完善

完善事故管理制度，

扩大应急演练覆盖

范围

2020.10-2020.12 吴斌

8.2自行监测

为保障厂区土壤环境质量，建议企业参考本报告“7 监测方案”章节，按照监

测方案每年自行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土壤环境监测，建立隐患排查档案，防

止新增污染源污染土壤。

8.3组织管理

土壤隐患整改组织管理是土壤隐患整改方案落实的有效保障。组织管理内容

主要包括制定管理目标、管理的原则与步骤、管理机构及职能分工，确定并落实

各类整改措施，保证整改措施的有效完成。

8.3.1管理目标

确保整改措施符合有关生产、环境保护法规的要求；确保整改方案中的土壤

污染隐患整改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项工程和管理措施的投

资得到落实。

8.3.2管理原则与步骤

整改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决策、指挥、执行等均由公司指定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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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各项整改措施的执行，负责整改措施实施的组织、

协调、管理工作。

8.3.3管理机构与职能分工

成立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整改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为本次隐患整改的责任

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土壤隐患整改相关日常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 5个职能部门：

1、行政管理

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行政工作，以及各项整改措施责任人及相关部门的联络

等工作。

2、计划财务

负责各项整改措施的财务计划和实施计划安排，与施工单位办理合同协议手

续，以及资金的使用收支手续。

3、施工管理

负责各项工程整改措施的施工指挥，施工进度与计划安排，施工质量与施工

安全的监督检查以及工程的验收工作。

4、设备材料管理

负责整改所需设备材料的订货、采购、调拨等项工作。

5、技术管理

负责整改过程中的技术文件、技术档案的管理，处理有关技术问题以及组织

专业技术培训等项工作。

表 8.3-1 土壤污染隐患整改领导小组人员设置和职责表

序号 部门 人员 职责

1 行政管理 宋虎

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行政工作，

以及各项整改措施责任人及相关

部门的联络等工作

2 计划财务 王春梅

负责各项整改措施的财务计划和

实施计划安排，与施工单位办理

合同协议手续，以及资金的使用

收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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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管理 朱兴才

负责各项工程整改措施的施工指

挥，施工进度与计划安排，施工

质量与施工安全的监督检查以及

工程的验收工作

4 设备材料管理 吴斌
负责整改所需设备材料的订货、

采购、调拨等项工作

5 技术管理 吴斌

负责整改过程中的技术文件、技

术档案的管理，处理有关技术问

题以及组织专业技术培训等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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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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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项目水系图



42

附件三 企业周边情况图



43

附件四 环境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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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自查评估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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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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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检测公司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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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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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真实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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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公司地质勘探图和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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