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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峪夼 LS0901-036 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峪夼社区以南、峪

夼社区林地以东、峪夼社区林地以西、峪夼社区林地以北，占地面积 21906.42m2。

地块地理位置中心坐标 E120.524316°，N36.195891°。 

地块原土地权属单位为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峪夼社区，地块内用地性质包

括农林用地、工业用地以及居住用地。按照规划，调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为摸清地块现状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确定项目所在地是否符合土地性质变

更的条件，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委托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开展该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本次调查工作阶段如下：2021年 10月 9日进行现场踏勘，10月 11日进行

人员访谈工作，10月11日~14日对地块进行污染分析识别并制定采样检测方案；

10月 15日进行地块土壤采样。  

本次调查地块内共设置 10个土壤监测点位，地块外设置 1个土壤对照点位，

共采集 19份土壤样品（包括土壤平行样 2份）。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及水文地质资料显示，调查地块内第四系厚度小，主要地

层为人工填土层，下伏基岩为燕山晚期粗粒花岗岩，地块内主要地下水类型为基

岩裂隙水，透水性与富水性均很弱。本次调查钻探期间，地块内未揭露地下水，

因此本次调查未采集地下水样品。 

土壤样品检测因子包括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表 2中VOCs、SOVCs、

石油烃（C10-C40）以及重金属锌共 61 项，同时设置运输空白样品和全程序空白

样品各 1组，送往具有 CMA资质的山东铭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分析。 

土壤质量依据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估，根据本次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土壤检测数据，分别检测出汞、砷、镉、铅、铜、镍、锌 7项重

金属、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

（1,2,3-cd）芘 6项SVOCs和石油烃（C10-C40），其他检测因子均未检出。将土

壤检测因子的最高检出浓度与筛选值进行比较，本地块土壤无超标因子。 

根据调查结果，本地块土壤环境状况满足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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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要求，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下一步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至该阶段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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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背景 

峪夼 LS0901-036 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峪夼社区以南、峪

夼社区林地以东、峪夼社区林地以西、峪夼社区林地以北，占地面积 21906.42m2。 

调查地块历史为峪夼社区农林用地、工业用地，根据《青岛市崂山区创智谷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年 4月 16日青岛市人民政府青政函〔2020〕58号），

本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第五十

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居民区、

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饮用水水源地等公共建设项目选址时，应

当重点调查、分析项目所在地以及周边土壤对项目的环境影响。 

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用地接触人

群人身安全，需要对原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此，青岛市崂山区自

然资源局委托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对本地块进行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院在接受业主委托后成立了项目组，进行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工

作。通过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并结合获取资料，在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的基

础上，编制形成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1.2调查目的与原则 

1.2.1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环境调查、数据分析评估，摸清地块

土壤与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状况；若有污染，初步确定污染物类型、污染分布范围

和污染程度，为下一步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工作基础。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历史沿革、周边产排污情况进行分析，

识别潜在关注污染源和污染物种类。 

（2）按照国家场地环境调查导则要求，制定调查工作方案，开展现场调查

和分析。 

（3）若地块存在污染，初步查明特征污染物、污染深度、污染平面分布范

围及污染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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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结合地块的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

析，从保障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为地块用地规划建设和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1.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调查采样工作应具有针对性，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充分

识别潜在特征污染物和潜在重污染区域，有针对性开展调查工作，对潜在污染物

特性，进行污染状况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

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等污染场地相关技术导则或指南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

调查过程，保证现场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进行地块环境调查，逐步降低调查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调

查的效率和质量，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调查依据 

1.3.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6）《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月施行）； 

（7）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

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号）； 

（8）《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

环发〔2019〕129号）； 

（9）《青岛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青政发[2017]22号）； 

（10）《青岛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指引》的通知（青环

发〔2020〕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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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技术导则、规范和评价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号）；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 166 -2004）； 

（5）《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 7）《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3.3其他相关资料 

（1）《青岛市崂山区创智谷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年 4月 16日青

岛市人民政府青政函〔2020〕58号）； 

（2）《地块勘测定界图》； 

（3）天地图历史影像图：地块及周边区域 2003年至 2021年间的历史影像

图； 

（4）天地图影像。 

1.4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地块环境

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

于地块的污染状况。地块环境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收集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收集地块历史和现状生产及相关资料，

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可能的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区域，再经过现

场踏勘进行识别，初步划定可能污染区域。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及周围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

结束。所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环境资料：地块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若



峪夼 LS0901-036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 
 

生产工艺有所调整需要提供历史和现有的平面布置图）、管线分布图以及相关地

理、水文、地质资料；土地和地下水利用情况，尤其是地下水是否饮用；地块的

历史使用资料：场区土地使用分区资料，生产工艺及相关设施的历史使用情况。

历史资料的收集将尽可能回溯其使用年代，将描述所有可确认的使用情况、无法

确认的使用情形的原因及对于分析地块是否有污染可能性。此外，对于该地块邻

近区域的使用情况的资料也应收集，并加以说明。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采样和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为确定污染物种类、

浓度和分布空间，则需要进行采样和分析。采样通常可分为初步采样和详细采样

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检测和结果分析。依据初

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并且经过不

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

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

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 

若地块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时，则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本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

要的参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不可接受风险区域，初步推荐治理方案。 

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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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程序 

1.5调查范围及时段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为峪夼 LS0901-036地块，总占地面积 21906.42m2。我院

于 2021年 10月 9日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调查范围卫星影像图及界址拐

点坐标见下文图表所示。在调查目标地块的同时，还将兼顾周边地块的调查，明

确相邻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目标地块的可能。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本次

调查

工作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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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块 

 

图 1.2 调查地块整体平面布置图 

表 1.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青岛市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m） Y（m） 

J1 4007414.982  40547052.126  
J2 4007414.930  40547062.435  
J3 4007419.145  40547087.259  
J4 4007441.941  40547100.551  
J5 4007448.592  40547101.784  
J6 4007465.590  40547128.445  
J7 4007468.264  40547134.562  
J8 4007466.387  40547136.012  
J9 4007496.602  40547209.225  
J10 4007500.296  40547225.266  
J11 4007421.261  40547254.100  
J12 4007345.546  40547172.899  
J13 4007337.090  40547158.154  
J14 4007315.208  40547085.815  
J15 4007327.131  40547066.802  
J1 4007414.982  405470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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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地块地理位置 

峪夼 LS0901-036 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峪夼社区以南、峪

夼社区林地以东、峪夼社区林地以西、峪夼社区林地以北，占地面积 21906.42m2。

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 

 
图 2.1 地块地理位置 

2.2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按照青岛市“规划建设高起点、产业发展高层次，社会发展高质量”的总体原

则，崂山区已形成了中心城区、二条产业带和三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区，塑造了现

代化城区风貌。高科园产业区、中心区、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一批重

大公益项目已先后投入使用。崂山区、高科园、石老人旅游度假区、崂山风景区

实行了“四合一”管理体制，建立了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 

以高科技、大项目为主攻方向，累计引进外资 638个，合同利用外资 16.36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6.55亿美元。其中，引进投资过千万美元的大项目 62个，

产业区初步形成了高新技术、大项目为主体的家用电器、通讯及电子信息、生化

医药、食品饮料、汽车零部件五大主导产业群体。与此同时，大专院校 8所，各

类科研技术开发机构 23家纷纷在此落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72家，这些企业涉

及机械、建材、纺织、服装、海洋药物等十多个主要行业，主要产品 200 多种，

投资行业向多元化发展。1998年，园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86亿元，税收总收入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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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亿元，财政收入 4.09 亿元，名列山东省各市榜首，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

53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领先地位。经济增量和经济总量占青岛市的五分之

一和十分之一，对青岛市的经济拉动作用进一步扩大。 

崂山区是青岛构筑大旅游格局的独具增长活力的现代旅游中心，近年来，崂

山区准确把握国内外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加快了石老人旅游度假区与崂山风景区

一体化和优势互补发展步伐。地处黄金旅游线、面积达 12.8 平方公里的石老人

旅游度假区，依托高科技工业园日臻完善的基础设施，一批高档次的旅游设施相

继投入使用，度假区内青岛海洋游乐城、青岛市海豚馆、高尔夫球队场、国际啤

酒城等 30 多个娱乐休闲项目与在建的迪尼斯乐园、海洋公园、石老人公园、五

星级的海景大酒店以及环宇国际城、弄海园、梅海园等一大批造型别致的别墅群，

把整个度假区装点得多姿多彩。崂山风景区加强风景资源保护的同时，加大对风

灾山新的旅游资源深层次的开发，而随着崂山风景区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日趋完

善，崂山海陆空立体旅游红已基本开通。区内已形成了以“山海风光、啤酒文化、

渔村民俗、美食购物、海洋娱乐”为特色，“吃、住、行、游、购、娱”的景点相

对集中，功能相对完善的旅游环境。客流量每年以 20％的速度递增。 

2.3区域环境概况 

2.3.1自然地理 

青岛市崂山区地处山东半岛南部、青岛市东南隅，位于东经 120°24′33″～

120°43′、北纬 36°03′10″～36°20′23″。东、南濒黄海，西邻青岛市市南区、市北

区，西北邻李沧区，北接青岛市城阳区和即墨区。东北、西南斜长 36.6 千米，

东西宽 27.7千米，陆域面积 395.79平方千米。辖金家岭、中韩、沙子口、王哥

庄、北宅等 5个街道、139个农村社区、23个城市社区。 

本次项目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土寨河以南、石人河以东、

石蓬顶村以西、湾横四号线以北，占地面积 82062.3m2。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20.64093°，北纬 36.30796°。该地块交通道路分布较密集，项目区交通道路及地

铁相互交错，交通十分便利。 



 

2.3.2地形地貌 

（1）地形特征： 

在大地构造上，崂山区处于胶南隆起北端

山势陡峻、沟壑纵横、地形复杂

东向西按 16%~2%坡率递降。

最高点崂山主峰海拔 1133m，

绕，海岸线总长 87.3km（包括岛屿

    拟调查地块地势平坦，地块内局部存在少量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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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崂山区地貌略图 

崂山区处于胶南隆起北端，属中低山丘陡区，境内层峦迭障

地形复杂。以崂山山脉为轴心，中间高、东西两侧低

。以崂山主峰为中心，呈中间高周围低的地形特征

，山脉两侧发育多条季节性河流，东部、南部黄海环

包括岛屿），其中岩质海岸线 40km，砂质海岸线 47km

地块内局部存在少量堆土，高约1.0~2.0米。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境内层峦迭障、

东西两侧低，自

呈中间高周围低的地形特征，

南部黄海环

47km。 

 



峪夼 LS0901-036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 
 

（2）地貌特征： 

崂山区地貌有沿海型堆积地貌、剥蚀堆积地貌和构造堆积地貌，调查地块属

于剥蚀堆积地貌，如图 2.2所示。 

拟调查地块属河流冲积平原地貌，表层后经人工回填改造。 

2.3.3气候气象 

崂山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气候；由于海洋环境的直接调节，

受来自洋 面上东南季风及海流、水团的影响，故又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气候特点。

区域空气温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春季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

1 个月；夏季温热多雨，但无酷暑；冬季风大温低，但无严寒，持续时间较长；

秋季天高气爽，降水少且蒸发强。崂山区多年平均气压 101.40kPa。 

依据青岛市气象站多年来统计资料，崂山区春夏两季本地区盛行 SE 向风，

秋冬季盛行 N-NW向风；多年平均风速 5.5m/s。本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732.7mm，

降水多集中在夏季和秋季 9 月份，其中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396.4mm，占年总降

水量的 54.1%；其次是秋季；春季和冬季降水较少。区域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5%，

各月平均相对湿度在 64~90%之间。10 月份至翌年 2 月份相对湿度较小，12 月

份最小，为 64%。5~8 月份相对湿度较大，各月都在 89%以上，特别是 7月份，

达 90%以上。区域多年平均雾日数 42 天；从 4 月份起，雾日逐渐增多，6、7

月份达到高峰，6 月份平均 10.3 天；8月份雾日明显减少，9~11月份最少。 

2.3.4区域地质条件 

崂山区地层出露比较简单，从老至新依次为元古界变质岩、中生界白垩系碎

屑岩和新生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 

（一）元古界 

元古界胶南群（Ar~Pt1jn）邱官庄组云母斜长片麻岩，云母斜长（糜棱）变

粒岩等，主要分布在王哥庄办事处文武港、峰山前东一带，厚 4946m。 

（二）中生界白垩系 

（1）中生界白垩系下统莱阳群杨家庄组(K1Y)：岩性为灰色、绿色、黄色细

粒、中粗粒长石砂岩、砾岩，主要分布于崂山下清宫以东地段，厚度为 1162m。 

（2）中生界白垩系下统青山群方戈庄组（KqF）：岩性为灰色、褐红色粗

面质含角砾晶屑凝灰岩、集块熔岩，主要分布于石老人~午山地段，厚度 564~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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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三）新生界第四系 

新生界第四系地层在区内自上而下发育有沂河组、旭口组、泰安组、临沂组、

大站组、山前组，各层特征如下： 

（1）沂河组(QY)：该组主要分布于白沙河等河谷中，属全新世河流相冲积

成因，主要由漂石、砾砂、中~粗砂组成，厚 1.0~3.0m。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

序中为第③层（Q4
al+pl）。 

（2）旭口组(QXK)：主要分布于仰口湾、沙子口等地的沿海一带，属全新

世海相沉积，岩性以细砂、中细砂、砾砂为主，局部含淤泥质土，厚 3.0~7.0m。

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序中为第②、④、⑥层（Q4
m）。 

（3）泰安组(QT)：主要分布于山区沟口处，岩性以砾石、漂石为主，中间

充填有粘土及砂土，厚度 2~3m。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序中为第③层（Q4
al+pl）。 

（4）临沂组(QL)：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各大河流两岸阶地及其冲洪积平原上，

分布面积较大，属全新世河漫相冲洪积成因，具双层结构，上部以粘性土为主，

下部以砂砾石为主，厚度 2~10m。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序中为第⑦、⑨层

（Q4
al+pl）。 

（5）黑土湖组(QH)：主要分布于山间谷底及冲积平原上，属全新世上更新

统冲洪积成因，以粘性土为主，厚度 1~9m。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序中为第⑩、

⑪层（Q3
al+pl）。 

（6）大站组(QD)：该组在地表上未见出露，仅在钻孔中揭露到，属全新世

上更新统冲洪积成因，主要分布在各主要河流的冲洪积平原及河流阶地上，岩性

主要为粗砂、砾砂，局部夹粉质粘土透镜体，厚 2~12m。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

序中为第⑫层（Q3
al+pl）。 

（7）山前组(QS)：该组分布局限，主要分布于崂山山脉东侧（青山~仰口）

的山前地区，属中~晚更新世残坡积成因，岩性以暗红色的混砂粉质粘土、漂石

夹砂土为主，含少量原岩角砾，厚1~5m。返岭前、青山滑坡主要由该组地层组

成。在青岛地区标准地层层序中为第⑬、⑭层（Q2+3
dl+pl）。 



 

图 2

2.3.5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2.3.5.1区域地下水类型 

青岛地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构造

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

水、潜水和承压水。 

第四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大沽河

洋河、张村-李村河等大小河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大泽山西南侧山前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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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崂山区地质及构造纲要图 

 

青岛地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构造~剥蚀残区、山麓斜坡堆积区及河流侵蚀堆积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第四系孔隙水又分为上层滞

第四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白马-吉利河、王戈庄河

李村河等大小河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大泽山西南侧山前平原

地块位置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山麓斜坡堆积区及河流侵蚀堆积

第四系孔隙水又分为上层滞

王戈庄河、

李村河等大小河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大泽山西南侧山前平原，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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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组主要由第四系冲积、冲洪积层不同粒径的砂及砂砾石组成，透水性强，水量

丰富，单井出水量可达 1000 m3/d以上，水力性质基本属于孔隙潜水，局部地段

在高水位时具弱承压性，其中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为青岛市重要供水水源地。 

块状、层状岩类裂隙水含水岩组：主要分布于崂山、大泽山及大小珠山大片

地区，含水岩组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片麻岩、变粒岩、片岩等。风化带深度

一般不超过 30 m，富水性弱，单井出水量小于 30 m3/d，局部构造裂隙密集带比

较富水，单井出水量可大于 100 m3/d，最大可达 500 m3/d，但分布极不均匀。 

（1）第四系孔隙水 

①上层滞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地表水的垂直渗漏补给。不同地段含水层

的渗透系数相差很大，补给方式和补给量悬殊较大，形成上层滞水分布不均匀，

水位不连续、高低变化很大的特点。含水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和浅部粉土、砂土

层。 

②潜水：以侧向径流补给为主，并接受大气降水、上层滞水的垂直渗透补给，

以地下径流和向下越流补给承压水的方式排泄。 

③承压水：含水层主要为砂类土、碎石类土地层，其中夹有若干层黏性土隔

水层。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受地下水开采的控制，承压水的径流方向指向

区域性地下水位降落漏斗中心方向。由于地下水的开采导致承压水水头的降低，

当低于含水层顶板时成为层间水。 

（2）基岩裂隙水 

①风化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强风化~中等风化带，岩石呈砂土状、砂状、

角砾状，风化裂隙发育，呈似层状分布与地形相对低洼地带。地下水主要接受大

气降水及补给区的补给，以地下径流的形式，缓慢排泄。由于构造裂隙发育的不

均一，其富水性也有一定差异，风化裂隙水水量较小，富水性贫，涌水量受季节

性影响较大。 

②构造裂隙水：主要赋存于断层两侧的构造影响带、花岗斑岩、煌斑岩等后

期侵入的脉状岩脉挤压裂隙密集带中，呈脉状、带状产出，无统一水面，具有一

定的承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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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区域水文地质图 
2.3.5.2区域地下水动态 

地下水的动态是地下水补给量和排泄量随时间动态均衡的反映。当地下水的

补给量大于排泄量时，地下水位上升；反之，当地下水的补给量小于排泄量时，

地下水位就下降，各层地下水的动态各有其特点。 

地块位置 



 

由于受地形条件控制，地下水

水自成单元，相对独立。基岩裂隙水与第四系孔隙水一脉相承

致。 

浅层地下水的动态特征受气象

水文气象型，地下水动态基本处于自然状态

动态曲线呈波状起伏，总体变化规律为

之后随降水减少及迳流和蒸发排泄

一短期小低谷。11 月至翌年

升。4~7月份，干旱少雨，蒸发量增大

遇丰水年水位回升，枯水年水位下降

水年变幅约为 1~2米。 

图 
2.3.5.3区域地下水流向 

本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以

分水岭以西，地下水总体流向自东向西

局部地下水流向随地势变化而变化

2.3.6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工作的

通知》（鲁环发〔2019〕14 号

有 6个，分别三山水库、晓望水库

瀛水库，均为“千吨万人”级（日供水量

峪夼 LS0901-036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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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地表水分水岭基本一致，不同的流域内地下

基岩裂隙水与第四系孔隙水一脉相承，动态变化基本一

浅层地下水的动态特征受气象、水文因素影响，该区地下水动态变化曲线为

地下水动态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年内受降水制约，季节性变化明显

总体变化规律为 7~9月份为丰水期，地下水位回升呈波峰

之后随降水减少及迳流和蒸发排泄，水位缓慢下降。期间若有秋种用水，

月至翌年 3 月用水、蒸发量均减少，地下水位持平后缓慢回

蒸发量增大，地下水位下降呈最低谷。年际间变化是

枯水年水位下降。见图 2.5，由图中可以看出，青岛市地下

 2.5 地下水动态监测曲线图 

的地下水以崂山各支脉（平顶-围顶-青峰顶）为分水岭

地下水总体流向自东向西，分水岭以东，地下水总体流向自西向东

局部地下水流向随地势变化而变化。 

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布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工作的

号）要求，明确崂山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

晓望水库、大石村水库、大河东水库、流清河水库

日供水量 1000吨以上或服务人口 10000人以上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不同的流域内地下

动态变化基本一

该区地下水动态变化曲线为

季节性变化明显，

地下水位回升呈波峰，

，则出现

地下水位持平后缓慢回

年际间变化是

青岛市地下

 

为分水岭，

地下水总体流向自西向东。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工作的

明确崂山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

流清河水库、登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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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崂山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单及保护区划 
序

号 
水源地 
名称 所在区域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质控制标准 

1 三水 
水库 北宅街道 

一级 

以取水口（120° 35' 9.835" E, 36°13' 
55.617" N）为中心，一级水域长度
为上游至坝，下游延 100米，宽度
为正常水位线内全部水域。一级陆

域长度与一级水域相同，宽度为正

常水位线向外延伸 50米。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二级 

二级水域长度为一级保护区上游

边界延至 1000米，下游边界延至
100米，宽度为正常水位线内全部
水域。二级陆域宽度为二级水域正

常水位线向外延伸 50米。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2 晓望 
水库 王哥庄街道 

一级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及

取水口侧正常蓄水位以上汇水区

200米陆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位于崂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晓望水库汇水区所有陆域、

水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 

3 大石村

水库 沙子口街道 

一级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及

取水口侧正常蓄水位以上汇水区

200米陆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位于崂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大石村水库汇水区所有陆

域、水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 

4 大河东

水库 沙子口街道 

一级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及

取水口侧正常蓄水位以上汇水区

200米陆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位于崂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大河东水库汇水区所有陆

域、水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 

5 流清河

水库 沙子口街道 

一级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及

取水口侧正常蓄水位以上汇水区

200米陆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位于崂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流清河水库汇水区所有陆

域、水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 

6 登瀛 
水库 沙子口街道 一级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及

取水口侧正常蓄水位以上汇水区

200米陆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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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水源地 
名称 所在区域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质控制标准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位于崂山风景名胜

区内的登瀛水库汇水区所有陆域、

水域。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 

 

 
图 2.7 三山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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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晓望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图 2.9 大石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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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大河东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图 2.11 流清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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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登瀛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及拐点坐标 

综上，调查地块不位于地下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

给径流区和保护区内。 

2.4调查地块地质及水文地质情况 

地形：调查地块内地势整体上自东向西倾斜，地块内存在多处错台、陡坎，调查期

间，钻孔孔口标高约 107.45~126.43米。 

地貌：调查地块地貌单元类型为剥蚀堆积斜坡，表层后经人工回填改造。 

2.4.1调查地块地质条件 

根据本次钻探资料揭示，地块内地层主要由第四系和基岩组成，第四系层序

清晰，结构简单，厚度小，由人工填土层组成，下伏基岩为燕山晚期粗粒花岗岩，

现根据《青岛市区第四系层序划分》标准，将地块内地层按自上而下、地质年代

由新到老的层序分述如下： 

1、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Q4
ml） 

第 1层 素填土 

广泛分布于场区。 

层厚 0.60～1.00米，层底标高 107.42～122.2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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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色，稍湿，松散，主要回填成分为砂土，混黏性土，局部地段为耕植土。 

2、基岩 

调查地块内揭露基岩为燕山晚期粗粒花岗岩(Υ3
5(c))。 

第 16层 花岗岩强风化带 

广泛分布于场区。 

揭露厚度 0.30～0.60米，揭露层顶标高 107.42～122.27米。 

黄褐色～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正长石，含

有黑云母、角闪石，岩石风化强烈，岩芯呈砂土状、角砾状。 

场区典型地质钻孔柱状图如下图所示。 

 

图 2.14 工程钻孔柱状图 



 

2.4.2调查地块水文地质条件

受勘探深度影响，本次调查地块

根据崂山区水文地质资料显示

层为基岩各风化带，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

地块内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南向

2.5地块现状及历史 

2.5.1地块现状 

项目组于 2021年 10月 9日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

农田、闲置厂房、民房。地块西部

置现为闲置厂房，南部、东北部为农林用地

现状详细信息如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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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水文地质条件 

调查地块内未揭露地下水。 

根据崂山区水文地质资料显示，地块内地下水类型为基岩裂隙水，主要含水

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结合地块内地形地势，推断调查

向西北，地下水流向如图 2.15所示。 

图 2.15 地下水流向图 

日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目前地块内主要为

地块西部、西南部、北部构筑物为民房，东部及中间位

东北部为农林用地。 

、表 2.2所示。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主要含水

推断调查

 

目前地块内主要为林地、

东部及中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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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土地利用现状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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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调查地块原用地性质为农林用地。 

地块现状如表 2.2所示。 

表 2.2 地块现状照片（拍摄于 2021年 10月 9日） 
位置

介绍 现场照片 现状描述 

西部 

 

西部区域民房。 

西部 

 

西部区域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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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中间位置闲置

厂房。 

中部 

 

中间位置民房

及农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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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东部闲置厂房 

南部 

 

南部农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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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北部民房 

东北

部 

 

东北部农林用

地。 

2.5.2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地块内历史沿革情况见表 2.3。 

表 2.3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土地所有权归属 

1 —— 1997年之前 地块1997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
种植蔬菜、玉米等 峪夼社区 

2 1997年 2003年 1997年地块中间位置新建木器厂 峪夼社区 
3 2003年 2008年 2003年地块东侧新建酱油酿造厂 峪夼社区 
4 2008年 2012年 地块内农用地范围改为种植樱 峪夼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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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杏树等果树为主 

5 2012年 2018年 地块内新建回收站 峪夼社区 
6 2018年 至今 地块内酱油厂和木器厂停产闲置 峪夼社区 

2.6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 

2.6.1相邻地块现状 

南侧：峪夼社区农林用地； 

西侧：峪夼社区农林用地； 

北侧：峪夼社区居民房和农林用地； 

东侧：峪夼社区农林用地。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拍摄于 2021年 10月 9日）如下表所示。 

 
表 2.4相邻地块现状照片（2021年 10月 9日） 

区域 现状航拍图 现状描述 

北侧

区域 

 

民房和农

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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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区域 

 

农林用地 

东侧

地块 

 

农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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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

地块 

 

农林用地 

2.6.2相邻历史变迁情况 

调查地块相邻区域的历史使用功能未发生较大变化，其中东侧、北侧、西侧

区域均以农林用地使用功能为主，北侧为居住民房和农田。 

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变迁情况说明见表 2.5。



 

表 
时间 

2003年
1月 

木器厂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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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变迁信息表 
历史航拍图 

 
 

 

木器厂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农田和木器厂。 

周边地块： 
东侧：农田；  
南侧：农田和民

房； 
西侧：农田；  
北侧：农田。 



 

时间 

2003年
10月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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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酱油酿造厂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东部开始建设

酱油酿造厂。 

 

周边地块：无明

显变化。 



 

时间 

2005年
1月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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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酱油酿造厂建

成。 

周边地块： 
无明显变化； 



 

时间 

2007年
12月 

 
 

调查地块

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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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调查地块 

民房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地块内西部新

建民房，其余区

域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时间 

2008年
3月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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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时间 

2009年
4月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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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调查地块 

民房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地块内北部新

建民房，其余区

域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时间 

2011年
4月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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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拍图 

 
 

 

调查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历史情况说明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