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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冶金类建设项目因其污染产生和排放特征,如相关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不完善,可能会对地
下水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导致地下水体重金属离子浓度过高,水质下降,甚至危害动植物、
人体的生命健康。随着国家各项地下水污染防治环保政策的出台,对冶金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已引起全面重视,通过对冶金类建设项目运营期地下水环境的危害性进行科学准确的预测,以便
为建设项目选址、规划方案的优化和改善提供依据,强化地下水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对冶金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要点和开展对策进行分析,旨在进
一步提升冶金类建设项目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确保项目投入运营
后对地下水的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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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ollution generation and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imperfect relevant
ground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allur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y br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lution and damage to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leading to too high groundwater weight
concentration of metal ions, decreased water quality, and even harm the life and health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human bod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f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attracted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hazards of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of metallur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mad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ite sele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lanning schemes, strengthen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groundwater in metallur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iming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rationality of
metallur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 plan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ensure that the impact on the project on groundwater after operation is within the controllab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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