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智能化场地污染调查评价与修复管理信息系统实践应用
孙美琴 1 包金坤 1 许荔娜 1 王卫 1 张发勇 1 2
1 武汉智博创享科技有限公司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DOI:10.12238/eep.v4i5.1461
[摘 要] 本文基于智能化场地污染调查评价与修复管理系统各模块在具体工程项目的实例应用,实现
污染物从调查—评价—评估—修复方案推荐的全流程信息管理和展示,系统流程设计完整,功能齐全,不
仅能快速批量生成各种图件及表格,而且能直接导入CAD等其他软件中进行图形编辑,填补了国内在土
壤污染调查评估方面的空白,为全国土壤污染场地评价、评估、治理与修复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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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t site pollution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repair management system on each module,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display of pollutant from investigation - assessment - evaluation - repair plan, the system flow design is
complete, the function is all ready, it not only can quickly generate all kinds of maps and forms, but alao can be
directly imported into CAD and other software for graphic editing, it fills the gap in soil pollution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s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soil pollution site evaluation, assessment ,
treatment and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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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场地调查模块、土壤风险评估模块、
地下水风险评估模块、场地修复模块、
三维数字地球展示模块以及污染物扩散
预测模块。场地调查评价分析模块实现
场地范围内自动布点和手动布点,可批
量导入监测点属性。基于已有的监测点
数据,针对不同的暴露途径进行评估并
生成相应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针对修
复目标值,自动生成某污染物的修复范
围和修复量,通过污染物属性模型计算
污染物修复量,为用户推荐合理的修复
图 2 某污染物分层修复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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