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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米以浅第四系孔隙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预警等有关要求。适用于区域和场地

尺度的 50 米以浅第四系孔隙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被引用即构成本指南的条文，与本指南同效。 

（1）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2）GBT51040-2014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3）HJ/T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4）HJ25.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5）HJ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6）HJ/T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7）GWI-D1 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要求 

（8）DZ/T0282 1:50000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 

（9）DZ/T 0270-2014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 

（10）DD2008-01 地下水污染地质调查评价规范 

（11）DZ/T 0288-2015 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50 米以浅第四系孔隙水 quaternary pore groundwater over 50 meters 

地面以下埋深 50 米范围内，赋存于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孔隙中的地下水。 

3.2 地下水环境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地下水及其赋存空间环境在地质作用或人为活动作用影响下所形成的状态

及其变化的总称，指南中限定为水位、水质。 

3.3 地下水环境监测 monitoring of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为掌握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实时监测获取地下水水位、水质数据的程序化

过程。 

3.4 地下水环境预警 early warning of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分析、评价、预测地下水水位、水质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变化情况，达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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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时提供警戒信息。 

4 总则 

4.1 基本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综合考虑场地或区域的水文地质特性、污染物类型、污染特征、监测目标、

监测频率、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和监测预警所受环境影响等因素，构建地下水环境

监测预警系统。 

4.1.2 安全性原则 

构建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要确保现场工程实施安全，防止对施工人员、

周边人群健康以及环境产生危害。 

4.2 目的任务 

通过收集地下水环境资料，判断是否足以开展监测预警工作，条件满足的情

况下，确定并构建地下水环境监测系统，分析监测数据，并因地制宜，制定预警

预案，构建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4.3 工作流程 

地下水监测预警工作程序包括地下水环境调查、地下水环境监测、地下水监

测数据分析、地下水环境预警，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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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工作程序 

4.3.1 地下水环境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收集资料包括精度不低于 1 : 200 000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图（包括平面图与

典型剖面图），降雨及蒸发量，地下水监测井布设位置与监测数据，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地、重点环境风险源的位置与环境监测数据，地下水开采井的分布情况与

取水量。以上资料收集不足的情况下，依据 DZ/T0282、HJ25.1、HJ25.2，开展

补充调查。 

4.3.2 地下水环境监测 

地下水监测系统构建包括确定监测指标与监测频率、布设监测点位、监测系

统设计与安装。 

根据监测对象的地下水功能，依据地下水环境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结果，筛

选超出 GB/T14848 的项目作为地下水环境监测指标。 

参考 HJ25.2，依据地下水补、径、排强度，水位季节性波动频率确定监测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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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参考 HJ/T164，依据含水层结构、地下水补径排关系、地下水流场、敏感点、

背景值与污染羽范围确定监测井布设点位。 

监测方式包括在线监测与人工监测。人工监测参考 GBT51040-2014、

HJ/T164。 

4.3.3 地下水监测数据分析 

地下水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包括： 

（1）统计分析，即通过单井水质数据拟合，判断地下水污染现状及趋势； 

（2）GIS 分析，即通过空间分析及数据可视化功能，了解区域地下水水位、

水质时空分布特征； 

（3）数值模拟，即模拟地下水水流与溶质运移，分析预测地下水流场与溶

质运移特征。 

4.3.4 地下水环境预警 

地下水环境预警包括确定预警阈值及等级、启动运行监测预警、制定预警预

案。 

根据监测对象的地下水功能，参照 GB/T 14848 划分高、中、低预警等级。 

依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启动运行监测预警，制定不同预警等级的环境应

急预案措施。 

5  地下水环境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本标准中地下水调查参考 HJ/T164、DZ/T0288-2015、HJ25.1、HJ25.2、

DZ/T0282 进行。 

5.1 资料收集与分析 

地下水监测预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包括：根据 HJ 25.1 和 HJ 25.2 进行的地

下水环境调查等相关资料。收集的信息范围包括：气象资料、水文资料、土壤资

料、地形地貌、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土地利用规划资料、社会经济发展资料、

污染源资料等（具体清单详见表 1）。 

根据调查目的、任务与要求整理、汇编各类资料，量化各类数据并进行统计

分析，编制专项和综合图表，建立相关资料数据库。掌握现有研究程度，提出存

在问题，拟定工作方案。 

表 1 区域与场地资料收集清单 

区域地下水环境调查资料 收集渠道 场地地下水环境调查资料 收集渠道 

1:200000 水文地质图、地

质构造图及地质剖面图 

地调局、全国地质

资料馆 
场地地质勘察报告 地勘部门 

集中式供水水源地与水源

井分布情况 
水务局 场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企业、环境局 

区域历史降水、蒸发、河

流径流数据 
气象水文部门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企业 

区域地下水监测井水位、

水质数据 
水务局、环境局 场地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 

水务局、环境

局 



 5 

5.2 现场踏勘 

根据资料综合分析结果，结合调查区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

主要污染源等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重点，制定野外踏勘工作计划。 

踏勘的范围以场地或区域内为主，并应包括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由现

场调查人员判断。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现场、相邻场地及周围区域的现状

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踏勘重点应观察和记录场

地/区域及周围是否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

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位置。踏勘应选择典型路线，核实重要

污染源、主要泉（井）点以及土地利用情况等，确定监测重点区。踏勘结束，编

写踏勘小结，包括踏勘计划、路线、照片、录像等记录资料，记录获得补充的主

要信息，踏勘结束后所需的报告编制要求具体见 HJ25.1。 

5.3 水文地质补充调查 

水文地质调查应以现有水文地质资料为主，当现有资料适用性及真实性不足

以支撑地下水环境调查时，需进行水文地质补充调查，补充水文地质信息。 

水文地质调查应按 DZ/T0282 中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基本应包括：水文地

质结构调查；区域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变化及响应因素调查；地下水开

发利用状况调查；水文地质参数获取；地下水环境质量补充调查等。 

5.4 地下水环境质量补充调查 

当前期收集资料不足以进行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时，需进行补充调查（参照

HJ 25.1、HJ/T164）。 

补充调查进行 HJ 25.1 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环境调查，主要包括样品采

集、保存、运输、交接、分析等，所需详细工作计划及步骤参照 HJ 25.1 和 HJ/T164。 

6 地下水环境监测 

6.1 监测指标的确定 

根据监测对象的地下水功能，依据地下水环境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结果，筛

选超出 GB/T14848 的项目作为地下水环境监测指标。矿区或地球化学高背景区

应增加反映地水化学天然背景值的指标。具体常规监测指标与在线监测指标可参

照表 2。 

表 2 地下水监测指标 

一般指标 毒理学指标 

水位、pH 值*、温度*、水位（压力）*、溶

解氧、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总硬度、

溶解性总固体、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氯化

物、硫酸盐、碳酸氢盐、铁、锰、大肠菌群 

 

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总氰化物、砷、汞、

镉、六价铬、氟化物 

 

 

*可在线监测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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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典型污染（源）场地，要增设监测指标，部分特征监测指标可参

照表 3。 

表 3 典型污染（源）场地特征污染物 

典型污染（源）场地 监测指标 

有色金属矿区 
硫酸盐、总氰化物、砷、有色金属（铜、铅、锌、镉、锡、锑、钨、

铝、镍等） 

垃圾填埋 
有毒有机物：苯、甲苯、三氯乙烯、三氯甲烷、氯乙烯等  

自由态离子：镉、镍、锌、铜、铬、铅等 

石油化工 
直链烃、支链烃、烷烃、芳烃、多环芳烃（芘、 萘、菲）、苯系物

（BTEX）等 

制药 
非甾体抗炎药（阿司匹林、布洛芬、双氯芬酸、塞来昔布等）、抗生

素、维生素、病毒、活性细菌等 

制革 
非溶性有机无机固形物（油脂、胶原蛋白、动植物纤维、非溶性盐类

等）、硫化物、铬、盐类、表面活性剂、染料等 

焦化 

有色金属（铜、铅、锌、镉、锡、锑、钨、铝、镍等）、萘、苯并[a]

芘、二噁英、 

酚、氰、苯、吡啶、吲哚和喹啉等 

造纸 
树脂类化合物、单宁类化合物、氯代酚、AOX(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有机硫化物、硫酸盐、亚硫酸盐、硫化氢等 

6.2 监测频率的确定 

参考 HJ25.2，依据地下水补、径、排强度，水位季节性波动频率确定监测频

率。 

人工水位监测与在线监测频率的确定可参考 GBT51040-2014。人工水质监测

建议背景值井和区域性控制的孔隙井每年枯水期监测１次。污染控制井隔月监测

１次，全年６次。作为生活饮用水集中供水的地下水井，每月监测１次，具体参

照 HJ/T164。参照 GBT51040-2014，安装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器的监测站应每天

监测 1 次。 

遇到暴雨、防渗失效、污染物泄露等可能影响地下水水质的突发情况，应随

时提高监测频次。 

6.3 监测点位布设与优化 

参考 HJ/T164，依据含水层结构、地下水补径排关系、地下水流场、敏感点、

背景值与污染羽范围确定监测井布设点位。监测井应涵盖背景监测井、污染控制

井。 

布设情况分为区域与场地两种情况。区域地下水监测点位的布设应在已有井

位的基础上，优先选择重要地下水水源地、已确定的污染源周边布设。场地地下

水监测点位的布设根据地下水流向、污染羽范围布设。 

6.4 监测系统设计与安装 

6.4.1 地下水常规监测井 

根据地质条件、地下水埋深、含水层类型，参考 DZ/T 0270-2014、GBT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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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4 设计建设地下水常规监测井。 

6.4.2 地下水在线监测系统 

在线监测系统应包括地下水监测井、自动洗井采样装置、监测数据无线传输

装置、以及能源供给设备。 

（1）地下水监测井井内设有在线压力式水位计、温度传感器，井外部设有

电导率、pH、氧化还原电位（ORP）、浊度、硝酸盐氮自动水质监测设备。 

（2）自动洗井采样装备，即通过自动化控制装置连接洗井泵与采样泵，控

制自动洗井采样。洗井规范参考 HJ/T164。 

（3）监测数据无线传输装置将在线传感器与电控装置连接，组建完成安装

后进行调试。通过数据线连接传输装置与电脑，通过调参软件对各项接口进行设

置，利用 GPRS、5G 等通信技术将数据打包传输至数据库。 

（4）能源供给设备采用太阳能、电池、市电多种供电模式。野外无电源供

给的情况下，通常考虑使用太阳能供电，配备蓄电池蓄电，蓄电池的规格数量根

据系统耗能确定。 

6.4.3 地下水在线监测设备校准与维护 

参考 GBT51040-2014，地下水在线监测系统选用的设备应经过国家授权质检

或第三方机构的产品型式实验检测。设备安装后需进行不少于 3 个月的性能比

测，在线监测设备与实验室测试比测精度应不低于±5%，满足比测要求的仪器应

定期校测，频率应不低于每年 1 次，校测应符合国家计量标准。 

7  地下水监测数据分析 

7.1 统计分析 

利用监测数据，可借助 Excel、SPSS 进行单井水质数据多点拟合，进行回归

分析或相关性分析，判断地下水污染现状及变化趋势。可进行区域地下水质量单

指标及综合评价，分析地下水质量现状，具体方法可参照 GB/T 14848 执行。 

7.2  GIS 分析 

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为直观了解区域地下水环境，可利用 Arcgis、Mapgis

等 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及数据可视化功能，对监测数据进行插值、统计分析，

确定区域污染现状、趋势及污染羽范围。 

7.3 数值模拟分析 

利用水文地质资料以及监测数据等，可借助 Visual Modflow、GMS 等模拟

软件建立地下水数值模型，模拟水流与溶质运移，可分析研究区的污染趋势与修

复效果，具体模型建立方法可参考 GW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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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下水环境预警 

8.1 预警阈值及等级确定 

通过本地区地下水功能区类型，选取监测指标中对应 GB/T 14848 的水质要

求作为预警阈值。根据阈值划分预警等级高中低，当地下水环境分析数据出现水

质恶化趋势但未超出地下水功能区等级，属低等级；当监测项目中常规指标超出

阈值 1~2 倍或毒理学指标超出 1~1.5 倍时表明已超出地下水功能区要求，属中等

级；监测项目中常规指标超出阈值 2 倍以上或毒理学指标超出 1.5 倍以上时，属

高等级。 

8.2 启动运行监测预警 

基于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对比预警阈值确定等级。根据预警等级，

可进行 GIS 分析确定区域预警范围与局部趋势，同时可进一步建立地下水数值

模型，模拟地下水环境时空变化，反馈信息供管理人员决策，实现地下水环境监

测预警。 

8.3 制定预警预案 

编写污染应急预案与不同预警等级下相应的预警手册，以应对暴雨、洪水、

污染物泄漏等突发性事件。根据不同预警等级采取对应的措施，如低等级正常监

测，留意观察；中等级加强监测，排查污染源，探明原因；高等级采取污染控源、

截流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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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矿区地下水监测预警案例1 

A.1 应用场景 

矿山在开采过程中, 由于地下水发生突水, 会导致淹矿事故, 为保证矿区安

全生产, 减少在开采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对某铁矿地下水水位进行实时监测预

警。 

A.2 监测预警过程 

（1）地下水现状调查 

收集资料，确定矿区的水文地质现状，地下水补径排条件，含水层的水动力

场现状及动态变化等。 

（2）监测系统的构建 

选取地下水水位、降雨量、地表水流量为监测指标，设定监测频率为 10 min。

通过野外勘察,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原有观测孔的保存状态以及观测孔的布

置原则, 布置 20 个地下水（引文中已建 14 处，有 6 处待建，观 5、7、9，水 2、

5，ZK62、76、614、637、557、559、6710、6911，河溪村孔）2 个降雨量（黑

色①、②）、8 个地表水（红色①~⑧）自动监测站（具体分布见图 A-1）。 

 

图 A-1 矿区地下水监测与预警系统监测站位置分布图 

 
1 王宁涛. 矿区地下水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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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数据的分析 

借助 Surfer 的绘图功能, 通过 VC 调用 Surfer 的绘图函数, 实现加密地下水

水位监测站数据的填图和等值线绘图, 分析不同站点水位波动对矿区地下水位

的影响。 

（4）矿区地下水水位预警 

通过地下水水位数据分析确定各个监测站点地下水安全水位阈值，从服务器

上下载监测数据, 并将数据与设定的地下水水位阈值进行比较, 若超出阈值系统

进行报警, 提醒工作人员采取措施，实现地下水监测预警（具体框架见图 A-2）。 

 

 

图 A-2 矿区地下水监测与预警系统框架图 

A.3 讨论分析 

案例以矿区水文地质背景资料和历史数据为基础, 结合在线监测手段, 建立

了该铁矿地下水监测与预警系统。提出了系统构架和建设思路, 阐述了对水文气

象数据的监测, 尤其对地下水水位突变的监测和预警工作，设定各地下水监测站

的水位突变预警阈值, 更好地保证了矿区的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的构建值得

借鉴。 



 11 

 

附录 B  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监测预警案例 

B.1 应用场景 

某市一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由于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施，缺少覆盖和雨污分

流措施，降水直接转化为渗滤液，地下水污染问题严重，为此对该场地建立监测

预警系统（图 B-1）。 

 

图 B-1 地下水监测预警系统 

B.2 多层位微洗井采样监测井 

为了提高地下水污染监测预警的准确性和效率，案例中提出了一种多层位微

洗井采样监测井，成井实物如图 B-2 所示。 

 

 
图 B-2 地下水多层位采样微洗井采样系统 

多层位采样监测井可以实现分层采样；井管含水体积仅为 6.9 L，洗井体积

缩小至常规监测井的 1/44；布设电导率、水位、氨氮、温度在线监测传感器，实

时监测地下水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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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数据采集传输及自动洗井采样装置 

监测预警数据采集传输装置主要包括：2 套太阳能蓄电池供电系统，2 套市

电供电系统，除了供电方式不同之外，其余一致。以太阳能供电系统为例，本方

案设计的监测预警数据采集传输及自动洗井采样装置主要包括：电导率在线监测

传感器、水位在线监测传感器、氨氮在线监测传感器、蠕动泵自动控制、数据传

输终端、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蓄电池、电控装置、自动洗井采样装置等。 

1）自动采样洗井控制装置 

在监测井附近 2 m 范围内布设钻孔，将对照电导率传感器放至于监测井传感

器相同深度，判断自动洗井条件。自动洗井采样过程如图 B-3 所示。 

 

图 B-3 自动洗井采样示意图 

2）数据传输装置 

将电导率、水位、氨氮、温度等在线传感器与电控装置连接，组建完成安装

后进行调试。通过数据线连接传输装置与电脑，通过调参软件对各项接口进行设

置；设置数据采集周期为 1h/次，数据传输周期为 1d/次；插入 SIM 卡，通过 GPRS

网络将数据打包传输至数据库。 

B.4 地下水污染监测预警软件平台 

地下水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在线监测系统的工艺流程、自动化控制、数据展

示、工况查询、故障报警，将在线监测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处理终端、人工测得的

数据人工录入到数据库，数据接收后对其进行分析比较，根据监测井和对照井电

导率数据的差异性判断洗井的条件，生成电导率趋势线图，并对地下水污染状况

进行预警分级。  

监测预警平台主要包括实时监测平台、工业数据库和 Web 端移动端访问等部

分，其中 Web 端移动访问会在后期开发。 

实时监测平台采用 GDI+图形技术，支持模型对象化展示，可以集成第三方

视频、GIS 等系统信息，使用户在计算机前就可以对现场任何设备和工艺流程一

目了然，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展示数据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提供灵活的历史数

据报表、曲线，历史数据报表、曲线均可按使用需求灵活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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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讨论分析 

本案例构建场地地下水监测预警系统，在线监测电导率、水位、氨氮、温度

等地下水环境指标，并通过监测预警软件平台实时处理在线监测数据，实现地下

水污染预警。案例中监测系统的构建与软件平台的设计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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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下水动态远程监测系统简介 

C.1 硬件系统 

地下水动态远程监测系统是专门用于地下水监测管理的设备，用于对地下水

的水位和水温的动态变化进行长期自动监测，实现地下水动态数据的自动采集、

存储、传输、远程管理。测量数据自动保存在仪器内部的存储单元内，可定期通

过“GSM” 公共服务网，将监测数据传入终端管理平台并完成监测数据、监测设

备的动态管理。实现了地下水动态数据自动采集、存储、传输、远程管理。地下

水远程监测系统硬件(图 C-1)包括监测数据无线通讯主机（以下简称通讯主机）、

地下水动态监测设备、数据传输装置。 

 
图 C-1 地下水远程监测系统示意图 

地下水动态监测设备（图 C-2）内置大气压传感器，可独立测量气压/气温，

并可进行就地大气压力补偿，使用电池供电。可同时对 7 个层位的水位、水温进

行监测。 

 

 

图 C-2 地下水动态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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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软件系统 

软件管理平台是一款多级多源地下水设备双向远程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是负

责原始数据的接收、解译、入库以及对监测井信息、监测设备、通讯设备、原始

数据的管理及查询。软件系统（展示见图 C-3）对设备信息及监测数据（水位、

水温、大气压等）可进行三级物理存储与三级管理，实现了对地下水仪器设备及

监测数据多级多源的管理模式。 

 

图 C-3 地下水监测设备远程管理系统 

C.3 讨论分析 

地下水动态远程监测系统具备地下水动态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传输、远

程管理功能，可以对地下水的水位和水温的动态变化进行长期自动监测，软件平

台负责原始数据的接收、解译、入库以及对监测井信息、监测设备、通讯设备、

原始数据的管理及查询。本案例硬件构建与软件平台所实现的功能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