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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280—2015《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导则》，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DB11/T 

1280—2015废止。与DB11/T 1280—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工作程序图”（见图1，2015年版的图1）； 

b) 增加了修复技术方案制定阶段“地块概念模型构建”的要求（见5.1）； 

c) 增加了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阶段“地块概念模型更新”的要求（见6.1）； 

d)  增加了“工程设计”的要求（见6.2）； 

e) 增加了“工程实施计划制定”的要求（见6.3）； 

f) 增加了“运行监测计划制定”的要求（见6.4）； 

g) 增加了“环境管理计划制定”的要求（见6.5）； 

h) 增加了“应急计划制定”的要求（见6.6）。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平、张丹、姜林、钟茂生、夏天翔、张文毓、杨硕、王宁宁。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2015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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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规定，规范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结合北京市实际，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重点考虑北京市土壤修复特点和管理需求，提出适用于北京市的涵盖

修复技术方案制定、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等全过程的修复方案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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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的原则、工作程序、内容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的编制。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土壤修复方案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2050  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 

DB11/T 65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1279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壤修复 soil remediation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

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来源：HJ 682-2019,2.5.2] 

3.2  

    目标污染物  target contaminant 

在地块环境中其数量或浓度已达到对人体健康具有实际或潜在不利影响的，需要进行修复的关注污

染物。 

[来源：HJ 682-2019,2.2.2,有修改] 

3.3  

    修复目标  target for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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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的目标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不产生直接或潜在危害，或不具有环

境风险的污染修复终点。 

[来源：HJ 682-2019,2.5.5,有修改] 

3.4  

    修复模式 remediation strategy 

对地块进行修复的总体思路，包括原地修复、异地修复、异地处置等，又称修复策略。 

[来源：HJ 25.4-2019,3.4,有修改] 

4 原则、工作程序与内容 

4.1 原则 

4.1.1 衔接性原则 

修复方案编制涉及的修复技术筛选与评估、技术方案制定、工程设计、工程实施计划制定、运行监

测计划制定、环境管理计划制定、应急计划制定等内容，应遵循现行文件规定，保障本文件与现行生态

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一致性。 

4.1.2 实用性原则 

修复方案编制过程应考虑国内技术条件和实践经验，从不同的需求出发，明确技术要求，做到科学

合理、技术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4.1.3 绿色可持续性原则 

修复方案编制过程除考虑工程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外，还宜融入绿色可持续理念，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和二次污染等。 

4.2 工作程序 

修复方案编制工作程序见图1，包括修复技术方案制定、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修复方案

编制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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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修复方案编制主要工作程序   

4.3 工作内容 

4.3.1 修复技术方案制定 

依据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阶段的有关工作成果，结合用地规划与建设要求，构建修复技术方案

制定阶段的地块概念模型，识别地块修复实施的重点与难点等要素，选择修复模式，筛选可行技术，开

展技术比选并制定修复技术方案。 

4.3.2 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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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制定

技术筛选与评估

地块概念模型构建

修复模式选择

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工程设计

工程实施计划制定

修
复
工
程
设
计
与
实
施
方
案

运行监测计划制定

修复设施性能 修复进程修复设施运行效率

环境管理计划制定

应急计划制定

修复方案编制



DB11/T 1280—2021 

4 

依据修复技术方案，更新地块概念模型，开展修复工程设计，制定工程实施计划、运行监测计划以

及环境管理计划、应急计划等。 

4.3.3 修复方案编制 

汇总修复技术方案、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编制修复方案。 

5 修复技术方案制定 

5.1 地块概念模型构建 

依据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中的数据及结论、水文地质条件信息，结合地块用地规划、开发

建设方案与周边环境现状等因素，建立地块污染分布、迁移转化路径、潜在受体及其暴露途径的逻辑关

系，构建修复技术方案制定阶段的地块概念模型，识别地块修复过程客观限制因素以及潜在的重点与难

点等要素，支撑修复模式的选择与技术方案的制定。根据需要可开展污染状况及水文地质条件等的补充

调查、模拟预测与分析，相关技术要求按照HJ 25.1、HJ 25.3、HJ 25.4、HJ 25.6、HJ 610和DB11/T 656

等执行。 

5.2 修复模式选择  

依据构建的地块概念模型及识别出的客观限制因素以及修复重点与难点等，以实现风险评估报告中

确定的修复目标为目的，综合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客观条件以及成本效益等，选择修复模式，明确

修复方式、修复介质、目标污染物、修复目标值与修复范围。其中，修复目标值可依据风险评估报告确

定；涉及土壤外运、地下水外排的，应结合最终去向，依据有关规定处理并达到相应要求。具体可参考

GB 36600、GB 14848、DB11/T 656、DB11/T 1281等。 

5.3 技术筛选与评估 

5.3.1 结合地块污染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和选择的修复模式，从技术成熟度、适合的目标污染物和水

文地质条件类型、修复效果、时间和成本等方面分析比较现有修复技术，重点分析各修复技术工程应用

的实用性，筛选一种或多种备选修复技术进行可行性评估。可采用列举法比较分析修复技术原理、适用

条件、主要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技术应用的优缺点等，也可采用权重打分方法进行比较。 

5.3.2 宜开展可行性测试评估技术在目标地块的适用性，原位修复技术原则上应开展可行性测试。可

行性测试应至少获取修复效率、成本、周期、二次污染产物等关键参数。可结合数值模拟手段，分析预

测不同运行工况下修复技术的实施效果和修复周期等，常用地下水模拟模型可按照 HJ 610 执行。 

5.4 技术方案制定 

5.4.1 根据修复模式及技术筛选结果，结合地块环境管理要求等，单一选择或合理组合各种可行技术，

制定备选方案，各备选方案应至少包括技术路线、修复工程量、关键工艺参数、实施成本与工期、实施

过程环境影响等内容。 

5.4.2 采用对比分析、综合判断或专家评分等方式，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等指标进

行备选方案比选，选定技术方案。比选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可参考附录 A。其中，污染物去除效率、修复

周期、成本等比选指标，宜结合技术筛选与评估的工作成果，采用定量或半定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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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细化选定的技术方案中各项修复技术实施的工艺流程，识别各项修复技术的二次污染环节，明

确污染防治要求，制定技术方案。 

6 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 

6.1 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根据修复技术方案和修复目标，更新地块概念模型。概化各修复技术实施目标区域的地层分布和污

染分布，结合污染物特征和水文地质数据分析修复技术实施过程中污染物去除路径，确定影响修复效果、

周期与费用的关键污染物、介质和区域，识别影响污染物去除速率与修复效果的关键因素，为修复工程

设计与实施方案的制定提供支撑。 

6.2 工程设计 

6.2.1 工程设计包括修复工程总图设计、修复工艺设计及辅助专业设计，修复工程总图设计具体要求

可参考 GB/T 50502。修复工艺设计及辅助专业设计按照 HJ 2050及有关标准执行。 

6.2.2 工程设计前，应现场踏勘地块与周边环境现状，识别周边敏感目标，评估地块修复工程施工条

件。重点关注修复工程实施所需能源资源供给条件（如电力、燃气、水等）以及空间需求等，为修复工

程设计提供基础信息。宜根据工艺设计需要设置中试或生产性测试环节，获取关键设计参数取值。 

6.2.3 按照科学、安全、文明、节约、环保的原则进行总图设计并绘制平面布置总图，合理布置修复

设施、建（构）筑物、材料及主要施工设备放置区、现场施工道路、临时办公与生活设施、临电临水设

施等功能区。 

6.2.4 修复工艺设计应至少包括修复与二次污染防治设施的关键工艺参数和核心设施装置设计，以及

主要设备材料选型等，并提供相关设计图纸，具体内容可参考附录 B。 

6.3 工程实施计划制定 

6.3.1 工程实施计划包括总体实施部署方案及各项工程的进度安排、关键工序施工方法、运行维护计

划等。 

6.3.2 依据修复技术方案与工程设计资料，制定总体实施部署方案，包括项目管理机构、管理目标、

施工目标、重难点分析等。具体要求可参考 GB/T 50502。 

6.3.3 进度安排包括实施进度计划表（图），分期（分批）实施工程开、竣工日期等关键时间节点，

工期一览表等。 

6.3.4 关键工序施工方法包括主体修复设施和主要二次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施工方法、特殊情况下的

施工保障措施等。涉及污染土壤清挖的，还应包括清挖区域支护工法等。 

6.3.5 运行维护计划包括各类设施设备与仪器仪表运行状况的检查要点与维护保养计划。 

6.3.6 涉及转运污染土壤的，应制定土壤转运计划。转运计划内容包括运输时间、方式、线路以及污

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转运计划表可参考附录 C。 

6.4 运行监测计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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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运行监测计划应包括修复设施性能监测计划、修复设施运行效率监测计划以及修复进程监测计

划等，监测计划应明确监测介质、点位、指标、频率、样品采集与检测方法、数据分析方法等。不同修

复技术的运行监测指标可参考附录 B。 

6.4.2 运行监测计划应明确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可采用图表法分析运行监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累积

污染物去除量-运行时间变化图、累积污染物去除量-累积运行成本变化图、残留浓度-运行时间变化趋

势图、残留质量-运行时间变化趋势图、残留污染物空间分布-运行时间变化趋势图等。 

a) 通过修复设施性能监测指标的结果分析设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示例：对于原位热脱附技术，可通过绘制修复区域温度及压力场的空间分布-时间的变化图，分析不同区域的升温

速率，识别是否存在无法达到设计温度的区域。 

b) 通过修复设施运行效率监测指标的结果分析设施运行效率。 

示例：对于抽出处理技术，可通过绘制污染物累积抽出质量-抽提时间变化图、污染物累积抽出质量-累积运行成本

变化图等，分析污染物的抽出速率、抽出单位质量污染物能耗比、抽提设施运行的边际成本效益等，识别抽提设施是否

处于无效或低效运行状态。 

c) 通过修复进程监测指标的结果分析修复进程。可通过绘制修复区域目标污染物残留浓度-运行

时间变化趋势图、污染物残留质量-运行时间变化趋势图以及残留污染物空间分布-运行时间

变化趋势图等，分析修复进程，判别是否具备开展第三方效果评估的条件。 

d) 分区域、模块化修复的地块，应根据每个修复模块的运行监测数据分析修复设施性能、修复

设施运行效率以及修复进程。 

6.4.3 结合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提出进一步动态更新地块概念模型的要求，以及时优化修复设施

运行参数及监测计划。 

6.5 环境管理计划制定 

6.5.1 环境管理计划应包括污染防治措施、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监理计划等。 

6.5.2 识别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关键环节，制定相应污染防治措施。不同修复工程的潜在二次污染环

节及可采取的防治措施参考附录 D。 

6.5.3 结合采取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环境保护要求等，制定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监测计划应明确监测范围、监测介质、监测指标、布点数量、监测频率、采样与检测方法、评价标

准等。其中，监测范围应包括修复实施过程中废水、废气、噪声等的影响范围及其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所

在区域，监测指标应包括修复实施过程中潜在的二次污染物指标，监测频率应结合修复技术的具体实施

特点设置。不同监测介质的监测技术可参考 HJ/T 55、DB11/ 501、GB/T 14554、HJ/T 397、HJ/T 164、

DB11/307、HJ 25.2、HJ 25.5、GB 12523等。 

6.5.4 制定环境监理计划，环境监理计划内容应包括工作目标与范围、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工作方

法和工作制度，明确组织机构及职责、成果提交方式等。具体按照 DB11/T 1279执行。 

6.6 应急计划制定 

分析工程实施过程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环节、类型、影响范围、关键节点等，制定应急计划。

应急计划包括风险分析、应急机构和人员、应急物资和装备、应急监测、应急措施、应急处置能力培训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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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复方案编制 

修复方案包括项目背景、编制依据、地块概况、修复技术方案、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等内容，

编制大纲参考附录E，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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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修复技术方案比选指标体系 

修复技术方案比选指标体系包括技术、经济、环境、社会指标。具体内容见表A.1。 

表A.1 修复技术方案比选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具体内容 

技术指标 

可操作性 

各项修复技术的可靠性及其在国内应用的成熟度；配套工程设备和原料的可

获得性；异位修复过程中污染介质的贮存、运输、安全处置等支撑条件；原

位修复施工对地层承载力、土壤pH等的影响；以及与地块再利用方式或后续

建设工程的匹配性、土方平衡等。 

污染物去除效率 目标污染物浓度、释放通量和总质量削减程度等。 

修复周期 
达到修复目标所需时间，包括修复工程建设与设备安装调试时间、修复设施

运行时间、修复效果评估时间以及长期环境管理时间等。 

经济指标 

建设成本 

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的直接建设费用以及工程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包

括地块施工准备、原材料、主体设备、设施建设等费用，间接费用包括工程

设计、许可、启动、意外事故等费用。 

运行成本 
人员工资、培训、防护等费用，修复设施运行能源资源费与维护费，运行过

程中二次污染防治费、修复效果监测费、工程应急费等。 

后期成本 日常管理费、定期监测费等。 

环境指标 

二次污染物排放 
方案实施期间二次污染排放特征，包括扬尘、废气、废水、固废等污染物排

放数量、排放强度及其处理处置难度和不确定性。 

健康影响 
方案实施期间对施工工人、地块周边人群的潜在健康影响及减缓措施实施的

难易程度等。 

周围敏感环境影响 
方案实施期间对周边地下水、地表水或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等环境的影

响及减缓措施实施的难易程度。 

社会效益指标 
管理部门认可度 相关部门在同类修复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意见。 

公众可接受程度 方案实施期间对周围居民可能造成的气味、噪声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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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主要修复工艺设计及监测指标 

主要修复工艺设计及监测指标见表B.1。 

表B.1 主要修复工艺设计及监测指标 

技术方

案类型 
修复工艺设计 

监测指标 

修复设施性能方面 运行效率方面 修复进程方面 

原位修复 

化 学 氧

化/还原 

应明确系统总体平面布置，药剂类型、主要成分、

投加浓度、投加量、投加速率、投加管网布置，

溶药与混合设备数量与性能参数，能耗指标，水

耗指标，药剂临时存放方案及安保措施，修复周

期，运行监测计划，药剂注入方式与注药井结构，

注药井间距及平面布置图，注药井成井工艺，注

药设备数量与性能参数等。 

pH、氧化还原电位、

溶解氧含量、所用药

剂主要成分、反应过

程中的主要二次污染

物等指标。 

药剂注入量、污染物去

除量与去除效率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残留质

量、潜在二次污

染物浓度等。 

气 相 抽

提/多相

抽提/抽

出处理 

应明确系统总体平面布置，抽提/注射井间距及平

面布置，井结构与成井工艺，抽提/注射设备型号

与数量，抽提/注射管网布置、管道直径与材质，

抽提/注射速率及压力与运行模式等关键运行工

况参数，运行监测计划，修复周期，能耗指标等。 

地下水水位与溶解氧

含量、包气带土壤气

压力等。  

设施运行能耗、污染介

质和污染物的抽出速率

与抽出质量等，可在线

监测污染介质与污染物

抽出速率。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残留质

量等。 

生 物 修

复 

应明确修复周期等。如果采用强化措施，还应明

确具体的强化手段，如外加工程菌剂类型、微生

物营养物类型及添加量、供氧方式与关键工艺参

数等。 

溶解氧含量、氧化还

原电位、电子供/受体

含量、主要中间产物

含量、微生物数量等。 

电子供/受体的投加量、

污染物去除量与去除效

率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残留质

量、潜在二次污

染物浓度等。 

热脱附 

应明确加热方式、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加热装

置数量与性能参数、加热井平面布置、加热井结

构，热源或能源的接入地点与方式、能耗指标、

运行监测计划、修复周期。宜设计余热回收工艺

装置，提高修复过程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 

修复区域温度场和压

力场的分布等，宜实

施在线监测。 

能源输入量、污染物去

除量与去除效率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残留质

量、潜在二次污

染物浓度等。 

异位修复 

化 学 氧

化/还原 

应明确系统总体平面布置，药剂类型、主要成分、

投加浓度、投加量、投加速率、投加管网布置，

溶药与混合设备数量与性能参数，能耗指标，水

耗指标，药剂临时存放方案及安保措施，修复周

期，运行监测计划等。 

pH、氧化还原电位、

溶解氧含量、所用药

剂主要成分、主要中

间产物等指标。 

药剂投加量、污染物去

除量与去除效率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潜在二

次污染物浓度

等。 

热脱附 

应明确加热方式、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加热装

置数量与性能参数、能耗指标、运行监测计划、

修复周期等。 

进料速率、炉体温度、

土壤出料温度、空气

进气量、冷凝器的工

作温度、停留时间等。 

能源输入量、污染物去

除量与去除效率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潜在二

次污染物浓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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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主要修复工艺设计及监测指标（续） 

技术方

案类型 

 

修复工艺设计 

监测指标 

修复设施性能方面 运行效率方面 修复进程方面 

水泥窑

协同处

置 

应明确系统总体平面布置，土壤预处理系

统、上料系统、水泥回转窑系统以及监测系

统的配置参数、污染土壤添加量、能耗指标、

修复周期、运行监测计划等。 

上料速率、水泥回转窑

内部温度、水泥输送速

率等。 

污 染 土 壤 添 加

量、水泥产量、

能源输入量等。 

目标污染物残

留浓度和残留

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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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 

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见表C.1。 

表C.1 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 

地块名称  

地块地址  

修复施工单位 

修复施工单位名称  

修复施工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土壤污染物 
□重金属    □VOCs    □SVOCs    □石油烃 

□其他（                           ） 

运输单位 

运输单位名称  

运输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运输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污染土壤运输量 （    ）吨、（    ）立方米 

运输线路  

接收单位 

接收单位名称  

接收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地址  

接收污染土壤数量 （    ）吨、（    ）立方米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污染土壤处置措施  

修复后土壤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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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修复工程需关注的施工环节和可采取的防治措施 

修复工程需关注的施工环节和可采取的防治措施见表D.1。 

表D.1 修复工程需关注的施工环节和可采取的防治措施 

修复类型 关键环节 潜在二次污染环节 可采取的防治措施 

原位修复 

处理系统建设环节 
含污染物的粉尘及扬尘的产生,钻井过

程固废,废气的产生等。 

 

 

 

 

 

 

粉尘/扬尘：包括但不限于铺设安装防尘

网；洒水抑尘；提高运输车辆的密闭性等。 

废水：包括但不限于对产生废水的工艺环

节设置具有防渗功能的临时收集设施；对

各环节的废水集中收集、密闭暂存与处

置；对收集、暂存与处置区域地面进行防

渗等。 

废气：包括但不限于对修复区地面进行覆

盖或硬化，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在产生

废气的工艺环节设置负压收集装置，集中

输送至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废气收集

输送管道进行气密性处理等。 

异味：对存在异味的区域，优先进行原位

修复；对存在异味区域地面进行阻隔硬

化；分批开挖，减少作业面，对作业区及

时进行覆盖；喷洒气味抑制剂；建设负压

收集装置，对具有异味的气体进行收集后

集中处置；将产生异味的重点设施置于负

压大棚内；废气输送管道负压运行等。 

固废：及时苫盖污染岩芯，堆放地面进行

防渗处理；收集除尘灰、活性炭等固体废

物送有资质单位处理等。 

  

 

修复环节 

该环节污染防治要点主要与采取的修复

技术有关，如修复药剂的遗撒,原位化学

氧化/还原过程中有机污染气体和气味

的产生,化学淋洗过程中淋洗废水的排

放,热脱附过程中循环液的排放和除尘

灰的收集,尾气处理装置更换下来的活

性炭的处置等。 

处理系统拆除环节 

拆除过程中粉尘及扬尘的产生,处理设

施清洗过程中废水的产生,带有污染土

壤的拆除设施的暂存等。 

异位修复 

土壤挖掘环节 

挖掘过程中有机污染气体和气味的产

生，含污染物的粉尘及扬尘的污染，以

及固废尤其是危险废物的处置，酸碱等

废液的处理，含污染物的废弃土壤的处

置等。 

土壤运输环节 

运输过程中污染土壤的遗撒以及含污染

物的粉尘及扬尘的产生,设备在使用或

清洗过程中的交叉污染,污染土壤渗滤

液的排放等。 

土壤暂存环节 

因大风等天气原因含污染物的粉尘及扬

尘的产生,因下雨等原因含污染物的渗

滤液的产生,因接触暂存地块的土壤造

成的交叉污染等。 

修复环节 

药剂和污染土壤混合过程中含污染物的

粉尘及扬尘的产生、修复工艺设备运行

期间废气、固废、噪声的产生，洗土过

程含污染物的废水的产生、使用或清洗

设备过程中交叉污染的产生等。 

土壤回填/外运环节 运输过程中粉尘及扬尘的产生等。 

地下水抽出环节 
钻井过程废水、固废、废气的产生等，

因操作不当影响其他含水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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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修复工程需关注的施工环节和可采取的防治措施（续） 

修复类型 关键环节 潜在二次污染环节 可采取的防治措施 

 地下水处理环节 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含污污泥、有机

污染气体及气味的产生和排放等。 

噪声：合理规划路线，减少交通量；土

方作业过程中噪声防控措施；修复设施

降噪或隔声等。 地下水排放环节 地下水修复后废水的产生及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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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大纲  

1  项目背景 

简要描述地块基本信息，未来土地利用规划、地块污染特征、调查及风险评估的时间节点与概况等。 

2 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 

2.2 标准规范 

2.3 项目文件 

3 地块概况  

3.1 基本信息 

3.2 水文地质条件 

3.3 污染状况 

3.4 风险评估 

4  修复技术方案 

4.1 地块概念模型构建 

4.2 修复模式选择 

4.3 修复目标 

4.4 修复工程量 

4.5 技术筛选与评估 

4.6 技术方案制定 

5  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 

  5.1 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5.2 工程设计 

5.2.1 修复工程总图设计 

5.2.2 修复工艺设计 

5.2.3 辅助专业设计 

5.3 工程实施计划 

5.3.1 总体实施部署方案 

  5.3.2  进度安排 

  5.3.3 关键工序施工方法 

  5.3.4 运行维护计划 

  5.3.5 土壤转运计划 

5.4 运行监测计划 

5.4.1 修复设施性能监测 

5.4.2 修复设施运行效率监测 

5.4.3 修复进程监测 

5.5 环境管理计划 

5.5.1 潜在二次污染环节及防治措施 

5.5.2 环境监测计划 

5.5.3 环境监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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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应急计划  

5.6.1 风险分析 

5.6.2 应急机构和人员 

5.6.3 应急物资和装备 

5.6.4 应急监测 

5.6.5 应急措施 

5.6.6 应急处置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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