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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加强污染场地

环境监督管理，规范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与以下标准同属污染场地系列环境保护标准：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HJ/T 25-1999）废

止。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编制的基本原则、程序、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

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2 月 1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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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编制的基本原则、程序、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的制定。地下水修复技术导则另行公布。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HJ 25.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场地  site 

某一地块范围内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地块内所有构筑物、设施和生物的总和。 
3.2   污染场地  contaminated site 

对潜在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后，确认污染危害超过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接受

风险水平的场地，又称污染地块。 
3.3   土壤修复 soil remediation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场地土壤中的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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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场地修复目标 site remediation goal 

由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的目标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不产生直接或潜在

危害，或不具有环境风险的污染修复终点。 
3.5   修复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for remediation 

从技术、条件、成本效益等方面对可供选择的修复技术进行评估和论证，提出技术可

行、经济可行的修复方案。 
3.6   修复模式 remediation strategy 

对污染场地进行修复的总体思路，包括原地修复、异地修复、异地处置、自然修复、污

染阻隔、居民防护和制度控制等，又称修复策略。 
 

4 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4.1  基本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采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考虑污染场地修复目标、土壤修复技术的处理效果、修复时间、

修复成本、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等因素，制定修复方案。 

4.1.2  可行性原则 
制定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要合理可行，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污染场地的污

染性质、程度、范围以及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合理选择土壤修复技术，因地

制宜制定修复方案，使修复目标可达，修复工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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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安全性原则 
制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要确保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实施安全，防止对施工人员、周边

人群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和二次污染。 
4.2  工作程序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编制的工作程序如图 1 所示。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编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4.2.1  选择修复模式 
在分析前期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污染场地特征条件、目标

污染物、修复目标、修复范围和修复时间长短，选择确定污染场地修复总体思路。 

4.2.2  筛选修复技术 
根据污染场地的具体情况，按照确定的修复模式，筛选实用的土壤修复技术，开展必要

的实验室小试和现场中试，或对土壤修复技术应用案例进行分析，从适用条件、对本场地土

壤修复效果、成本和环境安全性等方面进行评估。 

选择

修复

模式 

制定

修复

方案 

结束 

分析比较实用修复技术

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

确定修复技术

确定工艺参数制定技术路线 估算修复工程量

修复方案比选

开始 

制定环境管理计划

初步制定修复方案

编制修复方案

确认修复要求

筛选

修复

技术 

选择修复模式

图 1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编制程序 

提出修复目标确认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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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制定修复方案 
根据确定的修复技术，制定土壤修复技术路线，确定土壤修复技术的工艺参数，估算污

染场地土壤修复的工程量，提出初步修复方案。从主要技术指标、修复工程费用以及二次污

染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方案可行性比选，确定经济、实用和可行的修复方案。 
5 选择修复模式 

5.1  确认场地条件 

5.1.1  核实场地相关资料 
审阅前期按照 HJ 25.1 和 HJ 25.2 完成的场地环境调查报告和按照 HJ 25.3 完成的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核实场地相关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重点核实前期场地信息

和资料是否能反映场地目前实际情况。 

5.1.2  现场考察场地状况 
考察场地目前现状情况，特别关注与前期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时发生的重大变化，

以及周边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的变化情况。现场考察场地修复工程施工条件，特别关注场地用

电、用水、施工道路、安全保卫等情况，为修复方案的工程施工区布局提供基础信息。 

5.1.3  补充相关技术资料 
通过核查场地已有资料和现场考察场地状况，如发现已有资料不能满足修复方案编制基

础信息要求，应适当补充相关资料。必要时应适当开展补充监测，甚至进行补充性场地环境

调查和风险评估，相关技术要求参考 HJ 25.1、HJ 25.2 和 HJ 25.3。 
5.2  提出修复目标 

通过对前期获得的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必要的补充调查，确认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目标污染物、修复目标值和修复范围。 

5.2.1  确认目标污染物 
确认前期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提出的土壤修复目标污染物，分析其与场地特征污染

物的关联性和与相关标准的符合程度。 

5.2.2  提出修复目标值 
分析比较按照 HJ 25.3 计算的土壤风险控制值和场地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

含量和国家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合理提出土壤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5.2.3  确认修复范围 
确认前期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提出的土壤修复范围是否清楚，包括四周边界和污染

土层深度分布，特别要关注污染土层异常分布情况，比如非连续性自上而下分布。依据土壤

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分析和评估需要修复的土壤量。 
5.3  确认修复要求 

与场地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确认对土壤修复的要求，如修复时间、预期经费投入等。 
5.4  选择修复模式 

根据污染场地特征条件、修复目标和修复要求，选择确定污染场地修复总体思路。永久

性处理修复优先于处置，即显著地减少污染物数量、毒性和迁移性。鼓励采用绿色的、可持

续的和资源化修复。 
6 筛选修复技术 

6.1  分析比较实用修复技术 
结合污染场地污染特征、土壤特性和选择的修复模式，从技术成熟度、适合的目标污染

物和土壤类型、修复的效果、时间和成本等方面分析比较现有的土壤修复技术优缺点，重点

分析各修复技术工程应用的实用性。可以采用列表描述修复技术原理、适用条件、主要技术

指标、经济指标和技术应用的优缺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也可以采用权重打分的方法。通

过比较分析，提出 1 种或多种备选修复技术进行下一步可行性评估。 
6.2  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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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实验室小试 
可以采用实验室小试进行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实验室小试应要采集污染场地的污

染土壤进行试验，针对试验修复技术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参数，制定实验室试验方案。 

6.2.2  现场中试 
如对土壤修复技术适用性不确定，应在污染场地开展现场中试，验证试验修复技术的实

际效果，同时考虑工程管理和二次污染防范等。中试试验应尽量兼顾到场地中不同区域、不

同污染浓度和不同土壤类型，获得土壤修复工程设计所需要的参数。 

6.2.3  应用案例分析 
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也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应用案例分析进

行，必要时可现场考察和评估应用案例实际工程。 

6.3 确定修复技术 
在分析比较土壤修复技术优缺点和开展技术可行性试验的基础上，从技术的成熟度、适

用条件、对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效果、成本、时间和环境安全性等方面对各备选修复技术进

行综合比较，选择确定修复技术，以进行下一步的制定修复方案阶段。 
7 制定修复方案 

7.1  制定土壤修复技术路线 
根据确定的场地修复模式和土壤修复技术，制定土壤修复技术路线，可以采用一种修复

技术制定，也可以采用多种修复技术进行优化组合集成。修复技术路线应反映污染场地修复

总体思路和修复方式、修复工艺流程和具体步骤，还应包括场地土壤修复过程中受污染水

体、气体和固体废物等的无害化处理处置等。 
7.2  确定土壤修复技术的工艺参数 

土壤修复技术的工艺参数应通过实验室小试和/或现场中试获得。工艺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修复材料投加量或比例、设备影响半径、设备处理能力、处理需要时间、处理条件、能耗、

设备占地面积或作业区面积等。 
7.3  估算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工程量 

根据技术路线，按照确定的单一修复技术或修复技术组合的方案，结合工艺流程和参

数，估算每个修复方案的修复工程量。根据修复方案的不同，修复工程量可能是调查和评估

阶段确定的土壤处理和处置所需工程量，也可能是方案涉及的工程量，还应考虑土壤修复过

程中受污染水体、气体和固体废物等的无害化处理处置的工程量。 
7.4  修复方案比选 

从确定的单一修复技术及多种修复技术组合方案的主要技术指标、工程费用估算和二次

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比选，最后确定最佳修复方案。 

7.4.1  主要技术指标 
结合场地土壤特征和修复目标，从符合法律法规、长期和短期效果、修复时间、成本和

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等方面，比较不同修复方案主要技术指标的合理性。 

7.4.2  修复工程费用 
根据场地修复工程量，估算并比较不同修复方案所产生的修复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

接费用。直接费用主要包括修复工程主体设备、材料、工程实施等费用，间接费用包括修复

工程监测、工程监理、质量控制、健康安全防护和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费用。 

7.4.3  二次污染防范措施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实施，应首先分析工程实施的环境影响，并应根据土壤修复工艺过

程和施工设备清洗等环节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和扬尘等环境影响，制定相关

的收集、处理和处置技术方案，提出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综合比较不同修复方案二次污染防

范措施有效性和可实施性。 
7.5  制定环境管理计划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环境管理计划包括修复工程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应急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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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修复工程环境监测计划 
修复工程环境监测计划包括修复工程环境监理、二次污染监控和修复工程验收中的环境

监测。应根据确定的最佳修复方案，结合场地污染特征和场地所处环境条件，有针对性地制

定修复工程环境监测计划。相关技术要求按照 HJ 25.2 执行。 

7.5.2  环境应急安全计划 
为确保场地修复过程中施工人员与周边居民的安全，应制定周密的场地修复工程环境应

急安全计划，内容包括安全问题识别、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突发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必须

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和安全防护培训等。 
8 编制修复方案 

8.1  总体要求 
修复方案要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出全部工作内容。报告中的文字应简洁和准确，并尽量采

用图、表和照片等形式描述各种关键技术信息，以利于施工方制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施

工方案。 
8.2  主要内容 

修复方案应根据污染场地的环境特征和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特点选择附录 A 全部或部分

内容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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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方案编制大纲 
 

 
1   总论 

1.1   任务由来 
1.2   编制依据 
1.3   编制内容 

2   场地问题识别 
2.1   所在区域概况 
2.2   场地基本信息 
2.3   场地环境特征 
2.4   场地污染特征 
2.5   土壤污染风险 

3   场地修复模式 
3.1   场地修复总体思路 
3.2   场地修复范围 
3.3   场地修复目标 

4   修复技术筛选 
4.1   土壤修复技术简述 
4.2   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 

5   修复方案设计 
5.1   修复技术路线 
5.2   修复技术工艺参数 
5.3   修复工程量估算 
5.4   修复工程费用估算 
5.5   修复方案比选 

6   环境管理计划 
6.1   修复工程监理 
6.2   二次污染防范 
6.3   工程验收监测 
6.4   环境应急方案 

7   修复工程设计 
8   成本效益分析 

8.1   修复费用 
8.2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9   结论 
9.1   可行性研究结论 
9.2   问题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