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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地下水管理条例》《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推进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指导和规范污染地下水抽出—

处理技术工作，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

染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编制《污染地下水抽出—处

理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由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组织，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南方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起草

编制。 

二、编制必要性 

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是一项成熟、应用广泛的地下水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根据美国超级基金场地数据统计，抽

出—处理技术是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策略中最为常用的技

术，近年抽出—处理技术应用逐渐由单一技术使用向与其他技术

组合使用转变。欧美国家陆续发布了抽出—处理技术的相关技术

规范。目前，抽出—处理技术在我国已得到一定工程应用，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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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关技术规范指导。由于该技术应用灵活，可实现污染源削

减、污染羽控制、污染羽修复等多种目的，适用于当前我国地下

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因此，基于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的

迫切需求，亟需编制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指南，指导实践

应用。 

三、编制过程 

2015 年，依托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组建

指南编制组，多次组织召开指南编制修订工作会议，形成《污染

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指南（初稿）》。2016-2019 年，编制组形成

了讨论稿、咨询稿与送审稿，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深入研究指南

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要求，并逐步修改完善。 

2020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组织编制组召开了

《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专家

论证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指南出台的必要性，建议尽快印发

实施。2021 年 11 月，征求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意见，并按照相关

司局意见修改完善。2022 年 1 月，经司务会审议后，建议公开征

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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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技术要点说明 

（一）工作内容和流程 

明确了开展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应用的工程内容和流

程，包括技术适宜性评估、地块概念模型更新、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工程运行及监测、工程效果评估和工程关闭等。 

（二）技术适宜性评估 

污染地下水治理工程是否适合采用抽出—处理技术，需开展

技术适宜性评估，综合考虑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种类、污染物

性质、污染持续时间及工程施工的可行性等。当技术适宜性评估

得出抽出—处理技术不可行时，可按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

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重新筛选适宜技术。 

1.抽出技术适用性分析 

在参照 HJ 25.6 制定风险管控目标或修复目标、确定地下水污

染风险管控模式或修复模式后，本指南提出了基于不同模式下的

抽出技术应用策略选择和适宜性分析方法。 

污染源削减策略以大幅削减污染物含量为主要目的，通常应

用于修复或风险管控的前期。除溶解态污染物外，对非水溶性有

机物也有一定去除效果。为了达到风险管控目标或修复目标，一

般需要结合物理屏障、原位注入等其他技术同步实施。 

污染羽控制策略一般应用于污染羽下游，控制溶解态污染物

的迁移扩散，对于有机物、重金属等大多数污染物亦有较好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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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但对含水层渗透性、富水性具有一定要求，对渗透性低、

富水性差而难以形成稳定降落漏斗截获污染羽的区域，适用效果

较差。 

污染羽修复策略则利用抽出技术去除污染物，在既定的时间

要求下，达到修复目标。该策略适用性具有一定局限性，随着地

块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性、污染物性质复杂性增加，修复难度也相

应增加。当存在非水溶性有机物时，可根据地块条件采用污染源

削减策略、污染羽控制策略，结合其他技术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 

2.处理技术适用性分析 

一般包括技术初筛和技术可行性分析。根据抽出地下水中污

染物类型、污染物浓度水平、抽水量，结合地块条件，确定处理

规模、进水浓度要求，对比不同水处理技术的优缺点，初步筛选

一种或多种处理技术。处理技术应根据污染物类型、浓度水平和

抽水量进行选择，可借鉴工业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即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指南附录 A 总结了常用水处理技术及其

适宜性。 

（三）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地块概念模型更新包括污染源、污染物迁移途径、敏感受体

特征等相关信息，涉及水文地质特征（地下水位埋深、地下水流

速、渗透系数、给水度、有效孔隙度、水力梯度等）、污染源特征

（污染源类型、渗泄漏情况、污染源释放情况、特征污染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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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污染物分布（污染物类型、性质、污染程度、污染范围以

及随时间空间的变化情况）、敏感受体特征（水源、地表水体和人

群风险状况）等的分析与刻画。地块概念模型更新应贯穿于风险

管控或修复全过程，分阶段逐步细化和更新地块概念模型，为开

展抽出-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提供支撑。 

（四）抽出-处理系统设计 

1.抽出系统设计 

为实现不同抽出策略下的修复或风险管控目标，实现目标捕

获区内污染地下水的有效抽出，本指南提出了不同抽出策略下目

标约束以及抽出系统布设要求。综合考虑地块条件、水处理能力

与水平、运行成本与周期等，基于抽出效率、污染物削减率、捕

获区范围等参数评估，对抽水井数量、井间距、井排布、抽水流

量进行设计，并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对抽水井筛管、井径、井管材

质等提出具体要求。此外，针对含水层非均质性较强、局部存在

低渗透区或存在非水溶性有机物等特殊情景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2.处理系统设计 

处理系统设计应选择能有效去除地下水中目标污染物的处理

技术，综合考虑处理难度、建设成本、运行成本，开展成本效益

分析。可充分利用污染地块及周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节约建设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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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处理系统出水综合考虑水质情况、国家或地方法规政策

要求，可选择排放至环境水体或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若选择排放

入环境水体时，地块处理系统设计出水水质应结合国家和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受纳水体环境质量现状、水环境保护目标

等综合评估确定。若选择排放至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时，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若建设项目与污水

处理厂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污水排入城镇

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等排放标准允许范围内，对地块

处理系统业主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

纳管协议的，地块处理系统设计出水水质还应满足纳管协议的要

求。对于未纳入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污染物，参照德国、美国

等相关经验，以及我国部分行业标准制定和执行经验，必要时可

选择大型蚤急性毒性、发光细菌急性毒性、斑马鱼卵急性毒性等

生物综合毒性作为污染物控制指标，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生态风险。 

（五）工程施工 

1.抽出系统工程施工 

抽出工程施工一般包括抽水井及监测井建设、洗井及抽水试

验、设备安装三个部分。抽水井及监测井建设阶段，本指南参照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DZ/T 014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 164）等技术规范，对抽水井及监测井建设的工作流程

和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规定，同时明确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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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节约经济成本，可一井多用，即抽水井也可作为监测井使

用。在建井结束后，须及时洗井，洗井方法应根据含水层特性、

井管结构和钻探工艺等因素，参考 DZ/T 0148确定，同时注意对洗

井过程中产生污水的安全回收和处理，并开展必要的抽水试验。

此外，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抽水管道、流量计、泵、电线、

开关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2.处理系统工程施工 

处理系统施工应满足处理系统设计方案要求，同时应严格按

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92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79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等

相关技术规范文件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GB 

51221）、《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HJ 2050）等行业水处理

规范开展。为确保处理系统运行效果，本指南提出在处理系统整

体施工完成后，试运行一段时间，确保处理系统达到设计规模和

效果，并确定最佳运行条件。竣工验收合格后，工程方可正式投

入使用。 

（六）工程运行及监测 

在抽出—处理系统设计、施工完成后，需按照既定设计运行

系统，开展工程运行维护，建立有效的监测系统和反馈机制，以

满足评估抽出—处理系统运行效果、趋势预测、工程运行状况分

析以及方案优化调整等需要，保障风险管控和修复目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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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针对抽出—处理工程的运行与维护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一是根据工作目标，针对抽水井、水泵和水处理设施应制定运行

计划；二是针对抽水井和监测井、在线监测系统、自动化控制设

备、水处理设备等设备应制定操作规程并定期维护；三是准确、

完整记录工程运行参数和运行维护情况，及时分析和发现潜在问

题；四是建立药剂与材料进场检测、试验、登记、储存和使用档

案。 

本指南围绕污染源削减、污染羽控制和污染羽修复等策略，

提出了针对性的抽出系统监测要求。综合考虑污染物、水文地质

条件的复杂性，建议监测方案可根据概念模型更新，并结合数值

模型计算进行优化调整。处理系统的运行监测主要围绕进水、出

水水质开展，以确保处理设备的有效运行。 

（七）工程效果评估 

本指南中，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效果评估紧密衔接 HJ 25.6

地下水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开展。对于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由于风险管控技术是对污染物迁移途径的限制与阻断，评估内容

应重点关注抽水形成的捕获区能否有效阻止污染羽向下游持续扩

散，同时保证捕获区下游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能持续下降。在判

断风险管控达到预期效果后，应开展后期环境监管，重点关注地

下水流场变化和污染羽扩散情况，同时对抽出水处理系统运行情

况进行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评估。对于修复效果评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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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污染羽修复策略能否有效削减地下水中污染物质量和降低

污染物浓度，评估标准为达到污染物浓度的控制标准或修复极限

时残留污染物风险是否可接受。由于停止抽水后可能存在污染反

弹问题，本指南强调在达到修复目标停止抽水后，要持续监测地

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变化。 

（八）工程关闭 

本指南提出了可选择关闭抽出—处理工程的2种情景，一是经

污染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目标污染物浓度达到既定修复目标，

修复工程不再继续；二是经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无需实施抽出-处

理工程且连续2年均达到风险管控目标。为防止废弃井、固体废弃

物等造成二次污染，指南要求在关闭抽出—处理工程后，应对相

关构筑物、处理设备设施等进行拆除。对于开展后期环境监管的

地块，应保留必要的地下水环境监测井。 

五、技术应用现状及成本分析 

（一）国内外同类标准出台情况 

部分发达国家在长期地下水修复治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

验，围绕抽出—处理技术的策略选择、监测评估、运行维护、优

化调整等制定了系列技术标准，美国环保署相继出台了《抽出—

处理修复地下水技术指南》（1990 年）、《抽出—处理性能监测方法》

（1994 年）、《抽出—处理修复地下水  决策者和从业者指南》

（1996年）、《传统抽出—处理系统设计指南》（1997年）、《运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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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理系统的有效管理要素》（2002 年）等，美国能源局出台了

《抽出—处理关闭或转变的性能评估》（2015 年）。澳大利亚环境

污染评估与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出台了《抽出—处理修复的应用指

南》（2018 年）。为规范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工作程序，

我国出台了《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2019

年）。以上技术标准为本指南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和支撑。 

（二）国内外相关技术案例应用情况 

根据美国超级基金场地相关案例分析结果，美国 2541 个污染

场地地下水污染技术应用情况中，1982~1999 年抽出处理技术应用

比例高达 86%。近年来，抽出处理技术多应用于应急、修复前期

阶段及风险管控过程，或与其他技术联合应用，以达到修复或风

险管控目的。我国近年 27 个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工程案例显示，

采用抽出-处理技术或与其他技术联用的比例为 37%，主要用于污

染源削减、污染羽控制、污染羽修复等。 

（三）技术应用成本分析 

治理费用一般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包括

抽水井及监测井建设、抽出水处理设施建设、抽出—处理系统监

测、运行与维护等费用；间接费用包括工程环境监理、效果评估、

人员安全防护等费用。通常处于稳定运行阶段的抽出-处理系统运

行维护费用占比较高。据超级基金统计，88 个采用抽出处理技术

的污染场地年运行维护费用为 3 万至 400 万美元；据美国环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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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处理与渗透反应格栅修复技术典型案例成本分析》统计，

32 个采用抽出处理技术的案例年运行维护费用平均为 77 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