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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京津冀及雄安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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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背景

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的水专项白洋淀项目唐河污水库及雄安新
区地下水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课题（课题编号 2018ZX07110005）
在项目主持单位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和项目执行负责人王洪杰教授的大
力支持下，立足于白洋淀入淀西侧唐河污水库集成了基于“高治-中控-低
防”策略的纳污坑塘分类分级治理与修复技术，识别唐河污水库外源和内源
污染因素，开展精准的问题诊断研究，解析唐河污水库污染源-底泥-地下水
的交互作用和交互机理；针对唐河污水库典型污染特征和生态类型，通过研
发适宜的污水库有机物与重金属复合污染底泥治理、地下水污染阻控等关键
技术，分区、分类、分级实施唐河污水库地下水污染防控工程和生态修复全过
程治理工程，提出雄安新区地下水污染防控与生态修复全过程管理方案，从
而为白洋淀流域近中远期水环境精细化治理与修复提供技术基础，并为雄安
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为唐河污水库精准诊断与靶向治理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均针对我国在地下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
术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划。京津冀及雄安新区
分布的纳污坑塘造成区域地下水污染，严重威胁到周
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引起了生态环境部高度关注，多
次进行现场调研。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以保护和修
复白洋淀生态功能为前提，但是白洋淀长期处于水量
少、水质差的状态，而且淀区内纳污坑塘较多，已严重
危害到白洋淀的水质安全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从而影
响到雄安新区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因此，亟待开展
雄安新区纳污坑塘的治理修复及地下水污染防控技
术研究。

目前，由于对雄安新区及唐河污水库库区周边地
下水污染现状不清，库区周边地表水-地下水交互作
用不明，同时由于缺少适用于高浓度重金属、有机物
污染底泥的处理处置、地下水污染防控和生态修复集
成，因而课题组结合“十一五”水专项先后开展的“白
洋淀草型富营养化和沼泽化逐级治理技术与工程示
范”“白洋淀流域污染负荷削减技术与工程示范”“白
洋淀流域生态需水保障及水生态系统综合调控技术
与集成示范”研究研发的关键技术与标志性成果以及

国内外技术集成研究成果，以雄安新区典型纳污坑塘
区域地下水污染特征和防控要求为导向，结合《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
和计划，拟突破京津冀及雄安新区典型纳污坑塘区域
地下水污染防控的共性关键技术，构建了针对京津冀
及雄安新区典型纳污坑塘的地下水污染防控技术方
案，为白洋淀的水质改善和生态恢复提供保障，为京
津冀及雄安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课题通过对雄安新区纳污坑塘“余水-底泥-土
壤-地下水”不同介质中“多要素”指标的同步系统监
测，识别主要的污染类型和污染特征；基于污染物与
微生物群落响应关系的分子诊断以及同位素溯源技
术，形成雄安新区纳污坑塘污染问题污染精准诊断方
法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地表水-地下水交互作用
模拟技术，研究典型污染物在污染源-底泥-地下水
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提出地表水-地下水交互作用下
水文地球化学关键过程和污染物环境行为与环境效
应，构建基于污染源-底泥-地下水交互作用的地下
水污染风险评估与污染防控技术体系。上述研究工
作的开展为唐河污水库精准诊断与靶向治理提供关
键技术支撑。

构建纳污坑塘评估与治理分类分级技术体系

面向区域纳污坑塘整治重大需求，
课题研发了地下水典型污染物防控关键
技术，建立“高治-中控-低防”的纳污坑
塘分类分级技术体系，为地下水区域风
险管控提供技术支撑。

课题组在项目主持单位中国雄安集
团有限公司和项目执行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王洪杰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以唐河
污水库为切入点，对雄安新区纳污坑塘
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评估，成套技术已
应用于唐河污水库及其周边地下水污染
问题的精细诊断。以唐河污水库为例，
构建了污水库周边土壤-地下水系统“多介
质-多要素”监测-检测体系，对土壤-地下
水中非生物（营养盐、无机元素和有机污染
物等）与生物（细菌、古菌等微生物）多要
素开展了系统的分析测试，获得了五大
类 371 种指标，合计 5 万余个监测数据，
弥补了现有监测信息不全、生物信息几
乎为空白的不足，为唐河污水库污染问
题的识别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基于构
建的风险防控指标体系，建立了适用于

唐河污水库风险防控的“分级-分时”指
标体系，优化后的风险防控多要素监测
指标从 300 余项减少至 100 项以内。基
于新型分子诊断技术体系，揭示了唐河
污水库周边地下水多要素组成特征及其
相互作用方式，实现了对污染问题的精
细化诊断。这一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唐
河污水库污染问题诊断，为唐河污水库
二期治理功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课题组采取纳污坑塘分类分级地下
水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和基于多要素的污
染问题精细诊断技术，对唐河污水库及
周边水土现状进行了科学评估。

京津冀地区典型纳污坑塘长期储存
污水，形成重污染底泥层，使得纳污坑塘
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同于普通工业或农业
场地。相比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的
影响范围更广、安全风险更大、治理控制
更难、资金投入更多、修复时间更长，而
人们对其现状的了解以及危害程度的认
识却相当薄弱。因此，急需建立多要素
监测体系和数值模拟平台，对雄安新区

地下水水质现状进行调查和模拟，为雄
安新区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提供重要的基
础性数据。明确不同区域的地下水污染
风险概率及污染风险程度是对地下水污
染风险评价的主要目的，同时也可以测
度地下水污染承载范围，因此，这一平台
是地下水调查与评价的有效工具，并且
可以为地下水质量评估及治理措施提供
决策支持。

针对纳污坑塘的特殊性，考虑底泥
层的持续污染问题，本课题耦合了包气
带 与 饱 水 带 数 值 模 拟 技 术 ，建 立 了 底
泥-包气带-饱和含水层数值模拟模型，
研发了纳污坑塘分类分级地下水污染风
险评估技术，解决了底泥对污染物的富
集与释放、污染物的穿透与截留过程难
以模拟的问题，实现了污染物在底泥-
包气带-饱和含水层中运移的全过程模
拟，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提供基础。

针对纳污坑塘污染时间长，污染物
种类多，污染范围广的特点，课题组开发
了高风险区水土共治的原位修复技术。

针对唐河污水库底泥
以粉质粘土为主，渗透系
数低，常规板框压滤脱水
难，且受到有机物与重金
属复合污染，本课题创新
开发了底泥的原位电动力
学 脱 水 和 重 金 属 修 复 技
术。重金属与带正电的水

分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向阴极移动。流入导水管的
电极，通过泵吸，将导水管内的水抽出，实现了污
泥脱水与重金属的协同去除，底泥的脱水效率提
升 1 倍，创新研发的塑料电极，代替传统的贵金
属，成本仅为传统电极的 1/20。为了克服塑料电
极电阻大、热损耗高的难点，开发了低压精准实时
程控电源系统，运行成本比传统电动力脱水技术
降低了 20%。

在严重污染区，设置 P&T 井群和地面
处理池，抽出的高砷水，用高效的铁改性生
物炭粉末和掺锰药剂联合处理后回灌，在污
染羽下游设置PRB，控制其进一步扩散；在低
浓度污染区，实施含水层渡铁技术，原位处
理污染的地下水。研发了聚合物包覆过硫
酸铵微胶囊，利用这种多孔纳米缓释材料用
于调控地下水的氧化还原环境，可显著改

善由于介质非均质导致的局部化学反应不充分和砷去除效率低
的问题，比传统药剂注入修复的除砷效率提高 70%。

针对纳污坑塘轻度污染土壤中典型
重金属污染物（As、Cd、Pb等）垂向溶移和
纵向迁移风险问题，课题创新提出了植
物-微生物-土壤重金属三维阻控技术，实
现了轻度污染土壤中 As、Cr、Cd等典型重
金属的生物有效性降低 30%以上，修复成
本比传统一阻控技术降低 20%以上。

以火山岩和聚醚多孔材料为基料，
经α纳米铁和生物炭表面纳米化涂层，制备了高效吸附重金属
的α纳米铁基三维生物炭阻控材料，其阻控 Cd 和 Pb 的效能比
芦苇生物炭提升 10 倍以上，安全再生利用率达到 100%，使重金
属轻度污染土壤交换水水质整体提升 1 个等级，突破了生物炭
长效阻控及安全再生利用关键技术瓶颈，解决了一维生物炭长
效阻控易失活及生态安全风险问题。

基于无生态风险、有观赏价值、可长效提取原则，筛查了典
型纳污坑塘中 76 种优势植物的重金属提取效能，经试验筛选出
黄菖蒲和黄秋英两种长效安全提取典型重金属的景观植物；基
于功能微生物相互作用机制，原创构建了植物根区重金属形态
转化功能微生物协同调控模型，使功能微生物的丰度提升 1 个
数量级，实现了生物炭三维阻控-功能微生物协同调控-植物长
效提取的安全修复。

针对高污染、复合型重金属污染底泥，采用含铁物质，黏土
矿物、碱性物质等按照一定比例复配制备复合稳定剂，通过响应
面设计，调控 pH、稳定时间、投加方式等参数，创新性实现了对
阳离子（Cu、Zn、Pb、Cd）及阴离子（As）复合重金属的同步高效
去除，为富砷复合重金属污染底泥提供了一种环境友好、高效可
靠、价廉易得的复合稳定剂修复技术。

采用超积累东南景天为修复材料，以超高浓度重金属复合
污染土壤为研究对象，东南景天对重金属的富集浓度呈现为
Zn > Cd > Cu > Pb > As，东南景天对 Cd、Zn具有超积累能力，
显著提高了超高浓度Cu和Pb胁迫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为
超高复合重金属污染土壤提供了一套廉价、生态、高效的植物-微生
物联合修复技术，对实际修复工程的应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针对纳污坑塘污水来源
复杂、污染变化趋势不明，现
有环境质量标 准 不 能 满 足
纳 污 坑 塘 风 险 管控的要求
等问题，课题提出了基于精
细诊断的纳污坑塘风险防控
技术。

传统指标体系仍停留在
污染程度的表观评价层面，

不能反映微生物驱动的污染物动态变化。本课题
将微生物-污染物响应纳入风险防治指标体系的
构建，可实现风险的精准识别，推动风险防控从外
因驱动向内因驱动的转变。

传统化学分子诊断难以识别污染来源、明确
污染趋势。针对纳污坑塘的存量污染，将化学分
子诊断与微生物分子诊断、同位素分子诊断相耦
合，推动污染问题的诊断从污染现状层面转向污
染来源与污染趋势的综合解析。

纳污坑塘来源复杂，现有质量标准的监测体
系不适用风险防控的要求。基于多要素-多介质
的监测-检测体系可有效解决现有监测指标不全
面、监测体系不健全、基础信息不匹配的问题，有
效弥补现有标准的不足。

应该说，课题采用纳污坑塘分类分级地下水
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和基于多要素的污染问题精细
诊断技术，科学地对典型纳污坑塘水土现状进行
了评估，有力支撑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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