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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2021 年 3 月，天津环科立嘉环境修复科技有限公司与合作单位

依托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农药化工污染场地微波强化-化学氧

化协同修复技术与示范-2018YFC1802004）开发试制了一套原位微波

修复技术装备，并进行了一系列小试试验和中试示范，验证了该技术

装备的工程应用前景。为了规范和统一各单位利用原位微波技术修复

污染土壤的技术要求，2021 年 4 月，天津环科立嘉环境修复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国环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向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提交了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微波强化化学氧化》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

2021 年 7 月，本标准正式立项。 

2 必要性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统一各单位利用原位微波技术

修复污染土壤的技术要求和评价标准，解决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应用过

程中没有标准可依的状况，填补利用原位微波技术修复污染土壤的标

准空白，推动建立健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标准体系。 

2.1 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是我国完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参与单位开展土壤环境管

理工作的重要依据。2016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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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简称“土十条”），第二条提出“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

全法规标准体系。”明确要求“系统构建标准体系，健全土壤污染防治

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2018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颁布，第二十二条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土壤污

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水平，并按照土地用途，

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 

2.2 填补原位微波修复技术规范的空白 

2014 年 5 月，原国家环保部发布了《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

南》，对 17 种土壤修复技术和 6 种地下水修复技术进行了推介，污

染土壤热解吸技术和氧化还原技术作为相对成熟的技术均在其中。至

2019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异位热解吸技术修复污染土壤工程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2020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污染土壤

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原位热脱附（征求意见稿）》。目前尚未见其他

修复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颁布推广实施。 

根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热解吸技术加热方式包括

“高频电流、微波、过热空气、燃烧气”。但是，已发布“异位热解吸技

术规范”和“原位热脱附技术规范”涵盖了“高频电流、过热空气、燃烧

气”，仍然缺乏对“微波”加热方式的任何技术性指导内容。 

2.3 微波法修复技术的发展需求 

污染土壤微波热强化修复技术的发展亟需统一规范和标准。作为

土壤修复领域一种新兴热处理技术，微波以其独特的加热机理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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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的加热效果越来越受到污染土壤修复领域的关注。与常规热脱附

相比，微波加热技术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加热速度快，伴随电磁

波向材料内部穿透，物质升温非常迅速；（2）加热均匀，在微波有效

影响范围内，材料内部与表面同时吸收微波能量，实现材料内外均匀

加热；（3）适用范围广，常规频率的微波对具有介电特性的土壤和

物料都可以快速加热；（4）在一定含水条件下，水分的存在不再是

能源消耗主体，而是微波加热有利条件之一；（5）微波加热能源消

耗过程没有二次污染产生。此外，据相关研究报道，微波对物质不仅

具有热作用，还存在“非热效应”，即在微波作用下，反应体系温度在

远低于常规加热温度时，与常规加热具有相同的去除率，适应于挥发

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农药等多种土壤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 

目前国内外针对微波法修复污染土壤已经开展了诸多研究，部分

研究工作已经进入示范阶段，工程量也初具规模。但是基于微波热强

化修复技术的相关标准规范尚未见有报道，基于微波热强化技术没有

相关技术规范对该技术进行宣贯和引导，不利于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和应用。 

3 标准制定原则 

（1）以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为根据，

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制订过程和技术内容应公开、公平、公正。 

（3）以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依据，内容科学、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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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行，具有可实施性。 

（4）有利于形成完整、协调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有利于保护

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4 工作过程 

4.1 成立编制组 

2021 年 3 月，天津环科立嘉环境修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市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石化第五建

设有限公司和国环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成立标准

编制小组，确定参编单位及成员名单。 

4.2 项目立项 

2021 年 3 月，完成项目立项申请书、申报说明、《污染土壤修复

技术规范 微波强化化学氧化》初稿。 

2021 年 4 月，通过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持召开的项目立项专

家评审会。 

2021 年 7 月，完成立项公示，项目正式立项。 

4.3 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4 月，完成《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微波强化化学氧化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的初稿。 

2022 年 5 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持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专

家咨询会，标准名称改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原位微波法》。 

2022 年 6 月，编制组依据征求意见稿专家咨询会意见，修改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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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原位微波法（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公开征

求意见。 

5 国内外相关研究 

5.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6 年）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8）《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9）《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HJ 

25.5-2018） 

（10）《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

2019） 

（1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2）《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2014 年） 

（13）《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第一批）》（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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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和应用调研 

5.2.1 微波修复技术研究进展 

随着微波技术的发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国内外学者开

始投入到利用微波技术去除土壤污染物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大部分虽

然处于实验室阶段，但结果表明，微波技术在污染土壤修复领域有着

令人瞩目的效果。通常情况下微波技术需要与其他技术共同作用于土

壤中污染物的去除，如蒸汽抽提（SVE）、高级氧化等。 

这主要是因为与传统的加热方式相比，微波加热实现快速加热，

并展现出多种优势，例如，操作简单、具有非热效应等。而另一方面，

高级氧化技术常用的过硫酸盐（E0=2.01 V）具有较好的水溶性（550 

g L-1，20 ℃），同时比 Fenton 试剂中的 H2O2稳定，可以在土壤中传

输更长距离，将微波与过硫酸盐两者结合，可以产生大量强氧化性活

性物质用于污染物的降解。 

例如，Abramovith 等（1998-1999）将含有不同浓度、不同种类的

多氯联苯、氯代芳烃和添加剂污染土样密封装于由陶瓷制成的容器内，

并置于微波设备内加热，经过 5 min ~ 25 min 的加热后多氯联苯分解

率达到 71 % ~ 100 %。 

Price 等（1999）利用微波能协同 SVE 技术进行了去除土壤中 PCE

的试验研究，结果发现微波能使土壤中 PCE 去除率提高了 8 倍。 

美国 XDD 环境公司联合创始人 Marley 先生（1999）通过微波能

研究了提高土壤温度对土壤中微生物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将土壤

温度提高到 15 °C 到 35 °C 可以显著提高阿拉斯加温赖特堡石油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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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土壤的生物降解率。 

Huang 等（2011）利用微波活化过硫酸盐结合 MnO2技术对多氯

联苯污染土壤进行修复，结果表明，随着 MnO2用量和微波功率的提

升，土壤中多氯联苯的去除率可达 95 %以上。 

戴博文等（2014）采用微波催化氧化修复技术处理常州某农药厂

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和南通某化工厂有机氯污染场地土壤，考察不同

参数条件下实验装置对污染土壤的处理效能。结果表明，在微波功率

18 kW、微波辐射时间 20 min、土壤处理量 400 kg/h、土壤含水率 15 %、

活性炭添加量 0.03kg/kg 的最佳条件下，实验装置运行稳定，有机氯

农药污染土壤中氯丹去除率可达 70 %左右；有机氯污染土壤中邻二

氯苯、石油烃总量、1，2-二氯乙烷、苯酚去除率分别可达到 99.98 %、

91.29 %、98.52 %、74.74 %。 

Peng 等（2016）研究了微波活化过硫酸盐对土壤吸附态菲的氧化

效果，并指出土壤团聚体对低水溶性有机物的强螯合作用是土壤中有

机物氧化的主要障碍。试验结果表明，在微波功率 150 W，微波温度

80 ℃，过硫酸钠浓度 50 g/L，土水比为 1:5 的条件下，土壤中菲的去

除率可达 99.5 %。 

吴吉远等（2016）考察了过硫酸铵(APS)及微波辅助 APS 等因素

对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铜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的影响。结

果发现，土壤中 DEHP 的去除主要由微波辐射的热效应和 APS 氧化

共同作用，微波辅助 APS 条件下，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去除率明显高

于二者单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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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友平等（2017）研究了微波法联合高级氧化对土壤中邻苯二甲

酸二丁甲酯（DBP）的去除效果。结果表明，微波法联合高级氧化降

解有机污染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过碳酸钠（SPC）投料比、含水率、

反应温度和微波辐照时间，在 SPC/DBP（摩尔比）为 800，含水率为

80 %，反应温度为 80 ℃的最佳反应条件下处理初始质量浓度为 21.7 

mgkg-1的 DBP40min 后，DBP 的去除率达到 85.14 %；土壤的初始 pH

对 DBP 去除率影响不显著，MW/SPC 体系中主要活性物种是 HO·；

DBP 去除途径主要是氧化降解。 

5.2.2 微波修复技术设备开发及应用 

随着污染土壤微波修复实验室研究的开展，一些研究机构和公司

开始了尝试更大规模的修复试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以下简称 IIT）

于 1993 年开发了一种将电极阵列置于土壤中的微波设备，凯技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 KAI）于 1994 年推出了一种置于垂直钻孔中的微波

探头设备。此后国外更大规模的污染土壤微波修复示范多以这两种设

备为基础开展。 

美国空军阿姆斯特朗实验室（1995）分别采用 IIT 和 KAI 研制的

原位微波设备对位于德克萨斯州凯利空军基地的石油烃污染土壤进

行修复示范。两种设备与 SVE 联用都能有效提高污染土壤中的石油

烃的去除率。 

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大学 Bowders 教授（1997）采用原位微波设备

在一处消防训练区进行了土壤中石油烃污染去除示范。截止报道时，

设备已运行 77 天，距离中心 2 m 范围内温度升至 100 ℃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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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去除了 81 %的石油烃污染。 

Price 等（1999）利用微波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加油

站，设备运行三周使设备中心附近土壤温度从 8 °C 升高到 100 °C，

距离中心约 1.5 m 外升至 40 °C。 

Huon 等（2012）在英国曼斯顿附近某加油站场地应用原位微波

加热和蒸汽抽提技术进行了修复示范，将约 480 立方米的污染土壤加

热至平均 50 ℃，极大提高了土壤中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和矿物

油等污染物的去除率。与传统 SVE 法相比，修复时间减少了 80 %以

上，同时能耗与传统加热技术相当甚至更低。 

Holzer（2013）利用原位微波设备在德国莱比锡一处石油烃污染

场地进行了修复示范，最终将 300立方米的污染土壤加热至平均 50 ℃，

共计去除污染土壤中 1.4 吨的碳氢化合物。 

杨伟等（2015）在华北一处农药污染场地采用原位微波技术进行

为期两个月的土壤修复中试试验，结果浅层土壤中 94 %的有机污染

物被去除。 

以上微波修复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以原位微波设备为基础开展的，

2020 年首钢环境公司开发了一套“微波修复有机类污染土壤新技术及

装备”，并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该设备属于异位修复设备。鉴定表

明该技术装备充分发挥了“微波选择性加热”“穿透性加热”的优势，解

决了传统工艺“能耗较高、烟气量大、设备规模大”等不足；在投资规

模、处理成本、环保效益等方面，表现出较大优势。依托微波修复有

机类污染土壤新技术及装备，首钢环境公司成功投建的年产 1 万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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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修复生产线，高效顺稳运行至今，已累计修复有机类污染土壤 1.3

万方，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认可。 

5.3 国内外相关标准和专利 

编制组通过调研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未发现有机污染土壤修复

领域相同构型微波设备的相关标准和专利报道。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节规定了有机污染土壤原位微波修复技术的适用性、工艺设计、

安装与运行、二次污染防治与劳动保护、效果评估等技术要求。可作

为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原位微波修复治理工艺设计、修复施工的参考依

据。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节列出了规范条文中出现的标准。 

6.3 术语和定义 

本节规定了标准中涉及到的有关术语及定义，包括原位微波法、吸

波材料、预处理、激励源、辐射管、电磁匹配、驻波比 7 个术语的定义，

均是结合该技术应用场景对相关材料和过程的阐述。 

6.4 技术适用性 

本节对原位微波法修复有机污染土壤中的污染物进行了适用性

限定，主要是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在常温常压下的沸点。因为该技术在



11 

有效影响范围内的温度一般在 50 ℃ ~ 200 ℃，结合土壤类型和污染

物浓度，配合氧化药剂可以有效去除土壤中沸点相对较低的有机物，

去除沸点超过 260 ℃的有机物尚有困难。下表列出了常见有机污染

物及其常压下沸点，以供参考。 

表 6-1 常见有机污染物及沸点 

污染物类型 污染物 CAS 号 沸点（常压）/℃ 

苯及苯的衍生物 

苯 71-43-2 80.1 

甲苯 108-88-3 110.6 

乙苯 100-41-4 136.2 

对二甲苯 106-42-3 138.4 

邻二甲苯 95-47-6 144.4 

苯乙烯 100-42-5 145.1 

苯甲醚 100-66-3 153.6 

苯甲醛 100-52-7 178.7 

苯酚 108-95-2 181.8 

苯胺 62-53-3 184.3 

氯代烃 

三氯甲烷 67-66-3 61.1 

1,1,1-三氯乙烷 71-55-6 74 

四氯化碳 56-23-5 76.5 

1,2-二氯乙烷 107-06-2 83.4 

三氯乙烯 79-01-6 87.2 

1,2-二氯丙烷 78-87-5 96.3 

1,1,2-三氯乙烷 79-00-5 113.7 

四氯乙烯 127-18-4 121.1 

氯苯 108-90-7 131.7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46.2 

1,2,3-三氯丙烷 96-18-4 156.8 

邻氯甲苯 95-49-8 159.5 

3-氯甲苯 108-41-8 161.6 

对氯甲苯 106-43-4 162.2 

1,3-二氯苯 541-73-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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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氯苯 106-46-7 174.1 

1,2-二氯苯 95-50-1 180.4 

芳香烃 

苯乙烯 100-42-5 145.1 

异丙基苯 98-82-8 152.4 

α-甲基苯乙烯 98-83-9 167 

农药 
敌敌畏 62-73-7 140 

阿特拉津 1912-24-9 200 

轻质油 ＜C12 / ＜217 

 

6.5 工艺设计 

6.5.1 系统构成与一般规定 

本节给出了典型工艺构成，明确了工艺主要包括供能系统、抽注

设备、监控系统、保温措施、废气处理系统。 

一般规定则对工艺设计进行了原则性要求，强调了总体设计应满

足 HJ25.4、HJ25.5 的规定，同时遵循绿色修复的理念，避免能源和资

源浪费。治理工程应综合考虑生产运输、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卫生

健康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现场布局和设计，在满足修复目标要求的前提

下，达到经济高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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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典型工艺系统构成图 

6.5.2 设计内容 

6.5.2.1 设计准备 

本节规定了该技术工艺设计前需要掌握的信息，包括场地污染特

征、水文地质、区域气象、能源设施等现场条件，以及修复过程中间

产物和必要的小试、中试试验参数。 

这些在设计之前需要掌握的信息将为该技术是否适用于该场地

提供依据，也为设计过程中关键参数的确定和系统优化提供基础。 

表 6-2 工艺系统构成 

序号 设施设备名称 构成 

1 供能系统 配电柜、辐射井、线缆等 

2 抽注设备 抽注井、注药泵、药剂箱、管道等 

3 监控系统 
控制柜、控制程序、数据库、终端平台、传感

器、信号线等 

4 保温措施 覆盖保温材料、防水处理等 

5 废气处理系统 
真空泵、冷凝和气液分离装置、废水收集处理

装置、废气处理装置、风机、排气管等 

辐射井

抽注井

污染土壤

注药泵

抽注设备

覆盖保温材料
防水处理

配电柜

保温措施

真空泵 冷凝 气液分离 吸附处理

引风机

尾气排放

废气处理系统

终端平台

控制柜

供能系统

传感器

控制程序

数据库

监控系统

废水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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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 修复模式 

本节规定了该技术可以选择的两种修复模式，明确了两种模式的

选择依据。其中原位模式下，要求污染土壤深度小于 5 m，且自然条

件下或降水施工后，土壤含水率保持在 25 %以下，这主要是考虑了

为了保持整个修复期间系统的电磁匹配性和设备安全。此外，在修复

工程中，5 m 以内的降水施工成本相对较低，该技术配合降水施工可

以达到应用条件，甚至在部分地下水埋深较深的地区，甚至可以不必

进行降水施工。而且考虑到设备造价，较深污染区域意味着需要更深

的微波辐射井建设，这将对激励源、辐射管等一系列设备的设计制造

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施工挑战。否则宜采用原地异位模式，此时土壤堆

体根据现场占地面积、辐射管设计长度等因素，宜采用半地下结构，

这将大大降低堆体上方施工难度。 

6.5.2.3 辐射井和抽注井布置方式 

本节对两种模式下辐射井和抽注井的布局给出了设计要求，规定

辐射井井间距一般为 1.0 m ~ 2.0 m 是基于前期试验和模拟结果确定

的。 

6.5.2.4 供能系统 

本节对该修复技术的能源使用方式、安全措施进行了明确，对辐

射井的建设结构、使用材料、设计参数进行了规定。 

（1）要求供能系统必须考虑修复过程中对微波辐射功率的调节，

供能系统总功率应该以最大功率进行设计。 

（2）一键断电供能充分保障了远距离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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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辐射管选择矩形主要是考虑到设备材料市场度高、加工方

便，总体成本相对较低。要求辐射管与微波激励源工作中心频率（f）

相匹配主要是基于微波传输理论，为保证尽可能的降低高次模影响，

减少能量损耗。 

（4）辐射管设计要求运行期间驻波比一般不大于 3.0，此时理论

辐射效率在 76 %以上，主要是根据理论计算和使用经验，在该设计

条件下可以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5）辐射管有效辐射区间输入功率不低于 0.5 kW/m，主要是为

了保证系统能够达到最低输出功率需求。 

（6）要求辐射管零部件采用耐高温耐腐蚀材质主要是考虑到需

要保证设备在该技术实际应用条件下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7）辐射管外根据情况选择颗粒状吸波材料，一方面是为了降

低电磁匹配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建设成本。 

6.5.2.5 抽注设备 

本节主要对抽注井的建设结构及参数、使用材料及规格、注药泵

和抽提泵需要达到的指标等进行了规定。相关参数主要源于试验结果

和现场经验，并借鉴了成熟的抽提工艺参数，其中抽提泵即废气处理

系统的真空泵，组成结构上置于废气处理系统主要是考虑到废气处理

装置一般集成了真空泵设备。采用多功能井头主要是考虑到节省布局

空间，以及修复过程中对注药系统需求的不确定性。 

6.5.2.6 监控系统 

本节对监控系统基本构成和功能进行了规定。要求监控系统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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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待修复区温度变化监测和控制激励源输入功率的功能，主要是因

为温度变化是本技术的重要监控数据之一，待修复区所有辐射井和抽

注井附近应至少设置一个温度传感器也是考虑到温度监控的全覆盖。

而激励源输入功率及独立运行控制则主要考虑了分布式运行的优势，

任意一个辐射井设备出现损坏不会影响整体系统的运行，且可以减少

人体置于辐射环境中的时间。 

6.5.2.7 保温措施 

本节对两种模式下需要采取的保温措施和保温材料的选择做出

了规定。要求保温材料最大使用温度不低于 80 ℃是考虑了该技术的

温度上限，保温层外做防水处理是为了预防下雨天气的影响。 

6.5.2.8 废气处理系统 

本节规定了废气处理系统构成，明确了工艺废气产生来源，对抽

提抽提收集到地面的废气处理工艺设计、设施设备选用进行了总体规

定。规定废气一般选择已有设施或撬装式设备进行处理，主要是为了

降低工艺成本，减少修复周期。 

6.5.3 安装与运行 

6.5.3.1 土壤预处理 

本节对两种模式下的土壤预处理做出了规定。其中原位模式下规

定氧化剂的注入应配合降水施工控制土壤含水率，可以利用降水施工

过程中地下水的流动强化药剂的分布，同时控制待修复区的含水率。

异位模式下需要对大块土壤进行破碎，以除去土壤中大块砾石、砖块，

添加氧化剂，调节含水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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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2 辐射井和抽注井建设 

本节对辐射井和抽注井的建设结构做出了规定。辐射管和抽提管

上端露出表面阻隔层的长度不低于 0.5 m，主要是考虑到系统施工需

要为保温层预留操作面。辐射井和抽注井建设的同时要求同步安装温

度监控装置是考虑了优化施工顺序，降低施工成本，不需要后期建设

监测井。 

6.5.3.3 监控设备安装 

本节明确了监控设备的安装和监控内容。对利用网络矢量分析仪

测量微波辐射井驻波比的频次和条件做出了规定，要求网络矢量分析

仪应在关闭激励源的条件下进行测量主要是基于用电和电磁辐射安

全考虑。 

6.5.3.4 调试运行 

（1）刚开始运行需要调节微波辐射系统以最低功率运行主要是

考虑到对设备的保护，通常需要运行前对微波辐射井的驻波比进行设

计验证后才能开启设备。 

（2）给定抽提管道压力是为了确保抽提效果。 

（3）要求辐射井中心最高温度不超过 300 ℃是考虑到辐射井相

关零部件的长期最大耐受温度。抽提井中心温度最高不超过 80 ℃则

是考虑了保温材料的耐受温度和氧化剂使用条件。 

（4）建议运行期间在土壤修复区采样检测，主要是考虑到及时

掌握修复效果，为修复效果评估做准备。 

（5）先停止辐射系统电源，待辐射井中心温度降至 4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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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停止抽提设备运行一是考虑到更高的温度条件下土壤中污染物脱

附的可能性依然较大，二是过高温度下采样会造成检测结果偏离较大，

40 ℃以下采样检测结果更具有代表性。 

6.6 二次污染防治与劳动保护 

6.6.1 二次污染防治 

本节规定了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会产生的二次污染及其监测和

防治。二次污染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电磁辐射和噪声。其中

废气是最主要的二次污染，来源是抽提废气，污染物包括待修复目标

污染物、化学氧化中间产物等。而废水、固废、电磁辐射和噪声相对

有限，且抽出废水、废气及固废的处理处置技术相对较为成熟，对于

本工艺废气一般采用吸附法即可满足排放要求，如果吸附法无法满足

时可采用燃烧法进行处理。废水则主要来自于气液分离产生量一般较

少。 

规定每天对利用真空表、气体流量计分别对抽提系统负压状态、

气体流量进行测量，主要是为了确保系统运行正常。每月分别对废气

和废水进行采样检测，主要是为了确保废气、废水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固体废物考虑了修复全过程的收集处置，并规定应依据其管理属

性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进行管理。对于厂界噪声执行 GB 12348

相关要求。电磁辐射参照 GB 8702 相关规定，设备运行期间，一般要

求修复区安全边界外环境电磁辐射等效密度＜0.4 W/m2。设备设计中

已经充分考虑降低环境电磁辐射问题，如降低运行期平均驻波比，在

修复区设置安全边界，施工过程中严格限制抵近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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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劳动保护 

本节规定了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涉及的用电、材料、应急、二次

污染等对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和专业培训要求。 

6.7 效果评估 

本节规定了修复效果评估采样要求和标准。 

7 环境效益和经济分析 

本标准是各编制单位基于大量相关研究制定的团体标准，目前国

内外没有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可供参考，本标准填补了原位微波修复

技术规范的空白。随着对微波技术在污染土壤修复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大量相关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和工程应用经验将得以有效积累，这将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发展和应用。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各单位采用原位微波技术修复有机污

染土壤时涉及的工艺设计、设备制造、技术应用、运行管理等工作提

供参考，也为其他相关研究工作和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8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建议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继续积累相关经验，

为完善标准修订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