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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洲和美国的污染场地修复实践表明: 60% ～90%的被污染场地存在有机物污染问题，其中挥发与半挥发性有

机物( VOC/SVOC) 是常见的土壤污染物。针对 VOC/SVOC 污染场地，采用异位修复技术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但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实践中可能存在二次污染问题。主要介绍了土壤气提、土壤机械通风、热脱附、土壤淋洗、生物堆和

水泥窑协同处置 6 种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的原理，重点讨论了异位修复技术过程中共通的土壤挖掘、清运、堆放等

中间环节产生的以及不同技术自身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以期能够为中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 VOC/SVOC 污染场地修复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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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prac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 showed that organic pollutants were discovered in
60% ～90% contaminated sites，in which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VOC) and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SVOC)

were the common contaminants in soil． Ex-situ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conformed to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for VOC /
SVOC contaminated sites，but the secondary pollution wa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in remediation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this paper，the principles of soil vapor extraction，mechanical soil aeration，thermal desorption，soil washing，biopiles and
cement kiln were introduced． The common secondary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situ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were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cluding excavation， removal， and stacking． Meanwhile， the secondary pollu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in repair process were also discussed，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methods were provided． This paper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remediation of VOC /SVOC-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aminated sites; ex-situ remediation; secondary
pollution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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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退二进

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中城市的农药、化工等工业

企业关停或搬离市区，遗留了大量污染场地［1］。挥

发与半挥发性有机物( VOC /SVOC) 是污染场地中常

见、高风险的污染物［2］，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平衡带来

严重影响。由于 VOC /SVOC 污染物的高挥发性和高

生物毒性，且在土壤中长期高浓度聚集，在修复过程

中，一旦土壤被挖掘和扰动，极易产生诸多的环境风

险乃至事故［3-4］。2004 年北京地铁五号线宋家庄站

施工时就曾经发生过农药类 SVOC 熏倒工人的事件;

2016 年国内某市化工污染场地修复过程中氯苯、四

氯化碳等严重超标，致使众人出现皮炎、血液指标异

常等情况。本文对国内外比较常见的 VOC /SVOC 污

染场地异位修复技术存在的二次污染及其防治措施

进行了探讨，并借鉴美国和欧洲污染场地的工程修复

经验，期望能够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场地

异位修复技术产生的二次污染防治提供参考和建议。
1 VOC/SVOC 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符合我国国情

美国超级基金统计了全美 2011 年 535 个修复场

地中可操作单元的土壤污染物。图 1 对污染物种类

及数量进行统计，发现 67% 的场地受到 VOC 污染，

59%的场地受 SVOC 污染，84%的场地同时受到不同

程度的 VOC 和 SVOC 复合污染［5］。据 Jelusic 的研

究，欧 洲 60% 的 场 地 污 染 由 有 机 物 引 起［6］。据

1982—2011 年美国超级基金对 1 266 个污染场地修

复采用的技术统计，有 666 个场地采用异位修复技

术，600 个场地采用原位修复技术，特别是污染严重

的场地多采用异位修复［5］。

图 1 2011 年美国超级基金场地污染物分类统计

( 操作单元总数: 535 个)

Fig． 1 Operable units in US Superfund 2011 classified by
contaminants group ( operable units count: 535)

从目前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现状来看，城市化进程

加速导致对土地迫切需求，要求污染场地的修复尽量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快速、高
效、简单的异位修复技术在我国近阶段污染场地修复

技术中占据主导地位［7］。但在异位修复技术实际工

程实践中，特别是针对 VOC /SVOC 污染场地，更多关

注污染物最终消除和控制的效果，而技术自身及其挖

掘、清运、堆放等中间环节存在的二次污染问题没有

得到重视，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8-9］。
2 VOC/SVOC 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共通的二次

污染及其防治

采用异位修复技术都将涉及污染土壤的挖掘、清
运、堆放等过程。VOC /SVOC 污染场地采用异位修

复技术具体实践中，污染土壤的无序挖掘、不封闭运

输、随意堆放等现象导致 VOC /SVOC 发生逸散和泄

漏，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亟需采取措施加以防治，

这是异位修复技术中共通的二次污染问题。
此类二次污染建议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进行防治:

一方面在管理上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选

择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污染土壤的挖掘和清运，同时

强化对施工人员的环境知识教育，加强施工人员的防护

措施等; 另一方面在挖掘过程中应控制挖掘范围，尽量

减少污染土壤暴露面积，避免在高温和强对流气候条件

下开展挖掘工作; 在清运过程中污染土壤要封闭完好，

避免污染物逸散; 污染土壤堆放时要覆盖有地膜，以防

止污染物外逸，同时避免土壤被雨淋湿等［2］，详见图 2。

a—采用高分子泡沫材料覆盖防止污染物扩散; b—修复后土壤表层覆

盖膜防雨; c—洒水车喷洒水珠防尘; d—水泥窑协同处置前

采用充气大棚堆放待处理土壤。
图 2 国内污染场地开挖转运和堆放土壤过程中防治污染的措施

Fig． 2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ca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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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OC/SVOC 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自身的二次

污染及其防治

异位修复技术除挖掘、清运堆放过程外，在具体

实践过程中技术自身也会产生二次污染。综合介绍

了几种常见的异位修复技术，阐述了修复技术本身可

能存在二次污染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详

见表 1 和图 3。

表 1 异位修复技术修复周期及成本

Table 1 The period and cost of ex-situ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修复技术 修复周期 修复成本

土壤气提 6 ～ 24 个月 40 ～ 150 美元 /m3

土壤机械通风 数天 ～ 数月 15 ～ 60 美元 /m3

热脱附 3 ～ 6 个月 350 ～ 700 美元 /m3

土壤淋洗 4 ～ 9 个月 200 ～ 400 美元 /m3

生物堆 数周 ～ 6 个月 130 ～ 260 美元 /m3

水泥窑协同处置 1 ～ 6 个月 800 ～ 1 000 元 /m3

a—土壤气提; b—土壤机械通风; c—热脱附; d—土壤淋洗; e—生物堆; f—水泥协同处置。

图 3 VOC /SVOC 污染土壤常用修复技术概化图和二次污染发生的主要环节

Fig． 3 Ｒemediation process of VOC /SVOC contaminated soil and the main parts of secondary pollution

3. 1 土壤气提( soil vapor extraction，SVE)

土壤气提［10-11］( SVE) 是处理 VOC /SVOC 污染场

地应用最广泛的工程修复技术。SVE 通过抽真空作

用萃取出污染物并加以处理，如图 3a 所示，由于异位

SVE 修复前需要对污染土壤进行预处理，土壤筛分过

程中对土壤造成扰动，导致污染气体发生流动，使得

部分 VOC /SVOC 可能向外扩散迁移; SVE 的实质是

采用物理方法将 VOC /SVOC 萃取出来，污染物并未

消除或破坏，萃取出的气体污染物容易发生逸散和泄

漏，产生二次污染。
针对逸散问题，建议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在污染

土壤筛分过程中对污染气体收集并处理，降低污染物

迁移的机率; 就尾气问题，应大力发展经济适用、绿色

安全 的 SVE 尾 气 净 化 技 术 和 实 用 高 效 的 配 套

设备［12］。
3. 2 土壤机械通风( mechanical soil aeration，MSA)

土壤机械通风［13-14］( MSA) 是一种高效经济型异

位修复技术。MSA 利用机械扰动作用将污染物从土

壤颗粒 间 分 离，通 过 气 体 交 换 达 到 修 复 目 的。如

图 3b所示: MSA 修复过程一般于临时密闭大棚内完

成，期间不断从土壤中挥发出污染气体，容易发生外

溢，威胁施工人员的健康和周边环境; MSA 也是通过

物理方法将 VOC /SVOC 从土壤中分离，分离出的气

态污染物逸散后易造成新的污染。
针对 MSA 修复过程中 VOC /SVOC 可能泄漏的

问题，建议在施工中采用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规范

671



第 4 期 马 妍，等: 挥发及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场地异位修复技术的二次污染及其防治

施工人员的操作，降低外溢风险; 加强对绿色安全的

尾气处 理 技 术 及 相 关 配 套 设 备 的 研 发，有 效 净 化

尾气。
3. 3 热脱附( thermal desorption)

热脱附［15-16］ ( thermal desorption ) 通过直接或间

接加热方式将土壤加热到 100 ～ 600 ℃，沸点在该范

围内的污染物被蒸发并从土壤中移除，收集蒸发的污

染物并用其他方法处理，达到修复目的。如图 3c 所

示，由于热脱附对处理土壤的粒径和含水量有严格要

求，一般需要对土壤进行预处理，可能使土壤中的

VOC /SVOC 泄漏，对环境造成影响; 该技术的目的是

将污染物转化为更易治理的形式，因此在尾气处理过

程中也容易外溢，造成二次污染。
为了避免此类二次污染，应对预处理阶段和废气

处理阶段涉及的部位进行重点防治，加强对预处理过

程中的气体防控，避免 VOC /SVOC 的逸散和泄漏，降

低二次污染的风险; 同时优化工艺过程并研发相关的

自动化配套气体净化装置，使废气达标排放，避免二

次污染。
3. 4 土壤淋洗( soil washing)

土壤淋洗( soil washing) 是先将土壤从污染区域

挖掘出来后进行预处理，再将土壤进行物理分离( 一

般采用水力分选) ，投入淋洗设备进行深度洗涤，洗

涤之后进入脱水系统，分离后的土壤视情况选择相应

处置技术，达到 清 除 土 壤 中 污 染 物 的 目 的［17］。如

图 3d所示，在土壤淋洗修复过程中，使用的淋洗剂易

残留于土壤中，对土壤环境生态系统造成难以估计的

潜在风险; 修复完成后，回收浓缩的污染物难以彻底

消除，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液，特别是 VOC /SVOC
容易再次进入环境系统，造成二次污染。

建议加强安全、高效、环保的淋洗剂研发，并重视

浓缩污染物和废气废液的高效回收和专门治理。
3. 5 生物堆( biopiles)

生物堆［18］( biopiles) 是目前处理有机污染物最

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该技术是通过对污染土壤的堆

积，然后对其曝气，加入矿物质、营养物质和水，促进

好氧微生物降解污染物，实现污染土壤的修复。如

图 3e所示，在运行生物堆过程中，VOC /SVOC 等气体

污染物会随着曝气等过程发生逸散，对周边环境产生

影响; 修复过程中好氧微生物降解污染物会产生渗滤

液，易渗入未污染土壤中造成二次污染。
针对修复过程中 VOC /SVOC 的蒸发及逸散，建

议在 生 物 堆 表 面 覆 盖 低 密 度 聚 乙 烯 (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LDPE) 膜，有效防止污染气体再次进入

环境中，同时防止生物堆被雨淋湿; 修复过程中的渗

滤液 问 题，通 常 覆 盖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HDPE) 膜降低渗滤液进入未污染土壤

的风险，并在生物堆周围安装专门管道进行收集。
3. 6 水泥窑协同处置( cement kiln)

水泥窑协同处置［19-20］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固体废

物处理技术。该技术利用水泥回转窑的高温，使污染

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机污染物，在生产水泥

熟料的同时，焚烧固化污染土壤，最终达到修复污染

土壤的目的。如图 3f 所示: 污染土壤经过预处理后

进入进料系统，在上料过程中污染物和粉尘极易挥发

扩散到空气中，造成二次污染; 水泥窑处理过程可能

发生不完全燃烧，排放出有毒有害燃烧产物。
针对进料过程中污染物逸散和扬尘问题，建议将

整个进料过程在密闭环境下进行; 就污染物不完全燃

烧的问题，建议研发窑体改造技术，安装必要的监测

系统，对水泥窑尾气和水泥熟料进行定期监测，保证

污染土 壤 处 理 的 效 果 和 生 产 安 全，降 低 二 次 污 染

风险。
综上所述，土壤异位修复技术将会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占据主导地位; 在修复过程中，应提高对产生二

次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措施加以防治，以期在

修复土壤的同时，把环境影响降到最低。表 1 就异位

修复技术的修复周期及成本做了简要总结［2，18，21］。
4 结 论

本研究首先对异位修复过程中共通的二次污染及

其防治( 如土壤挖掘、清运和堆放等环节) 进行探讨，其

次具体分析了土壤气提、土壤机械通风、热脱附、土壤

淋洗、生物堆和水泥窑协同处置 6 种污染土壤异位修

复技术自身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问题，并给出相应的

防治措施。二次污染不仅仅存在于修复过程中，也可

能存在于场地调查评估阶段，如采样会扰动土壤和地

下水，造成 VOC/SVOC 等污染物逸散产生危害风险，

这同样需要引起重视。鉴于 VOC/SVOC 污染场地修

复过程中二次污染控制的重要性，应着力研究相应的

防治措施，揭示污染物二次污染的迁移扩散规律，评估

修复全过程中可能对施工人员及周边居民健康产生的

潜在危害，为从源头、传播途径和受体三个环节进行防

护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最终建立一套完整的污

染场地修复风险管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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