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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由广州珞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发

起，参与单位有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中交一航局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水电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5月 6日向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编制立项申请，

并于 2021年 5月 18日通过由协会组织的专家立项评审。

1.2 编制过程

（1）工作筹备

2021年 4月，编制工作组广泛收集河湖淤泥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政

策文件、学术文献，并对省内区域工程实践经验等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逐步明确了《导则》编制的工

作思路，并组织参与单位的技术骨干对《导则》编制的工作思路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由广州珞珈

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牵头，向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立项申请。

（2）团标立项

2021年 5月，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按规定召开《导则》的立项专家评审会，会上经过充分的

讨论，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立项，并认为《导则》的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倡导，依据充分、技术路线

正确，框架结构与现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相协调，《导则》的制定将为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提

供重要支撑。

（3）形成初稿

2021年 12月，编制工作组充分吸收已有政策文件、学术研究文献、区域实践经验材料的基础上，

形成了《导则》草稿，并召开了编制单位研讨会，对《导则》草稿的编制思路、结构框架、条文内容进

行了全面的讨论以及论证。

（4）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年 1月至 4月，编制工作组广泛听取团标编制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先后组织起草单位负责

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开展线上研讨会、线上意见征集，并对这些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吸收，

对《导则》初稿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由此形成《导则》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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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要性和意义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有关政策要求，近年来，全国各地均大力开展了水环境治理工作，并取得

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然而治水工作，依然是任重道远，距离“在青山绿水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目标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城市河湖的污染源控制及治理主要通过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及内源污染的削减

及控制作为主要手段，而受污底泥的清除是城市河湖内源污染的最主要手段。

目前，国内对受污淤泥的处理，有众多的成熟技术，已基本实现了淤泥的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

处理，且近年来各地也相继发布了针对河湖受污淤泥处理的技术规程及标准，对该领域的方案编制及施

工过程进行了规范化。然而，对于所形成的淤泥固化土如何进行处置，始终是困扰各地政府的难题，目

前的固化土处置方式仍然以简单的填埋为主。近年来，受政策引导，很多企业也开展了淤泥固化土再利

用的研究以及尝试，但缺乏相关的技术导则或标准规范对相关工作的开展进行指引和评价，使得该项工

作缺乏方向，也无据可依。

《导则》的编制立足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目的在于形成一部专门用于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

用的技术指引。如得以发布，将对河湖底泥处置工作的规划、设计以及实施提供有效的指引和规范，有

助于推动我省水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以及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并有助于完善我省相关标准体系，

为维持城市河湖生态健康状态提供保障，促进“无废城市”的建设。

3 基本原则、框架及主要内容

3.1 基本原则

本导致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规范性、协调性、统一性、适用性、科学性原则。

（1）规范性原则：导则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

定起草进行编制；

（2）协调性原则：导则在引用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过程中，注意相同或类似技术指标间的协调性。

（3）统一性原则：导则中规定的内容尽量与现行的有关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定相统一。

（4）适用性原则：导则的内容尽量满足广东省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的实际需要。

（5）科学性原则：导则的主要内容分类科学、层次严谨、结构合理。

3.2 框架及主要内容

《导则》规定了河湖淤泥固化土进行分类以及资源化利用途径的有关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规范性内容：



3

（1）基本规定：规定了开展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的基本原则，提倡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

应进行全过程管理，遵循经济、安全、环保、循环利用的原则，并提倡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并建立相

应的产品质量管控制度。

（2）泥质分类：规定了淤泥固化土的分类要求。对于淤泥固化土的再利用，其污染风险是首要的

制约因素，也是社会大众所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故对淤泥固化土提出污染物控制指标及限值要求，

其主要指标是普遍存在于河道淤泥当中的重金属污染，并考虑对人居环境以及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设

置对淤泥固化土重金属浸出浓度的限制。

（3）资源化利用要求：规定了淤泥固化土进行利用的物化指标要求。目前淤泥处理方多数以淤泥

的无害化为首要目标而忽略了进行再利用所需要的物化性能指标，使得淤泥固化土往往因为达不到再利

用的物化指标要求而无法进行利用，只能进行填埋处置。故结合资源化利用的要求，对淤泥固化土提出

作为工程回填土、绿化种植土以及建材原料用土时，应达到的物化指标。

（4）采样及检测分析要求：对淤泥固化土的采样送样以及检测方法提出建议性要求。目前淤泥固

化土的资源化利用往往作为项目的部分内容实施，且与常规工程项目不同，其采样送样人员应具有固废

处理领域的常规知识，且满足固废处理领域内的基本要求。结合《导则》涉及的检测项目，援引国家相

关检测标准予以规定。

4 导则制定及说明

4.1 标准使用范围

《导则》给出了广东省城市河湖淤泥经处理所形成的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的方法，适用于淤泥固

化土的利用分类，利用途径的确定以及应满足的相关技术要求。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编制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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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价指标的确定

5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对比及关联

5.1 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在土壤环境风险评价方面，目前国内河道底泥质量的评价主要借鉴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包括《土

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上述标准明确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中的污染

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以天然土壤作为风险评价对象。

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再利用方面，目前主要参照的标准是国家颁布了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

合填埋泥质》GB/T 2348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GB/T 24600、《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GB/T 25031等。

对于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方面，目前国内无现行的国标以及行标。

5.2 现行地标、团标标准

在省内，与河湖淤泥固化土相关的现行标准有《河道淤泥固化处置再利用泥质》（DB44/T 2190-2019）、

《河湖污泥处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范》（SZDB/Z 236—2017），均是以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

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 等污泥处置标准为基础，并引用其中限制指标，对后续实际利用的指引较

少涉及。另有团体标准《河湖淤泥处理处置技术导则》T/ CWEA 7 -2019，侧重于对淤泥处理过程的规

定，并对固化土泥质进行了分类。

5.3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的对比

《导则》与现行的国标、行标、地标以及团标的对比，最大的区别点有以下三点：

（1）《导则》重点在于满足污染管控条件下的资源化利用，专门针对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领域。

这是国内相关标准均没有深入涉及的环节。现行的地标以及团标等，均基于污泥处置的指标值，基于污

染物控制的原则下，较为简单的提出固化土可利用的类型。但没有针对利用环节对固化土的基本要求展

开。

（2）以《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以及省内河

湖淤泥特征为基础依据。因污泥与河湖淤泥的成分差异巨大，直接引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处置标准

作为河湖淤泥固化土的指标限值具有不适用性。相对污水处理厂污泥，河湖淤泥的污染类型较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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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较轻，对环境的危害性也与污泥不可比拟。与现行的标准相比，《导则》的适用性更为显著。

（3）《导则》考虑了固化土资源化利用，特别是作为绿化种植土以及工程回填土时，对周边的水

环境污染风险。借鉴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中对于水体功能的规定，来确定淤泥固化土重

金属浸出浓度限制指标。

5.4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联

《导则》重点在于河湖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针对的是目前国内尚无标准进行指引及规范的领域，

就其指引及规范的内容而言，是对目前国内现行标准的有益延伸及补充，对指导淤泥固化土资源化利用

工作的开展及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6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设计专利。

7 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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