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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苏省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要求、污染控制和风险防范、项目实

施与评估以及项目运行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50010-2010，2015版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4-2006，2016版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52-2016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88-201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600-2010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HJ2005-2010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CJJ/T54-2017 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CJJT54-1993 污水稳定塘设计规范

RISN-TG006-2009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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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缓冲区 Ecological Security Buffer Zone

生态空间中具有消纳、降解和净化环境污染，抵御、缓解和降低生态影响的过渡地带，包括具

有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稳定生态功能与碳中和等功能，主要包括生态净化型、生态涵养型、

生态修复型和生态防护型。

3.2

生态净化型项目 Ecological Purification Project

在城镇污水处理厂边缘，通过建设自然湿地或净化人工湿地等途径，对达标处理后的一级 A尾

水进行生态降解削减，进一步减轻氮、磷等污染物对河流湖泊水体的冲击。

3.3

城镇污水处理厂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lant

指对进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的城镇环保基础设施。

3.4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 Wetland

人工湿地是由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与沼泽地类似的地面，将污水投配到经人工建造的湿地上，

尾水沿一定方向流动的过程中，主要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

协同作用，对尾水进行生态降解削减，进一步减轻氮、磷等污染物对河流湖泊水体的冲击。按照水

的流态，可分为表面流、水平潜流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3.5

人工湿地单元 Constructed Wetland Unit

指由配水系统、集水系统、基质、防渗层及人工湿地植物组成的基本处理单元，通常人工湿地

由一个或多个单元组成。

3.6

表面流人工湿地 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

水在土壤/填料表面以上流动，从湿地进水端水平流向出水端，依靠根茎拦截、植物同化吸收以

及系统中微生物的降解等作用，使水得以净化的人工湿地。

3.7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Horizontal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

水在土壤/填料表面以下流动，从湿地池体一端进入，沿填料孔隙水平流向出水端，经填料表面

吸附阻截、植物同化吸收以及系统中微生物的降解等作用，使水得以净化的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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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Vertical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

水从湿地表面垂直流过填料从底部排出，或从湿地底部进入垂直流向填料表面并排出，经填料

表面吸附阻截、植物同化吸收以及系统中微生物的降解等作用，使水得以净化的人工湿地。

3.9

填料 Substrate

人工湿地植物与微生物提供生长环境并对污染物起过滤、阻截、吸收等作用的填充材料，如加

气混凝土、土壤、砂砾、沸石、石灰石、页岩、陶粒、塑料等。

3.10

孔隙率 Porosity

人工湿地填料层中，存在于填料间的孔隙体积占全部体积的百分比，%。

3.11

水力坡度 Hydraulic Slope

水在人工湿地内沿水流方向单位渗流路程长度上的水位下降值，%。

3.12

水力停留时间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在人工湿地内的平均停留时间，d。

3.13

表面水力负荷 Hydraulic Surface Loading

单位面积人工湿地单位时间内所能接纳的污水体积，m3/(m2·d)。

3.14

表面污染负荷 Pollutant Surface Loading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人工湿地去除或降解的污染物的质量，g/(m2·d)。

3.15

碳汇 Carbon Sink

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

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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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态净化型项目原则上不占用一般农田，并且符合地方岸线、水域和土地规划。

4.1.2 项目选址应以近期为主，远期扩建为原则，因地制宜利用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厂周围废旧河道、

池塘、沟谷、沼泽、湿地、荒地、盐碱地、滩涂等闲置土地。

4.1.3 生态净化型项目来水水质应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一级

A标准。

4.1.4 项目排放水域和水质根据受纳水体的要求，应符合GB8978中的准Ⅳ类水质要求(TN除外)。

4.1.5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组建专业运维管理团队进行项目管理，做好水生生态治理系统的管理与

维护，确保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的长期有效运行。

4.1.6 以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标，以绿色低碳为导向，项目设计与建设过程中优先采用节能低碳

技术装备和工艺，减少碳排放；优化修复区块生态系统结构，强化区块汇碳与生态降碳能力；通过

碳增汇和碳减排，充分发挥区域生态安全缓冲区碳中和功能。

4.2 建设规模

综合考虑服务内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厂尾水产生量、尾水去向和受难、纳水体水质要求、发展

规划以及变化趋势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的面积和处理能力。项目的建

设实施应坚持近期规模为主，远期可扩建规模为辅的原则，考虑建设的灵活性，可以预留建设用地。

4.3 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周期应在2年内。

4.4 建设内容

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应有充分的前期基础工作，根据服务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的理化性质、

排水去向、地势等因素合理选择生态净化技术。项目建设内容一般包括：一体化泵站、生态塘、表

流湿地、潜流湿地、多孔介质滤床、内部配水工程以及附属设施等。

4.4.1 湿地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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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工湿地工程建设中，应对人工湿地底部和侧壁范围进行渗透性测定，在底部和侧面进行防

渗处理。对于渗透系数小于10-8 m/s，且有厚度大于30 cm的土壤或致密岩层时，可不需采取其他防

渗措施。当原有土层渗透系数大于10-8 m/s时，应构建防渗层。

b) 防渗层设计采用塑料薄膜类防渗材料，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膜厚为(0.5~1.0) mm，保证

污水不泄漏，保护水环境的安全；同时，为保护HDPE膜，HDPE膜上再铺设土工布进行保护，土工

布规格一般为(600~800) g/m2，最终形成“一布一膜”的防渗措施。防渗膜铺设前，需清除一切尖角杂

物，再进行场地的平整与夯实。

c) 防渗层下方基础层应平整、压实、无裂缝、无松土，表面应无积水、石块、树根和尖锐杂物。

人工湿地开挖时应保持原土层，并于原土层上采取防渗措施。

d) 复合土工膜敷设时应由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焊接，采用热焊机焊接工序 焊接前用电吹风吹去

膜面上的砂子、泥土等脏物，保证膜面干净，在焊接部分的底下垫一条长木板，以便焊机在平整的

基面上行走，保证焊接质量，正式焊接前，根据施工气温进行试焊，确定行走速度和施焊温度。

e) 防渗施工结束后，应进行防渗透验收，质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

4.4.2 一体化泵站

a) 扬程应使尾水经过一次提升即可在系统内自流；实际情况高程满足重力自流条件可不建设。

b) 筒体参数须满足环向拉伸强度≥468 MPa，环向拉伸强力≥9780 kN/m，轴向拉伸强度≥85 MPa，

轴向拉伸强力≥1310 kN/m，巴克尔硬度≥51 HBA，耐碱性在24小时无异状，出厂前须进行100%防渗

漏试验，确保无泄漏；能保证土壤对于侧壁的压力不小于1.8倍的安全系数，筒体缠绕工艺为一次性

连续缠绕成型。

c) 潜水泵采用两用或者三用形式，缩短排水时间，降低单台水泵功率。

d) 与泵站配套的输水管需满足排水规范上对压力管道设计流速的要求。

e) 电控柜须获得国家户外3C强制认证。

4.4.3 生态塘

生态塘内设置立体型生态浮岛，上部种植水生植物，下部悬挂弹性填料，生态浮岛面积占水面

面积不少于20%；生态塘边坡比为1:3~1:5，有效水深为(1.2~2.5) m，单塘面积不宜大于4×104 m2，当

单塘面积大于0.8×104 m2时应设置导流墙，生态塘水中溶解氧应不小于4 mg/L，可采用机械曝气充氧，

沿坡依次种植绿陆生植物、亲水植物和挺水植物。

4.4.4 表面流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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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面流人工湿地处理单元的长宽比宜控制在3:1~5:1，长宽比>10:1时，需要计算死水曲线。

b) 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深宜控制在(0.3~1.0) m，需设置一定比例深水区，一般控制在30%以内，

深度为(2~3) m。

c) 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坡度宜小于0.5%。

d) 表面流人工湿地表面水力负荷宜为(0.01~0.1) m3/(m2·d)，CODCr表面污染负荷宜为(0.2~5)

g/(m2·d)，NH3~N表面污染负荷宜为(0.02~0.8) g/(m2·d)。

e) 当表面流人工湿地前端设置潜流人工湿地时，水力负荷可放宽至0.5 m3/(m2·d)

4.4.5 潜流湿地

a) 潜流人工湿地处理单元的长宽比宜控制在3:1以下。

b)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处理单元面积宜小于2000 m2，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处理单元面积宜小于1500

m2。

c) 潜流人工湿地水深宜控制在(0.4~1.6) m。

d)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坡度宜为0.5%~1.0%。

e) 潜流人工湿地的水力停留时间宜为(0.2~3) d。

f) 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水力负荷宜为(0.2~1) m3/(m2·d)，CODCr表面污染负荷宜为(0.5~10) g/(m2·d)，

NH3-N表面污染负荷宜为(0.1~3) g/(m2·d)，TN表面污染负荷宜为(1.5～5) g/(m2·d)，TP表面污染负荷

宜为(0.2~0.5) g/(m2·d)。

g) 潜流人工湿地可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单元构成，多个处理单元并联时，各单元面积应平均分布，

并保证配水均匀。

h) 基质的选择应根据基质的机械强度、比表面积、稳定性、孔隙率及表面粗糙度等因素确定。

基质选择应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并且所选基质应达到设计要求的粒径范围。对出水的氮、磷浓度

有较高要求时，提倡使用功能性基质，提高氮、磷处理效率。

i) 潜流人工湿地基质层的初始孔隙率宜控制在35%~40%，潜流人工湿地的基质厚度应大于植物

根系所能达到的最深处，保证湿地单元中植物的生长及必要的好氧条件。

j) 为保证潜流人工湿地布水、集水均匀，防止堵塞，湿地床体应分区、分层设计，各区、各层

应采用相应粒径的填料。

k) 潜流人工湿地底部应设置清淤装置。

4.4.6 多孔介质生态滤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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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孔混凝土预制块，预制砌块干式垒砌作为透水堰坝，在坝体之间填充大小不一的滤料，

滤料可选择陶粒、火山石和加气混凝土等材料。

4.4.7 沉水植物塘

岸坡以1:5~1:3的缓坡入水，构建生态护坡，由岸边至池底依次陆生草本、亲水植物、挺水植物

和沉水植物，完善生态链。沉水植物塘的深度宜为(2~3) m。

4.4.8 集配水系统

a) 人工湿地宜采用穿孔管、配（集）水管、配（集）水堰等装置来实现集配水的均匀。

b) 穿孔管的长度应与人工湿地单元的宽度基本一致，保证补水均匀。管孔密度均匀，管孔的尺

寸和间距取决于污水流量和进出水的水力条件，管孔间距不宜大于人工湿地单元宽度的10%。

c) 穿孔管周围应选用粒径大于穿孔管孔径的填料，并保证较大的孔隙率，一般不大于50%，以

防止穿孔管堵塞。

d) 冬季集、配水及进、出水管的设置应考虑防冻措施。

e) 人工湿地应设置放空阀或易于放空的设施。

f) 人工湿地可设置溢流堰、可调管道及闸阀等具有水位调节功能的设施，以有效控制人工湿地

水位。

g) 人工湿地进水、出水有较大跌落时，应设置消能、防冲刷设施；人工湿地总排放管进入地表

水体时，应采取防止地表水体高水位倒灌的措施。

4.4.9 湿地系统组合

生态净化型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生态塘+表流湿地+多孔介质滤床/潜流湿地+沉水塘”的

复合水质净化单元，湿地工艺可优化组合，生态湿地系统的综合水力负荷可提升至0.5 m3/(m2·d)。

4.4.10 人工湿地植物配置

通常选择植入具有性能好、成活率高、抗水性强、生长周期长、美观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挺水植

物如芦苇、水葱、芦竹、香蒲、茭草等。植物种植密度可根据植物种类与工程的要求调整，挺水植

物的种植密度宜为(9~36)株/m2，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均宜为(3~9)株/m2。水深1米以上的

地方放养浮水植物，放养面积不小于水面积的20%。

4.4.11 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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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态净化型项目出水口，应安装水质在线监测设备，污水处理厂（站）出水全部进入生态净

化型项目的可直接将污水处理厂（站）出口监测设备安装在人工湿地进水口。

b)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指标应包括水量、CODCr、NH3-N、总氮、总磷。

c)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可采用水下浸入式变送器方式，配电方式采用低压供电，无需专门

设置配电柜。

d) 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应符合HJ/T 353、HJ/T 354、HJ/T 355中的有关规定；所用监测仪器应

符合HJ/T 15、HJ/T 96、HJ/T 101、HJ/T 103、HJ/T 377中的有关规定。

e) 定期检查并校核在线监测设备，保证设备运行正常且监测数据有效。

f) 为保障生态净化型项目冬季运行效果，建议在深水区安装微气泡发生器，对水体进行高效率

的氧补偿，强化污染物处理和浮泥层降解。

4.5 标识

在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外的显著位置，采用立式固定或平面固定方式固定设置项目

公示牌。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类型、建设规模、服务范围、环境效益、运营单位、监督举

报途径”等文字信息，以及项目LOGO。

a) 尺寸：底板240 cm×160 cm。

b) 颜色与字体：公示牌底板背景颜色为绿色，文字颜色为白色，所有文字字体为黑体。

c) 材料：底板采用5 mm铝板。

5 污染控制和风险防范

5.1 污染控制

5.1.1 大气污染及其防治

大气污染来源包括净化工程施工中土方开挖、运输、土方露天堆放等过程产生的扬尘、颗粒物

和污染废气。其污染防治措施包括苫盖防尘网、道路洒水、载具清洗等。

5.1.2 水污染及其防治

水污染来源包括净化工程施工产生的一般生活废水、基坑积水、冲洗废水和地表径流污水（降

水）等。其污染防治措施包括设置导排沟控制污水流向、在废水可能产生和流经的区域采取防渗措

施（地面硬化和铺设防渗膜），集中对废水进行合理处置并监测等。

5.1.3 固废污染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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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来源包括净化工程施工残留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其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及时集中堆

置/苫盖/处理固体废物、在临时固废堆存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并密闭存放，统一收集、集中处置。对于

涉及危险废物的，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要求，委托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5.1.4 噪声污染及其防治

噪声污染来源包括净化工程现场的土方挖掘运输机械、设备等运转产生的噪声，应充分考虑可

能的噪声源及与环境敏感受体的距离，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如建设隔音墙、控制作业时间等。

5.2 风险防范

5.2.1 生态净化型项目失效、尾水未经处理排放或回用时的防范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生态净化型

项目进水来自污水处理厂尾水，在进水之前已经设置有超越管道，出现极端情况时，可以停止生态

净化型项目进水，将污水处理厂尾水超越排放，但也应在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下执行。

5.2.2 沉水植物塘溶解氧浓度偏低(<2 mg/L)，可以增加临时曝气机间歇性运行补充塘内（特别是晚

上）的氧气，防止水生动物缺氧。

5.2.3 严禁在湿地、苇塘和堆场邻近处放火烧荒；严禁携带火源进入湿地内；五级和五级以上大风

天，高火险天气，要“以风为令”，组织人员进行联防巡查。

5.2.4 保障生态净化型项目各种隔离措施的功能性，保障各种警示标志、警示牌、告示的完整和清

晰，防止安全事故。确保相关操作管理人员及进入生态净化型项目的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6 项目实施与评估

6.1 项目实施

6.1.1 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施工过程应符合国家及我省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6.1.2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设计文件组织施工，工程变更应在取得主管部门对设计变更的批复后进行。

6.1.3 施工单位应采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及安全技术措施。

6.1.4 施工单位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对施工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

6.1.5 验收后，设计或施工单位应向运行管理单位提供运行维护说明书。

6.2 项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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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完毕后应开展效果评估，通过第三方评估和专家评审方式，确认是否满

足生态安全缓冲区功能要求，是否达到工程设计要求和明显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目标。

6.2.2 生态净化型项目工程施工完毕后施工方应提交竣工报告，工程及环境监理提交监理报告。

7 运行管理

7.1 进度管理

7.1.1 项目开始阶段应对生态净化型项目周边环境充分调研，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立项后应

根据项目实施实际需要确定建设实施单位和辅助单位。

7.1.2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建立进度控制管理系统和管理团队，在总体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框架内，

参与工程建设的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能编制具有可实施性的进度计划，同时根据项目实施的阶段性和

动态变化对项目计划进行微调修改。

7.1.3 项目总承包施工单位应成立专门进度管理团队，总体协调和把控项目进度按预定计划执行，

定期召开进度汇报和管理会议，对影响项目进度的各因素进行提前分析和预判，做好进度预案，建

立项目进度保障措施，全面统筹协调各单位进度和项目总体进度关系，保障项目建设进度进展。

7.2 质量管理

7.2.1 建立全过程质量控制量，建设单位自身及第三方质量管理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应对照建设方案，

在实施各阶段对建设范围、工程量进行核验。

7.2.2 指定岗位责任制，由专人负责各项基础设施维护。

7.2.3 人工湿地地基应清除有机土壤及高粘土，回填坚实基础材料，保证地基稳定性。

7.2.4 潜流人工湿地周边护坡宜采用夯实的土建构建，坡度宜为4:1~2:1。在夯实过程中，应考虑土

壤的湿度，不得在阴雨天施工。

7.2.5 潜流人工湿地基质铺设过程中应从选料、洗料、堆放、撒料等四个方面加以控制。基质应进

行级配、清洁，保证填筑材料的含泥（砂）量和填料粉末含量小于设计要求值。

7.2.6 人工湿地围护结构采用混凝土结构、砖砌结构或土工布结构时，其施工均应满足GB50141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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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人工湿地植物宜从专门的水生植物基地采购，种植时应有专业人员指导。植物的最佳栽种时

间宜选择在植物地下繁殖体萌芽前。植物种植时池内应保持一定水深，可控制湿地水位，促使植物

根茎向下生长，确保植物成活。植物成活后，逐步进行水位调节，促进植物根系发育，使其驯化适

应处理水质。

7.2.8 施工过程中，应利用现有地形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充分利用工程区域内现有湿地植物，并选

用节能生态的设备材料，减少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扰动。

7.2.9 床体高程和底坡应满足设计要求，进行高程校核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埋地管道沟槽底部

应平整，管道周围宜填充砂或石粉等，不得使用建筑渣土和块石回填。

7.2.10 生态净化型项目进出水口管底标高、坡度和排放水体的正常水位标高应相互衔接，避免出现

倒坡、排水不畅、管内积水等情况。承插口管安装时应将插口顺水流方向，承口逆水流方向由下游

向上游依次安装。

7.3 安全管理

7.3.1 制定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防护设计，设立安全防护警示标志，对工程各项施工作业

建立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根据项目不同实施阶段的安全防范要求，定期开展施工安全防护培训和

管理会议。

7.3.2 建立专门施工作业安全防护部门进行安全监督管理，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保证各项安全

制度的贯彻执行，切实保证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和周边群众安全。

7.4 环境管理

7.4.1 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过程应建立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建设工程的实施应首先分析工程实施的

环境影响。对建设过程各个环节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和扬尘等环境影响，制定相关

的收集、处理和处置技术方案，制定二次污染防范措施。

7.4.2 项目建设过程应建立污染环境事件应急机制，加强二次污染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内容包括安

全问题识别、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突发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必须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和安全防护

培训等。

7.5 监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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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项目管理机构应每月委托资质单位对湿地进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指标主要包括流量、水

位、水温、DO、pH值、SS、BOD5、CODCr、NH3-N、硝酸盐、总磷等，并出示监测报告，备案。

7.5.2 沉积物、底泥、水生动植物等监测，在生态净化型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后开展。

7.5.3 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控设备，监测因子应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7.6 信息化管理

7.6.1 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应充分利用现代物联网技术，在出水口安装监控摄像设施，通过在线监

控、水质监测、智能曝气等技术，实施远程智能管控。

7.6.2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项目年度环境报告。

7.7 植物管理

7.7.1 应加强对植物生长的管理，补种缺苗和死苗，勤除杂草，清除枯枝落叶，定期收割植物，每

年初夏、深秋、冬季轮流对全部水生植物收割 1次，促使植株形成二次生长高峰。

7.7.2 及时控制病虫害。不宜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在春季或夏季，建立植物床的前三个月期间，

采用生态灭草法控制杂草。在杂草生长较为严重时，可采用人工拔草根除的方式除草。

7.7.3 通过水位变化、定时植物收割等保障沉水、漂浮、浮叶、挺水等不同生活型水生植物的生长。

对于分蘖能力较强的水生植物，应根据植株的密度及时分株，作为其他工程的种苗使用；对同一水

面栽植的各类植物，应定期疏除繁殖速度过快的种类，防止因植株密度过高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

浮叶植物叶片相互遮盖时，应适当疏除。

7.7.4 应考虑配置植物自动收割等装置。

7.7.5 防止外来入侵种造成的生态灾害，建设初期需定期移除入侵种。

7.7.6 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投放滤食性、寡食性动物，以及商品抑藻剂控制藻类。此外还可通过增

强水体流动性，控制藻类的生长。

7.7.7 收割的植物由维护看管单位统一运到垃圾发电厂或附近农家进行资源化利用，不得任意遗弃

在湿地及周边区域。

7.8 冬季管理

7.8.1 进入冬季后需要对挺水植物进行合理的收割，收割水面以上的植物枯败的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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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沉水植物不进行收割，让其自行繁衍。

7.8.3 冬季来临之前，潜流人工湿地植物应及时收割并覆盖在填料表面，起到防冻保温作用，表面

流人工湿地植物应及时收割，避免因植物干枯腐烂影响出水水质。

7.8.4 应对进、出水管（渠）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7.9 监督管理

7.9.1 建设单位作为人工湿地的管理单位，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管理模式对生态净

化型项目进行自行运行或委托第三方运营。

7.9.2 运营单位负责对湿地植物、布水管道、提升泵站、湿地填料等进行管理和维护，保持生态净

化型项目基本不断流、水面无漂浮垃圾，防止出现短流、堵塞等现象，保证水质净化效果显著的 湿

地植物密度不低于设计种植密度的80%，保障人工湿地的正常运行。

7.9.3 生态净化型项目应进行标桩定界，并设置工程运行监督牌、方向指示牌、提示警告牌等。

7.9.4 运营单位应加强生态净化型项目运营档案管理，制定岗位责任制，由专人负责生态净化型项

目各项基础设施维护和日常运营工作。

7.10 档案管理

生态安全缓冲区应建立健全资料保存的规章制度，参考《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GBT/50328-2001)相关要求，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管理、技术等文件，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等过

程资料、技术成果等要及时立卷归档，保证归档文件的完整、真实、准确。

7.11 碳中和管理

7.11.1 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应在公开渠道对外公示项目的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树种、

造林面积、造林/再造林计划、监测计划、碳汇量及其对应的时间段等信息。

7.11.2 用于抵消的碳汇量大于等于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产生的排放量

时，即界定为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净化型项目实现了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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