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稳定化污泥利用的人工有机碳土制备及

其在废弃矿山修复中应用

2018年中国城镇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  

杨长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 保定 2018年4月17日



一 背景介绍

二 污泥人工有机碳土的制备

三 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
目录 

CONTENTS

四 结论与展望



一、背景介绍
1.污泥现状

概述
2.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1.污泥现状分析
（1）污泥定义

污泥：指污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固态、半固态及液态

的废弃物，是污水处理厂的必然产物，含有大量的有机物、

丰富的氮磷等营养物、重金属以及致病菌和病原菌等，常

常伴有恶臭气体，且数量巨大，增长迅速，是丞待解决的

城市废弃物。

。

（2）污泥现状

到2017年为止，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数量达到4000座

左右，污水处理能力接近每天3亿吨，污水处理率达到

80%以上，剩余污泥产量达到5000万吨，而且每年还在急

剧增加。但目前70%的污泥没有进行很好的处理处置，造

成环境问题突出。

    



2.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目前，研究及应用最广泛的污泥处理技术包括脱水干化处理、好氧堆肥
处理和厌氧消化处理；污泥处置技术则包括土地利用、焚烧处理、建材利用、
填埋等。

污泥处理技术：
（1）脱水干化处理
    污泥脱水干化是指通过自然干化脱水和机械
脱水的方式降低污泥中水分，使污泥达到减量化
的目的，方便运输及进一步处理。
    
    最常用的为机械脱水，以过滤介质两面的压
力差作为推动力，使污泥中水分通过过滤介质，
形成滤液；而固体颗粒被截留在过滤介质上，形
成滤饼，从而达到脱水的目的。目前主要有带式
压滤脱水、离心脱水、板框压滤脱水机及螺旋压
榨式脱水等脱水方式。



2.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2）好氧堆肥处理

         污泥好氧堆肥通常是指高温好氧堆肥，

是通过好氧微生物的生物代谢作用，使污

泥中有机物转化成稳定的腐殖质的过程。

堆肥产物：

         因为堆肥污泥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菌群，且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可作为
有机肥进行土壤改良或者园林绿化。



2.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3）厌氧消化处理

         污泥厌氧消化厌氧消化是利用兼性菌
和厌氧菌进行厌氧生化反应，分解污泥中
有机物质的一种污泥处理工艺。

消化颗粒：

产生沼气能源，更适
合大型污水厂使用



2.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污泥处置技术：

         污泥处置技术包括土地利用、焚烧、卫生填埋和建材利用等。目前发展
研究和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土地利用这一方向，其主要途径是园林与公路绿化、
林地、草坪、育苗基质和生态修复与植被恢复等。

         

         以下是处理后的污泥进一步的处置方式图：



环巢湖废弃矿山复绿与修复急需土壤基质进行基地改良

环巢湖矿山开采对巢湖水环境产生严重影

响，巢湖市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

青山绿水上的“疤瘌”。但破坏容易恢复

难，由于表层土壤剥蚀，想要在裸露的岩

石上恢复绿色植被，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

绿色植被生长的根基——土壤来源问题。



城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问题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巢湖湖流域随着城市环保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各地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问

题越来越紧迫。目前基本都没有严格有效的

污泥安全处置系统，绝大多数都是将污泥和

生活垃圾一起简单填埋堆放，给当地生态环

境带来了极不安全的隐患，后者成本较高，

工艺复杂。

•矿山废弃地表土剥蚀严重，有机质含量低，

恰好可以利用污泥中的有机物质和能够促进

植物生长的氮、磷、钾营养成分以及Ca、

Cu、Zn、Fe等其他微量元素。



一、稳定化污泥人工有机碳土的制备
1.基于膜覆盖的污泥高效堆肥技术

巢湖市岗岭污水处理厂污泥稳定化与资源化利

用示范工程，日处理5吨污泥（含水率80％），发

酵周期35天，采用三合一混合破碎+移动膜覆盖发

酵箱+立式翻堆技术，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

整套工艺设备主要由污泥收集存储系统、配料

混合系统、发酵系统、成品筛分出料系统、除臭系

统和控制系统等组成。生产工艺先进可靠、完整，

结构紧凑，操作简单，维修方便，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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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化污泥人工有机碳土的制备
2.基于矿山修复的污泥人工碳土的制备

u好氧发酵后的污泥中有机质、氮磷养分含量较多；重金属稳定化明显；

污泥经过高效好氧堆肥后，总体养分有所损失，特别是总氮下降35.6%。但是总养分含量仍然达

到10%以上。有机质含量为44%。另外，堆肥过程对污泥大厂菌具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u与沙质土壤混合后形成的人工土壤基质，其pH、盐度、粘粒组成以及保水、保肥等理化性质

得到显著改善，更加适合用作植物生长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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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化污泥人工有机碳土的制备
2.基于矿山修复的污泥人工碳土的制备

u同时，通过添加一定的环保型保水剂和粘合剂，以提高基质的持水和保水性能，同时也增强了

挂网喷播后人工土壤基质的附着效果和坡面的结构稳定性。

u将浸泡好的植物种子与发酵污泥和土壤制成的混配基质融合，将其喷播在固定的铁丝网上进行

喷基底和植生层。目前已申请专利。

u这种人工土壤基质特别是适合具有一定坡度的废弃矿山岩体的复绿和生态修复工程。



三、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u 由右图可以明显看出添加3种处理的污

泥后植物的鲜重均明显高于矿区土壤对照

组，且堆肥污泥对植物鲜重的促进作用强

于脱水处理和消化处理的污泥。

u综合上述的数据及分析知可添加一定比例

的三种污泥作为土壤改良剂，对裸露矿区进

行生态修复和覆绿。

u综合起来而言，堆肥污泥形成的人工基质

碳土对植物的积极作用更加有效。

1.矿区植被恢复情况



三、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1.矿区植被恢复情况

u 矿区植被修复方案实施后，通过设

定3个监测点位：上坡、中坡和下坡，

监测其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均比正常土

壤高。

u 经过一段时期的生长后，植被覆盖

率达到了80%以上，植物的生物量均比

较良好，且喷播的基质在植物根系的

生长和延伸的作用下稳固性良好，有

利于植物的持续繁殖和生长。



三、污泥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1.矿区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

基本理化指标的影响
u污泥人工基质碳土施用对废
弃矿区土壤有机质和氮、磷等
营养元素的含量；
u特别是增加了土壤中植物有
效养分的含量和比例，从而有
助于提高矿区土壤的肥力，这
对后续植物高效、高产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u同时，土壤中养分较为均衡，
C/N适中，从而有利于土壤中
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三、污泥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1.矿区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

u3年的持续监测结果研究表明，施用厌

氧消化污泥对调节和改善矿区土壤质地

和物理特性具有较好的效果；

u土壤pH趋于中性，特别施用厌氧消化

污泥后显著减少矿区土壤中总可溶性盐

含量，进而明显降低的土壤电导率；

u说明厌氧消化污泥施用对多年采矿造

成的次生盐渍化矿区土壤具有较好的改

良效果。



三、污泥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1.矿区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u稳定化污泥人工有机碳土施于矿区

土壤后明显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和土壤中关键酶的活性；

u而且随着施用年数增加，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和酶活性也稳步上升，并没

有出现过去原污泥施用造成后期微生

物活性下降的现象；

u这大大改善了土壤生化代谢过程以

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功能，有利于土

壤质量和土壤健康的持续改善。



三、污泥人工基质碳土用于废弃矿山复绿与生态修复效果

1.矿区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厌氧消化污泥施用后土壤重金属累积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厌氧消化污泥施用3年
后，供试苗圃土壤Cr、Cu、As、Ni 、Zn、Pb含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是其含量远低于国

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1级标准。但长期施用厌氧消化污泥对苗圃土壤中的重金属累积过程和环

境效应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四、结论与展望

u将经好氧堆肥后的污泥实现了无害化、稳定化过程，可作为土壤改良基质，

直接用于矿区植被恢复；

u不仅可以解决污泥的出路，还可以改善矿区土壤结构以及物理化学特征，

增加土壤的肥力；

u加快“寸毛难生”的废弃矿区贫瘠土壤腐殖质层的产生和熟化，加快植被

恢复和重建。

1. 结论



四、结论与展望

（1）污泥原料质量把关，严禁将重金属含量超标（园林绿

化泥质标准）用作矿山修复；

（2）施用之前污泥要进行稳定化处理，以降低污泥中重金

属的有效性，实现有机质腐质化过程，消除臭味，杀灭有害

病原菌。

（2）加强连续跟踪监测，可以采取生物墙阻隔技术，降低

地表径流冲刷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加强水土保持措施。

（3）筛选对重金属较好具有富集效果的园林植物，以逐步

消除污泥中少量重金属对环境的影响。

1. 展望



让污泥回归土地！



谢  谢！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