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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污泥是污水处理的副产物ꎬ是污水处理过程的延续和必然要求.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污泥产量接近 ２ ０００×

１０４ ｔ∕ａꎬ大量污泥没有得到妥善处置ꎬ严重制约着“ 长江水质根本好转” 目标的实现. 厌氧消化与好氧发酵是两种主流的污泥生物

处理技术ꎬ都已有广泛的应用案例ꎬ但是也存在运营不畅的现象. 为识别长江大保护中污泥生物处理项目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案ꎬ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的污泥产率及性质ꎬ梳理了污泥生物处理技术的发展及适用性. 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量约
占全国污泥产量的 ４０％ꎬ污泥产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有机质含量低于 ５５％ꎬｐＨ 为中性、总养分含量
超过 ５ ０％、重金属含量存在超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标准限值的风险ꎻ高级厌氧消化、协同厌氧消化和
高含固厌氧消化等技术的发展破解了由于长江经济带污泥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而导致的污泥厌氧消化稳定性低的问题ꎬ降低了
污泥厌氧消化工程的成本ꎻ污泥好氧发酵过程重金属钝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由于长江经济带污泥重金属含量过高
而导致的污泥发酵产物出路不畅的问题. 研究显示ꎬ污泥生物处理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但通过合适的规划ꎬ污泥生物处理
技术可与其他污泥处理处置技术高效耦合ꎬ具有广泛应用于长江大保护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的潜力.
关键词: 污泥ꎻ 长江大保护ꎻ 产业协同ꎻ 厌氧消化ꎻ 好氧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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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厂污泥( 简称“ 污泥” ) 是污水在生化和

物化过程中的副产物ꎬ富含有机质及营养元素ꎬ也可
能含有大量的病毒、虫卵、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１￣３] .

经妥善处理的污泥ꎬ其产物可作为土壤改良剂或有机
肥ꎻ未得到妥善处置的污泥ꎬ其中的污染物存在转移

延续和必然要求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我国污泥产量已突破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４ ｔ ( 以含水率 ８０％计) 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
污泥产量接近２ ０００ × １０ ４ ｔꎬ约占全国污泥总量的 ４０％

( 见图 １) . 长期以来污泥处理处置工作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ꎬ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处于较低水平ꎬ造成了较

. 大量污

大的环境风险. 因此ꎬ污泥处理处置短板已成为制约

泥没有得到妥善处置ꎬ将严重制约着三峡集团长江大

长江水质根本好转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之一ꎬ解决污

保护工作中“ 长江水质根本好转” 目标的实现. 污泥

泥处理处置问题是长江大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此

到自然环境的风险ꎬ从而造成二次污染

[４￣６]

含水率高ꎬ并且含有一定量易腐成分ꎬ其性质与餐厨
垃圾在生物处理上存在较好的互补性ꎬ具有协同处理
处置的潜力 [７￣９] .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外ꎬ«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要求在 ２０２０ 年
底前ꎬ沿江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在

９０％以上ꎬ 给 推 进 污 泥 处 理 处 置 工 作 提 出 了 新 的
要求 [１６] .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 健全资源节约集
约循环利用政策体系ꎬ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制度” ꎬ为污泥与餐厨垃圾的协同处理处置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

生物处理技术由来已久ꎬ厌氧消化和好氧发酵是
最主流的两种污泥生物处理技术. 生物处理技术可
以实现污泥的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与资源化ꎬ而且

图１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投资与运行成本相对较低ꎬ因此该技术已有广泛的工
程应用案例

[１０￣１３]

. 然而ꎬ现阶段我国的污泥生物处理

技术已相对成熟ꎬ但尚未形成全产业链的行业标准ꎬ
导 致 污 泥 处 理 项 目 运 行 不 畅ꎬ 甚 至 出 现 停 产 现

象 [１４￣１５] . 该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泥质情况ꎬ
梳理污泥生物处理技术的发展情况ꎬ研究污泥生物处
理技术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应用潜力ꎬ以期为解决
长江大保护中的污泥处理处置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１

１ １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现状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量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水体污染防治力度的

提高ꎬ我国城镇污水的产量大幅上升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量已达 ４９２ × １０ ８ ｍ ３ ꎬ污水处理率不
足 ９５％.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ꎬ我国仍将大力推动城镇
污水的收集与处理工作ꎬ污水处理量也会持续快速增
长 [１６] . 长江经济带集聚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４０％ 以

上ꎬ污水处理量也占全国污水总处理量的 ４０％ 以上ꎬ
未来长江流域的污水处理量也将持续提升.

污泥承接了污水中的污染物ꎬ是污水处理过程的

全国及长江经济带污泥产量变化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１ ２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率与性质
从全国范围看ꎬ我国污泥与发达国家污泥相比ꎬ

具有有机质含量低、微细砂和金属含量高、泥龄长等
特点 [１４] . 造成国内外泥质差异的主要原因有: ①我
国污水管网存在严重的“ 雨污混接” 现象ꎬ污水厂进
水 ＣＯＤ 浓度低ꎬ导致污泥泥龄长ꎻ ②我国城市基础
建设处于蓬勃发展时期ꎬ大量砂砾进入污水管网ꎬ导
致污泥中微细砂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低ꎻ ③我国工业
污水重金属处理系统不完善ꎬ部分工业污水混入城市
污水处理系统ꎬ导致重金属及其他金属含量过高 [１４] .
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ꎬ各省市之间污泥产率与性
质也呈 现 出 较 大 的 差 异. 根 据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２０１７ 年城乡统计年鉴» ꎬ２０１７ 年我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平均污泥产率为 ２ ２６ ｔ∕(１０ ４ ｍ ３ ) 〔 以 ＤＳ( 干
污泥) 计〕 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的污泥产率在 ０ ９８ ~

２ ７５ ｔ∕(１０ ４ ｍ ３ ) 区间浮动ꎬ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
市的污泥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图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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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ꎻ然而ꎬ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中有机质含量较低ꎬ
范围在 ３０％ ~ ５５％之间ꎬ并不适用于厌氧消化等国外
常见的污泥处理工艺. 由于缺乏对长江流域污泥产
量与泥质的科学估测ꎬ给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处理
处置项目的规划与设计带来了较大的困难ꎬ也造成了
已建成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运行不稳定的现象.
果

表 ２ 为我国污泥中重金属含量的抽样调查结

[１７￣１８]

. 由表 ２ 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中重金

属含量波动较大ꎬ长江中下游污泥中重金属含量高于
图２

长江上游. 长江上游污泥中除 Ａｓ 和 Ｃｕ 以外ꎬ其他重
金属含量均在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率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

标准» 限值以内ꎻ长江中下游污泥中除 Ｃｒ 和 Ｎｉ 外ꎬ其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表 １ 为长江经济带和全国污泥 ｐＨ、有机质及养

他重金属含量均超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值ꎬ污泥
产物农用时存在重金属含量超过标准限值的风险.

分含量抽样调研结果. 由表 １ 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

因此ꎬ选择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时ꎬ需充分评估污

Ｋ ２ Ｏ 含量之和) 超过 ５ ０％ꎬ具有较好的土地利用潜

综上ꎬ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率及有机质含量

市污泥 ｐＨ 均在中性区间内ꎬ总养分含量( ＴＮ、Ｐ ２ Ｏ ５ 、
表１

泥中重金属对其处置途径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污泥 ｐＨ、有机质及养分含量 [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ꎬ ｐ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ｎａ [１７]
ｐＨ

有机质含量∕％

６ ６ ~ ７ ３

１１ ２ ~ ６０ ４

项目

６ ６ ~ ７ ３

长江经济带
全国

表２

２９ ５ ~ ５５ ３

ＴＮ 含量∕％

Ｐ ２ Ｏ ５ 含量∕％

Ｋ ２ Ｏ 含量∕％

０ ８ ~ ５ ０

１ ４ ~ ８ ６

０ １ ~ ４ ３

２ １ ~ ４ ２

２ ６ ~ ４ ８

０ ３ ~ ０ ９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污泥重金属含量以及农用污泥产物重金属含量限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ｌｕ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ｓｅ

项目
长江上游
长江中下游
全国
标准值 １)

Ａｓ

１５ ４ ~ ３４ １
７ ４ ~ ８２ ９

０ ９ ~ １０８ ０
≤３０

Ｃｄ

１ ８ ~ ３ ０

１ ０ ~ ２３ ０

含量∕( ｍｇ∕ｋｇ)

Ｃｒ

Ｃｕ

１４４ ~ ３７２

０ ４ ~ ３９ ９
≤３

５６２ ~ ９１７

３３ ~ ２７８

１１３ ~ ９６９

１１ ~ ２ ７０７

５６ ~ ４ ８１４

≤５００

≤５００

注: １) 标准值参考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

Ｈｇ

Ｎｉ

１ ３ ~ １ ５

４２ ４ ~ ７８ ３

０ １ ~ １５ ８

１３ ０ ~ ６３９ ０

０ ８ ~ ４ ０
≤３

２０ ９ ~ ５３ ９
≤１００

Ｐｂ

５８ ６ ~ ７７ ３

４２ ５ ~ ２ ３６０ ０
２２ ~ ２ ３６０ ０
≤３００

Ｚｎ

４７１ ~ ６８４

３６３ ~ １３ １１２

数据来源
文献[１７]
文献[１７]

４２ ~ １３ １１２ 文献[１７￣１８]
≤１ ２００

普遍 低 于 全 国 水 平ꎬ ｐＨ 为 中 性、 总 养 分 含 量 超 过

有以下两点: ①我国的政策长期以来“ 重水轻泥” ꎬ对

值的风险.

污泥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且微细砂含量较高ꎬ直接采

５ ０％、重金属含量存在超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

２

２ １

污泥生物处理技术进展及适用性
污泥厌氧消化技术进展
厌氧消化是指在无氧条件下ꎬ由兼性菌和厌氧细

污泥的处理处置重视程度低ꎬ资金投入不足ꎻ ②我国
用国外成熟设备会出现厌氧消化转化率低、厌氧消化
设备运行不稳定的现状ꎻ ③缺乏系统规划ꎬ导致污泥
厌氧消化产物消纳途径不明朗. 对于长江经济带各

菌分解有机质并产生沼气的过程 [１９￣２０] . 厌氧消化技

省市而言ꎬ其污泥中有机质含量普遍低于 ５５％ꎬ污泥

ꎻ美国和日本大多数污水

“ 十一五” 以来ꎬ我国全面推进污水处理厂污泥

术是西班牙、英国、意大利、芬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最
主流的污泥处理技术

[２１￣２２]

厂也采用厌氧消化技术处理污泥

[１４]

. 我国污泥厌氧

消化率不足 ３％ꎬ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

[１４]

. 究其原因

厌氧消化工程运行的稳定性较差的情况尤为普遍.

处理处置政策和标准的编制ꎬ进而推动污泥厌氧消化
工程的落地ꎬ我国污泥厌氧消化技术因此得到了有效

１２４４

环

境

科

的发展ꎬ涌现出了一批新技术. 如针对厌氧消化过程
中的产气率与有机质降解率较低问题ꎬ开发了高级厌
氧消化技术ꎬ即通过高温热水解等预处理手段可实现
污泥破壁ꎬ降低难降解有机质含量ꎬ增加易降解有机
质含量ꎬ提升污泥厌氧消化效率

[２３￣２５]

ꎻ针对污泥来源

不稳定以及有机质含量较低问题ꎬ开发了污泥与其他
有机固体废物协同厌氧消化技术ꎬ提升共发酵基质中
易生物降解组分的含量、调节发酵底物的理化性质ꎬ
进而提升厌氧消化过程的产气率ꎬ并且产生规模效
应、降低综合投资成本

[９]

ꎻ针对厌氧消化工程投资运

营成本较高问题ꎬ开发了高含固厌氧消化技术( 含固
率≥１５％) ꎬ实现在高含固率情况下污泥厌氧消化设
备的正常运行ꎬ提升了单位体积反应器的污泥处理能
力ꎬ进而降低反应器体积和保温能耗 [２６￣２７] . 此外ꎬ随
着我国污水管网逐步修复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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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ꎬ通过使用无机调理剂及反混料部分替代有机调
理剂ꎬ减少对有机调理剂的依赖 [３４￣３５] ꎻ针对好氧发酵
产物土地利用时存在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污染的风
险ꎬ通过强化微生物活性、添加钝化材料、改变好氧发
酵过程的通风参数等方式ꎬ实现重金属钝化、强化有
机污染物降解ꎬ降低好氧发酵产物中重金属活性与有
机污染物含量 [３６￣３７] . 在好氧发酵装备制造上ꎬ智能化

的控制系统与一体化设备相继研发成功并落地使用ꎬ
采用新型好氧发酵设备既可以降低好氧发酵工程的
投资与人工成本ꎬ又可以精准调节好氧发酵过程中的
参数、提高好氧发酵效率ꎬ还可以在全密闭环境中处
理 污 泥、 减 少 臭 气 和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１５ꎬ３５] . 制约污泥好氧发酵技术推广的因素也相继
被破解ꎬ污泥好氧发酵技术也将迎来蓬勃的发展.

２ ３

污泥生物技术的适用范围

逐渐放缓ꎬ我国污泥泥质呈有机质含量上升、微细砂

缺乏对污泥产物消纳途径的规划是除技术条件

和金属含量降低、泥龄缩短的趋势. 由此可见ꎬ制约

限制以外导致现有污泥生物处理项目运行不畅的另

污泥厌氧消化项目推广的因素正在逐步被破解ꎬ污泥

一原因. 因此ꎬ在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的设计阶段ꎬ需

厌氧消化技术已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潜力.

充分调研该项目的污泥处理量、泥质、其他城市有机

２ ２

污泥好氧发酵技术进展

固体废物的协同处理处置潜力以及污泥处置途径ꎬ基

好氧发酵是指在好氧条件下ꎬ由好氧嗜热菌分解
有机质并形成腐殖质的过程

[２８￣２９]

. 现代好氧发酵技

于每一座城市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污泥具体出路ꎬ制定
相应的规划ꎬ优化各技术单元之间的衔接关系. 采用

术源自传统堆肥技术ꎬ广泛用于有机固体废物的处

污泥厌氧消化和好氧发酵技术处理污泥的基本前提

理ꎬ可实现有机质的高效降解与稳定化ꎬ其产物可用

有以下几个:

作有机肥或土壤改良剂

[３０￣３１]

. 与厌氧消化技术相比ꎬ

ａ) 污泥厌氧消化设备运行稳定性ꎬ其主要受到

好氧发酵技术投资成本、运营与维护难度相对较低ꎬ

污泥中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当污泥处理量较少时ꎬ采

在我国已有较多的工程实践案例. 在实际工程应用

用厌氧消化技术的成本相对较高. 针对污泥处理量

中ꎬ污泥好氧发酵技术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

三点: ①好氧发酵过程中臭气控制难度大、成本高ꎬ
缺乏廉价且可靠的臭气控制技术ꎻ ②好氧发酵需要
稳定的调理剂来源ꎬ而传统调理剂的供应受到季节与
地域的制约ꎻ ③污泥好氧发酵产品出路不畅ꎬ污泥产
品的土地利用缺乏规划且可能存在环境风险

[３２]

. 对

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而言ꎬ其污泥中重金属含量存在
超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值的情况ꎬ污泥发酵产品
的出路不畅问题尤为突出.

“ 十一五” 以来ꎬ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倾斜ꎬ越来

越多好氧发酵工程得以落地ꎬ好氧发酵工程的设计标

大于 １００ ｔ∕ｄ 的项目ꎬ如污泥有机质含量高于 ５０％ꎬ可
直接采用高级厌氧消化工艺处理污泥ꎻ如污泥有机质
含量低于 ５０％ꎬ若可通过与有机质含量较高的有机
固废( 如餐厨垃圾) 协同处理ꎬ使得发酵基质有机质
含量高于 ５０％ꎬ适合于采用协同( 高级) 厌氧消化技
术ꎬ若不具备协同厌氧消化条件ꎬ不建议采用厌氧消
化技术. 针对污泥处理量小于 １００ ｔ∕ｄ 的项目ꎬ若有足
够有机固废可供协同ꎬ即污泥与其他有机固废处理的
处理量之和大于 １００ ｔ∕ｄ 时ꎬ可采用协同( 高级) 厌氧
消化技术ꎬ否则不建议采用厌氧消化技术.

ｂ) 经厌氧消化后的污泥ꎬ可根据城市实际情况

. 在基础科研方面ꎬ针对污泥好

选取污泥产物的消纳途径. 针对污泥产物中重金属

臭气及温室气体的产生机制ꎬ通过提升易降解有机质

备土地利用条件ꎬ可采用好氧发酵技术对其进行稳定

准和规范趋于成熟

[１３]

氧发酵过程的臭气及温室气体大量释放问题ꎬ研究了
含量、添加调理剂等方式ꎬ减少好氧发酵过程臭气及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３３]

ꎻ针对好氧发酵过程有机调理

剂来源不稳定问题ꎬ研究了好氧发酵过程碳源的作用

含量不超过标准限值情形( 见表 ２) ꎬ若项目所在地具
化处理ꎬ其后进行土地利用ꎻ若项目所在地具备建材
利用条件ꎬ可直接进行建材利用或焚烧后进行建材利
用ꎻ若项目所在地不具备资源化条件ꎬ则需( 协同) 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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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ｂｉｎ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烧后进 行 填 埋 处 置. 针 对 污 泥 中 重 金 属 含 量 超 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值的情况ꎬ需( 协同) 焚烧后进
行填埋处置.

[３]

而且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养分含量较高( 见表 １) ꎬ

[４]

ｃ) 好氧发酵技术对污泥有机质含量要求较低ꎬ

然而ꎬ仅当污泥中重金属含量不超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值( 见表 ２) 且项目所在地具备足够的土地利
用潜力时ꎬ才适合采用好氧发酵技术处理污泥. 针对
污泥处理量大于 １００ ｔ∕ｄ 的项目ꎬ好氧发酵可作为污
使用的技术路线 [２０] ꎻ针对污泥处理量小于 １００ ｔ∕ｄ 的

[５]

项目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和推广潜力.

[６]

协同ꎬ污泥生物处理技术不仅可以实现污泥的资源

[７]

[８]

结论与建议

[９]

ａ)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泥产量约占全国污泥产

总养 分 含 量 超 过 ５ ０％ꎬ 重 金 属 含 量 存 在 超 过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 标准限值的风险.

质含量普遍较低而导致的污泥厌氧消化稳定性低的

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由于长江经济带污泥重金属含量
过高而导致的污泥发酵产物出路不畅问题.

ｄ) 污泥生物处理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通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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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８ꎬ２０(６):６３￣６９.

[１８]

研

ＤＵＡＮ Ｎｉｎａꎬ ＤＯＮＧ Ｂｉｎꎬ ＷＵ Ｂ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ｓｏｌｉ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２７]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ｐｅｎｇꎬＤＡＩ Ｘｉａｏｈｕꎬ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ꎬｅｔ ａｌ.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ｈｉｇｈ

[２８]

ＧＵＯ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ꎬ ＣＨＥＮ Ｔｏｎｇｂｉｎꎬ ＹＡＮＧ Ｊｕ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２９]

[３０]

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８８０.

[３１]

唐涛涛ꎬ李江ꎬ吴永贵ꎬ等.不同类型秸秆对污泥厌氧消化特性
及细菌 群 落 结 构 的 影 响 [ Ｊ] . 环 境 科 学 研 究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２ ( １１ ) :

１９３６￣１９４４.

ＴＡＮＧ ＴａｏｔａｏꎬＬＩ ＪｉａｎｇꎬＷＵ Ｙｏｎｇｇｕｉ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３２]

[３３]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２２]

ＫＥＬＥＳＳＩＤＩＳ Ａꎬ ＳＴＡＳＩＮＡＫＩＳ Ａ 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２ ( ６ ) : １１８６￣
[２３]

１１９５.

ＣＨＥＮ Ｓｉｓｉꎬ ＬＩ Ｎｉｎｇꎬ ＤＯＮＧ Ｂｉｎ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２４]

２０１８ꎬ３４２:１￣９.

[３５]

ＸＵＥ Ｙｏｎｇｇａｎｇꎬ ＬＩＵ Ｈｕａｊｉｅꎬ ＣＨＥＮ Ｓｉｓｉ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ｏｌｉ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５ꎬ２６４:

１７４￣１８０.

对污泥堆 肥 效 果 的 影 响 [ Ｊ] . 环 境 科 学 研 究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１ ( １ ) :

１３６￣１４２.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ＩＳ Ｍꎬ ＰＳＡＲＲＡＳ Ｋꎬ ＰＡＮＡＲＥＴＯＵ

Ｖ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ｗａｓｔｅ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Ｊ]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７３:８７￣１００.

ＭＥＮＧ Ｘｉｎｇｙａｏꎬ ＤＡＩ Ｊｉａｌ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ｔｅｄ ｂｉｏｇａｓ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ｔ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ｓ 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２１６:６２￣６９.

陈俊ꎬ陈同斌ꎬ高定ꎬ等.城市污泥好氧发酵处理技术现状与对
策[ Ｊ] .中国给水排水ꎬ２０１２(１１) :１１２￣１１５.

(１１) :１１２￣１１５.

ＳＡＮＴＯＳ ＣꎬＧＯＵＦＯ ＰꎬＦＯＮＳＥＣＡ Ｊ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ꎬ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８ꎬ１７１:５４８￣５５６.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ｋａｉꎬＺＨＥＮＧ ＧｕｏｄｉꎬＣＨＥＮ Ｔｏｎｇｂｉｎꎬ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ｌｕｍｉｎａ ｂａｌｌｓ ａｓ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 ｂｕｌｋ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２０１９ꎬ２１８:４２￣５１.

ＰＡＮ Ｔｉａｎｈａｏꎬ ＣＨＥＮ Ｔｏｎｇｂｉｎꎬ ＧＡＯ Ｄ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ｙ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ａｓ ｂｕｌｋ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 Ｊ ] .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３６]

２０１７ꎬ２５(１) :１￣１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ｋａｉꎬ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ｏｄｉꎬ ＣＨＥＮ Ｔｏｎｇｂｉ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３５:

ｓｌｕｄｇ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５ꎬ４５( ６) :

[２５]

[３４]

ＰＩＬＬＩ ＳꎬＹＡＮ ＳꎬＴＹＡＧＩ Ｒ Ｄ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６６９￣７０２.

严兴ꎬ侯毛宇ꎬ李碧清ꎬ等.微生物发酵菌和生物质炭及蘑菇渣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ｗａｔｅｒ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ꎬ２６５:１４６￣１５４.

ｓｌｕｄ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ꎬ ２０１２

曹秀芹ꎬ陈爱宁ꎬ甘一萍ꎬ等.污泥厌氧消化技术的研究与进展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０８ꎬ２６( Ｓ１) :２１５￣２１９.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ｗａｇｅ

２０１９ꎬ３２(１１) :１９３６￣１９４４.

ＣＡＯ ＸｉｕｑｉｎꎬＣＨＥＮ ＡｉｎｉｎｇꎬＧＡＮ Ｙｉｐ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ＨＥＮ Ｊｕｎꎬ ＣＨＥＮ Ｔｏｎｇｂｉｎꎬ ＧＡＯ Ｄ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 Ｊ] .环境工程ꎬ２００８ꎬ２６( Ｓ１) :２１５￣２１９.

ｉ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ｐｅｐｐ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ｏｎ ｓｌｕｄｇｅ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２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３１(１) :

李琦ꎬ席北斗ꎬ李东阳ꎬ等.腐殖酸含量对污泥厌氧发酵过程产

ｓｌｕｄｇｅ[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５) :８７５￣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ｉｎｏｃｕｌａｎｔꎬ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ｏｎ ｓｌｕｄｇｅ

２４５５￣２４６１.

ＬＩ ＱｉꎬＸＩ ＢｅｉｄｏｕꎬＬＩ Ｄｏｎｇｙ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ＹＡＮ Ｘｉｎｇꎬ ＨＯＵ Ｍａｏｙｕꎬ ＬＩ Ｂｉｑ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ꎬ２０１４ꎬ３４( １０) :

ＣＨ４ 效率的影响[ Ｊ] .环境科学研究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５) :８７５￣８８０.

２５８.

ＹＵ ＺｈｅｎꎬＴＡＮＧ ＪｉａꎬＬＩＡＯ Ｈａｎｐｅｎｇ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１３６￣１４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

[１９]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ｗａｔｅｒ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 Ｊ ]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估[ Ｄ] .上海:同济大学ꎬ２０１７.

特征及变化趋势[ Ｊ] .环境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４(１０) :２４５５￣２４６１.

ｓｔｕｄｙ[ 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４:１５０￣１５６.

ａｎｄ ｐ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５９: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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