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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中污泥处理的可持续性分析
李少方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邢台 054000）
摘 要 健康环保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人们的向往与追求，而城市污水是影响城市环保的重要部分，处理好城市
污水问题才能距离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更近一步。但污水处理必然会伴随着污泥的产生，污泥中含有不少有害物
质和成分，如果不及时处理必然会影响城市环境。因此，科学合理的处理污泥才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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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泥处理是污水处理中的重要部分，污泥本

污泥处理的可持续性。
4. 浪费资源的现象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水资源日益凸显出重要的位置。为了保证城市居
民和城市发展的用水需求，污水处理再利用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而城市污水的主要来源为生活和工业两方
面，城市居民的生活废水中杂质含量多而有害物质含
量少，工业废水中营养成分少而有害物质多，因而污
水处理工人在对污水进行处理时一般都是采用集中处
理的方式，没有有意识地将污水进行分类，这样对生
活废水中的那部分污泥来说，本可以处理之后再利用，
却因为集中处理方式浪费了很多资源。
5. 容易产生二次污染。城市污水中的污泥本身就
含有许多有害成分，在目前技术落后不成熟的情况下，
大部分对污泥随意处置的情况就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造成二次污染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由于污泥随意堆放，
污泥本身含有有害成分，如重金属、微生物、病原体
等会通过下雨渗入地下或者流进周边的河流中，这就
造成了二次污染；二是由于食物链的关系，有毒有害
成分通过食物链到达人体，严重危害人类的身心健康。
因此，产生二次污染是目前污泥处理的严重弊端。
6. 对污泥处理投入的成本少。由于污泥本身处理
成本相对于污水处理更高，污泥处理难度也比污水处
理难度更大，因而很多污水处理厂为了减轻工作量，
降低污水处理的总成本，就在污泥处理方面简单化，
采用随便堆放或者随便填埋的方式来减轻污泥处理的成
本，因而出现了污水处理厂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污水处
理过程中，却在污泥处理技术上投入少之又少的现象。
对污泥处理的资金投入力度小，污泥处理技术就得不到
发展，就越发陷入污泥处理效率低的恶性循环之中。

可以作为一种肥料资源，但是其中含有许多有害的化
学成分，既不能随意丢弃，也不能随便使用，因此如
何处理好污水留存下来的污泥是一个重难题。通过用
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污泥处理，用可持续发展的
手段来解决污泥处理问题，能够在降低污水处理成本
的同时高效利用可循环资源。

1 城市污水处理中污泥处理的现状及四项原则
1.1 现状
1. 污泥处理技术落后。现阶段污泥处理技术远远
落后于污水处理技术，因而导致污水处理工作人员在
进行污泥处置时相比于污水处理就困难得多，所以工
作人员在进行污水处理时往往忽视了污泥处理的重要
性。此外，由于技术的落后使污泥处理效率低，从而
增加了污泥处理的成本。污泥处理成本相对于污水处
理来说高出很多，因而加剧了污水处理工作人员对污
泥的忽视，有些污水处理厂甚至随意处置污泥，乱堆
乱埋乱放，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和卫生环境，
给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 污泥处理未成体系化。目前随着污水处理技术
的发展，污水处理慢慢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污水处
理的制度和体系也越来越完善和健全。但是污泥处理
却刚刚还在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的技术支撑，也没有
完善和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流程规划，因而这严重影响
污泥处理效率的提升以及污泥处理技术的发展。
3. 缺乏群众认同感。许多污泥经过处理后再重新
利用时缺乏群众的认同感，由于城市居民对污泥处理
后是否还有危害存在诸多质疑，因此对污泥处理再利
用抱有怀疑和否定态度，这对于污泥处理的可持续性

1.2 四项原则

发展是一个重大阻碍，群众认同感的缺失严重阻碍了

1. 稳定性。污泥处理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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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污泥所产生的二次污染的作用。污泥稳定性主要

污泥处理技术方法、污泥处理的项目评价等方面。

是指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后，使污泥能够保持稳

例如：一个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落后、污泥

定的状态，不会出现再次降解的情况。在污泥处理过

处理效果差、效率低，通过调查发现，该污水处理厂

程中，如果遵循稳定性原则，就能明显地减轻污泥处

没有完善的污泥处理体系，管理也松散混乱。因此，

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污水处理厂为了整顿目前这种局面，对目前的情况进

2. 无害性。污泥的无害性原则是污泥处理的本质

行整顿，不断完善健全处理厂的污泥处理体系，提升

原则。污泥处理的无害性原则是指通过消毒液和高温

污水处理技术，规范管理工作人员，这样就能使污水

等手段把污泥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者细菌真菌等

处理厂的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一一消灭，这样有毒有害物质和病毒就不能进一步地扩

3. 减轻资源浪费现象。通过制造有机肥、消化方法、

散，能够减轻污泥对环境和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的威胁。

生产沼气方法能够有效回收污泥进行二次利用，最大

3. 减量化。污泥处理的减量化原则是指通过污泥

程度地实现资源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节约资源，保护

处理技术，使污泥体积减小来降低污泥处理成本的原

环境的目的。

则方式。污泥的减量化原则对于污泥处理有两方面显

例如，通过将污泥集中收集，然后用于生产沼气，

而易见的变化：一是遵循减量化原则，可以使污泥体

生产出来的沼气可以用作居民日常的生活燃气，就能

积变化，从而达到节省空间的效果；二是通过污泥减

节省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

量化原则，可以降低污泥处理的成本，从而提高污泥
处理的经济效益。

4. 重视污泥处理技术的研发。污泥的高效处理、
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因此加大

4. 资源化。污泥处理的资源化是指通过对污泥进

对污泥处理技术的研发至关重要，不断提升污泥处理

行处理后，污泥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进行回收循环利

技术才能实现更高效、低成本、低污染、高利用的污

用，以减轻资源的浪费。这是污泥处理过程中最能直

泥处理可持续性发展。

接体现可持续性的原则，通过此原则有利于节约资源，

例如：某市为了争创文明城市，决定提高污水处

还能起到保护环境的良好效果。污泥处理资源化的直

理的效率和质量。某市政府调查发现，污水处理厂中

接途径无非就是充分利用处理后的污泥进行二次利用，

最难的还是污泥处理，为了这个难题，该市政府加大

如利用污泥制造有机肥、利用污泥建造沼气等，通过

资金投入争取提升污泥处理技术，通过一段时间努力，

污泥处理资源化原则，可以充分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1]。

2 城市污水处理中污泥处理的可持续性措施

污泥处理技术有了显著提升，也极大地促进了污泥处
理效率的提高，推动了该市环保工作的进展。

2.1 污泥处理可持续的战略措施

2.2 污泥处理可持续性的技术工艺

1. 加大对污泥处理技术的资金投入。污泥处理技

1. 填埋。污泥填埋是污泥处理最为简单传统的一

术的提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与投入，只有不断提高资

种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最大程度上

金的投入，污泥处理技术才能得到更为长远的发展。

降低污泥处理的成本，并且处理容量大、易操作，成

此外，污泥处理成本本就高于污水处理成本，只有提

效显著。但是污泥填埋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劣

高对污泥处理的重视程度，在污泥处理方面加大资金

势，污泥填埋占地面积大、填埋体不稳固易造成坍塌、

投入，才能真正做好污泥处理的可持续性发展。

易造成二次污染等。

例如，一个污水处理厂之前着重污水处理，对于

例如，当处理城市居民生活废水中的污泥时就可

污泥就采取填埋和焚烧的简单措施，之前在污水和污

以采取填埋措施，因为城市污泥大部分都来源于城市

泥处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为七比三，如今就应该加强对

居民的生活用水，因而生活废水中的污泥量大，且有

污泥处理的重视程度，对污泥处理采用更加可持续发

害物质少，采取填埋方式可以减少占地面积，节省成本，

展的策略，在污水和污泥的资金投入方面调整为五比

污染小 [2]。

五，这样才能推动污泥技术的提高。
2. 健全完善污泥处理技术体系。一个完善的制度

2. 焚烧。焚烧也是污泥处理最为常见的手段之一。
焚烧具有占据空间小、速度快、彻底消灭有毒有害物

体系对于一项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体系健全完

质等显著优势，但是通过污泥焚烧产生的气体难以控制，

善才能真正促进污泥处理技术的提高，完善的污泥处理

就很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的扩散，进一步造成空气

技术体系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启动、污泥处理流程的管理、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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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污水处理厂最近短时间内收集到了大
量的工业废水污泥，污泥占据了所有空间，没有多余

料。而单独堆放的城市污泥则与所添加的各类营养物与
化学添加剂产生反应，最终形成有机复合肥料 [3]。

空间进行堆放，此时就可以采用焚烧的方法来余出空

例如，以某市城市污泥土地利用实际情况为例。

间，彻底消灭有毒有害物质，不过在焚烧前仍需要先

某市现有农用土地面积总数为 110 万平方公里，没有

做好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减少污染。

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的荒地面积总数为 21 万平方公里，

3. 消化干燥。污泥通过厌氧消化技术可以实现污

占总体农用土地面积的 19%。而这类荒地未到充分开

泥处理的稳定性原则，厌氧消化后污泥的体积减小，

发问题的主要成因在于，土壤中所分布各类有机物质

成本降低，效果十分明显。但是通过污泥消化技术，

的含量过低，无法为所栽种绿化植物与农作物提供充

污泥中所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不能被彻底分解，这不

足生长养分。据相关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某市每年需

仅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且会对污泥的回收再利用产生

要 32-34 万吨有机肥料。而通过对城市污泥制肥以及

不利影响。另外，目前还可以利用太阳能对污泥进行

土地利用处置技术的应用，每年可向某市提供所需有

干燥处理，干燥处理有时候需要加入辅助热源，干燥

机肥料的 70%。

处理能够有效降解污泥中所含的有毒有害物质 。

7. 部分污泥处理技术对比。在当前我国城市污泥

例如，在处理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混合的污泥时

处置领域，不同技术之间的应用优缺点有所不同，需

就可以采用消化方法，通过厌氧消化去除有毒有害物

结合城市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情况、污泥处置需求加

质，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以选择。而各项污泥处置技术之间的处置成本与具体

4. 有机化肥。污泥就是一种肥料资源，不过因为

区别为：城市污泥干化焚烧以及建材利用的处置经济

污泥中含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作为肥料时会对农作

成本最高，普遍在 300-400 元 /m3，且对处理设备要求

物产生危害，进而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因此，如果

较高，需要全面配置烟气处理设备等。但这一技术具

想充分利用污泥这一肥料资源，首先必须去除污泥中

有污泥处置效率高、占地面积小、不受到外界环境与

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可以通过高温降解和微生物发

气候因素影响、适用范围广等应用优势；土地利用技

酵，能够有效去除污泥中包含的有毒有害物质，实现

术的处置经济成本适中（150-250 元 /m3），但极易受

污泥的回收二次利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

到外界因素影响、工艺流程繁琐、占地面积大；卫生

例如，一个污水处理厂通过高温降解和微生物发

填埋技术的处置经济成本最低（100-200 元 /m3），但

酵把污泥变成为肥沃的肥料，通过污泥的系列处理之

却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二次污染、且对所处置城市

后把肥料卖给需要的企业和商家，最后的收益又投入

污泥的含水量有较高要求，需要对部分含水量过高的

到污泥技术的提升上，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和发展的良

城市污泥提前开展脱水处理 [4]。

性循环。
5. 沼气。沼气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污泥
消化处理技术过程中可以通过厌氧反应产生沼气。这
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污泥占地空间的问题，还能
通过污泥再生产新能源，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节约了资
源，是一种典型的可持续发展技术。
例如，某市在处理污泥时就采取了集中收集污泥，

3 结语
综上所述，污泥处理对保护环境、建设环保人居
环境十分重要，通过对污泥可持续性的研究，有利于
提升污泥的再次利用率，减轻污泥对环境的危害、降
低污泥处理成本、提高污泥处理效率，从而打造美丽
健康的人居环境。

然后将污泥集中运到沼气池里，通过污泥生产沼气，
不但解决了污泥占地问题，还生产出更多能源供给居
民炒菜做饭，为节约资源做出了贡献。
6. 土地利用技术。处置方法是将所需处置的城市
污泥进行分类处理，例如将其分为单独堆肥（所需处
置城市污泥单独堆放）以及混合堆肥（城市污泥与适
当种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共同堆放，抑或是城市污泥与
动物粪便等加以混合堆放）两种。混合堆放的污泥在
长时间堆积过程中逐渐产生化学反应，最终形成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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