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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处置的探究
王!燕

!临安市茗谷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浙江 临安!OIIO""#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愈加突出"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思想"做好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大规模清淤迅速开展"短时间内淤泥量大幅增加%

由于淤泥处置能力不足"需借地堆放"且部分淤泥存在污染"堆放隐患严重"因地制宜"科学处置是当前清污!淤#工

作的一大难题% 本文以浙江省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为例"分析淤泥处置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处

置方式"以便相关人士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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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为了贯彻落实,开放(协调(共享(创新(绿

色-的发展理念"积极实施,五水共治-工作"全面开展

河湖库塘清淤工作"掀起了清淤治污的高潮"希望合理

处理短时间清出的大量淤泥"进一步改善城乡面貌"实

现,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美景% 浙江省政府在 L"I#

年提出,决不把违章建筑(污泥浊水(脏乱差带入到全

面小康-"并全面实施河湖库塘清淤工作"在地方政府

考核中纳入清淤计划的完成情况"这些措施为清淤工

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实现良好的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

$&浙江省河湖库塘淤泥的分布和特性分析

淤泥主要是指在生物(化学(物理的作用下"各种

矿物混合物和有机质(泥沙(黏土沉积于水体底部而形

成的淤积物% 通常淤泥含有丰富的磷(氮(有机质等营

养物质"但其也是农药残留物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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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库"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物质将会作为二次污染源"

间接或直接影响水生生物和上覆水体"然后通过生物

富集的过程进入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省河湖库塘淤泥总量达

OK$" 亿=

O

"其中河网地区河湖库塘的淤泥总量则达

O 亿=

O

%!

由于浙江省河湖库塘淤泥的构成十分复杂"通过

对不同样本进行调查采集"检测分析淤泥的释放特性(

化学特性和物理特性% 其中淤泥的释放特性是检测底

泥是否需要清除的重要依据"也是淤泥对水体影响程

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淤泥的化学特性主要指标包括农

药残留物(总氮(有机质(重金属(总磷等"在样本调查

分析中发现!浙江省河湖库塘淤泥中的农药残留物

有机磷和有机氮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KIQ

-

2RF2和

"KMLJ

-

2RF2)总氮含量达 "K"IP T"KQJP"平均含量达

"K"NP)有机质含量保持在 " TILKL"P的范围内"平均含

量达 LK#JP)重金属镉(铅(砷(铬(铜(汞的平均含量依次

是 "KO"=2RF2( QNK$I=2RF2( IOKMO=2RF2( $$K$O=2RF2(

O$KJJ=2RF2("KON=2RF2)总磷含量达 "K"LP T"KOOP"

平均含量达 "K"$P% 而淤泥的物理特性主要指标包

括含水率(密度(粒度等"在样本分析调查过程中发现!

浙江省河湖库塘淤泥主要为粉质亚黏土与粉质亚砂"

平均粒径保持在 "K""Q T"K"#==的范围内)平均含水

率为 $NK#"P"变动范围保持在 m"KL# 内)平均密度为

IK#"2R=

O

"变动范围为m"KL$%

#&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处置方式

浙江省政府为了实现,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

康-的发展目标"在各地迅速开展河湖库塘清淤工作"

并在淤泥处置方面探索一些全新的方法"即如何高效

合理处理短时间清理出来的大量淤泥%

LKI!农业肥田

淤泥农业肥田指的是将淤泥在农业用地上有效利

用的方式"主要作为农业种植土层"为农田增肥和土地

改良% 农业肥田成本低(施工方便"大多数农村可以采

用% 但对淤泥质量要求较高"只适合营养物成分高(重

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低的淤泥"并且受当地百姓接受

度影响"同时受季节限制%

LKL!场地回填

场地回填指污#淤$泥经处理后作为建设和开发

用途的地面抬高(回填(地形整理等消纳处置方式"主

要包括围垦区(低洼地(公园(绿化带和开发区的地面

回填(废弃矿山修复回填等"另外也包括耕作层以下的

农业造田(造地回填% 场地回填污染指标要求较低"特

别是废弃矿山回填"但是场地资源不可循环"将会越来

越少% 同时处理成本受到脱水方式(运距等影响"其制

约因素较多%

LKO!园林绿化

污#淤$泥中含有机质和植物所需营养成分"以及

腐殖质胶体"是有价值的生物资源% 污#淤$泥通过固

化改良成绿化土"污染指标控制较农田堆肥稍易"不进

入上层食物链"安全风险小)但是对淤泥含水率(营养

盐有要求"并且每个地方城市规划程度不同"能够消纳

的处理量和时间需要与城镇建设良好衔接%

LKQ!固堤培堤

固堤培堤是将淤泥直接堆放到河道两岸的堤防

上"待河泥干透后经平整加固加高沿岸堤防"也可进行

固化处理后"作为新建堤防堤身(镇压层回填和护坡利

用"适用于平原地区% 淤泥固堤必须满足稳定(防渗和

沉降要求% 该方法操作简便"成本也较低"在平原圩区

整治中效益显著"但受堤防外形尺寸及政策处理等限

制"解决的淤泥量相对较少"淤泥泥质要求高"不能对

水体及周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LK$!建材利用

建材利用是指污#淤$泥经无机化处理"用于制作

水泥添加料(制砖(制轻质骨料和路基材料等% 污

#淤$泥符合标准要求"且当地具有条件的"应积极推

广建筑材料综合利用% 此方法对于污染控制要求不

高"经过处理的淤泥可稳定大部分重金属污染物"缩小

体积"节约堆场"但是作为烧砖制陶原料"用量小"烧结

成本较高"市场需求量有限%

'(#'



LK#!生物利用

生物利用包括生产有机肥材料(生物炭制作等%

有机肥料是将富含有机质的淤泥与动植物残体混合"

发酵腐烂并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肥料% 生物炭是高有机

质淤泥在缺氧或绝氧环境中"经高温热裂解后生成的

固态产物% 但浙江省河湖库塘污#淤$泥有机质含量

偏低"难以生物利用%

LKJ!直接焚烧

对符合热值要求(有机物含量高但重金属(有毒有

害污染物超标不符合土地利用要求的污#淤$泥可采

用焚烧的方式处理% 通过焚烧"可消耗大量的有机污

染物"使得污#淤$泥趋于稳定化"大大缩小土方体积"

但处理成本昂贵%

LKN!卫生填埋

卫生填埋类似城市垃圾和废物的填埋处置"主要

针对污染物质严重超标的污泥% 卫生填埋的污泥需要

进行脱水处理"以减少填埋量% 为防止对环境造成污

染"须根据排放的环境条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以达

到被处置污泥与环境生态系统最大限度的隔绝%

%&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处置的对策

OKI!加强淤泥利用技术的研究

在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淤泥处置环节"加强相关

利用技术的实验研究"如焚烧(固堤培堤(场地回填(建

材利用(园林绿化(淤泥肥田等"对淤泥可资源化的利

用范围进行适当拓展"提高淤泥资源化利用率% 同时

省级城建(国土(园林(农业等部门必须加大相关政策

的扶持力度"满足地方和国家相关标准的条件下"优化

利用淤泥资源"继而减少堆置用地的需求"实现淤泥资

源化的利用%

OKL!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加强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

将清淤资金纳入到省级的专项资金中"做好资金的统

筹安排"为河湖库塘清淤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另外"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积极推广应用政府购买

服务和aaa等模式"引导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清淤工

作"解决淤泥处置资金不足的问题%

OKO!加快清淤固化一体化的发展

要想缓解淤泥堆置场地不足的问题"必须要加快

清淤固体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及时运送清出的淤

泥"由淤泥处理厂进行脱水固化"这样可减少淤泥堆置

用地的需求"节省中间的堆放处置环节% 同时在淤泥

堆置用地方面"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临时用地为

依据"办理所需土地的相关的手续"将其纳入到农业用

地优惠政策的支持范畴%

OKQ!科学利用不同的检测技术

对不同的检测技术进行综合运用"加大淤泥有机

毒物和重金属等指标的检测力度"按照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的原则科学利用与合理处置淤泥"并做好余

水排放前和淤泥渗漏水的达标检测"以免造成二次

污染%

OK$!提高淤泥处理规模化程度

在河湖库塘清淤工作中"需要集中处理统一区域

的淤泥"降低淤泥的处置成本"促进淤泥处置规模效益

的提高)同时加强对淤泥的资源化利用"获取一定的经

济收益"将其抵消淤泥的处置成本% 总之"只有通过淤

泥处置的资源化和规模化"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OK#!加强合作开发利用

当前淤泥固化处理技术在价格定额(资源认定(可

比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引入社会资本过程中"

浙江省应突破政府建设(政府主导的传统思维"投入少

量的资金即可完成租地等工作"加强与其他公司的合

作与投资建设"将清出的淤泥送入到相关淤泥固化处

理中心进行处理"准确计算出清淤方量"保证固化后的

淤泥达到处置标准"便于清淤工作的顺利实施%

-&结&语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河湖库塘清淤工作的重

要性愈加突出"但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

问题"如淤泥资源化利用效率低(缺乏充足的淤泥处理

资金和淤泥处置场地(存在二次污染 #下转第 JO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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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盐渍化程度土壤的棉花保苗率

G&结&论

综合分析土壤盐渍化程度与采用的出苗方式"结

合棉花出苗所在浅层土壤的含水率和电导率变化情

况"以及棉花出苗率统计情况"得出不同盐渍化程度土

壤的棉花播种方式%

对于高盐渍化土壤"采用滴水出苗方式较好"即先

行将滴灌带和薄膜铺设好"接着一次性灌入出苗水量

J$"=

O

R:=

L

"I" 天后土壤水分适中时进行播种"出苗后

LN 天保苗率可达 J"P% 滴水出苗方式"可先行将土壤

中的盐分压入下层土壤"利于棉种在浅层土壤中萌发"

缩短出苗时间%

对于低盐渍化土壤"采用双膜覆盖出苗方式较好"

出苗水量 J$"=

O

R:=

L

"出苗后 LN 天保苗率可达 NMP%

双膜覆盖可有效提高 " TL$5=耕作层地温"增加土壤

水分"抑制盐分表聚)双膜覆盖虽然提高了出苗率"但

不及时揭膜会造成棉苗高温灼伤"保苗率降低"造成收

获株数减少% 当出苗率达到 #"P TJ"P时即可揭去

外层膜"湿度较大的棉田揭膜时间可适当提前% 也可

根据出苗情况分期(分段揭膜"遇雨天和低温天气可适

当推迟揭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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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李军C浅析黄河兰州城区段河道的综合整治.W/C水资源开

发与管理"L"I$#O$ C

.Q/!麻杰C中小河道淤泥处理技术及资源化利用研究.W/C水资

源开发与管理"L"I##M$C

.$/!张双平C探讨城镇中小河流整治的途径与方法.W/C水利建

设与管理"L"IO#I$C

'#''

曹!伟R不同盐渍化程度土壤种植棉花滴灌保苗技术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