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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在林地施用过程中的施用区选择、施用作业要求、环境监测、

记录与存档等。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的工程化施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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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GB/T 30363 森林植被状况监测技术规范 

CJ/T 36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泥质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污泥产品 sludge products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经过稳定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后，达到林地利用相关标准的污泥产物。 

3.2  

林地 forest land 

成片的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覆盖的土地，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防护林等各种林木的

成林、幼林和苗圃等所占用的土地，本标准中林地不包括农业生产中的果园、桑园和茶园等占地以及园

林绿化用地。 

3.3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 utilization of sludge products in forest land 

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施于林地土壤中，以提供林木所需养分，并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抚育

方式。 

3.4  

沟施 groove fertilization 

在行间靠近树木的根系开沟，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均匀撒于沟中并覆土的施用方法，包括条

施、环施等。 

3.5  

穴施 bunch fertilization 

在林木根部附近开穴，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集中施于穴内并覆土的施用方法，又称点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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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施 broadcast fertilization 

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均匀撒在树木行间土壤表面，并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使污泥产品与土壤

均匀混合的施用方法。 

3.7  

倒运区 transshipment area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在林地利用过程中，临时存放污泥产品的中转场地。 

3.8  

地面标记 ground marking 

通过测量和计算后，为方便后续作业或起到警示作用，在地面设置指示性图形或标志物。 

4 总体要求 

4.1 林地施用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应符合 CJ/T 362 的规定要求，检测指标参见附录 A，检测方

法参见附录 B。 

4.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进行林地利用时，应对施用区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植被、水文、气象

等进行调查，重点对 GB 15618 规定的污染物背景值进行检测。 

4.3 根据 4.2 调查结果，合理制定污泥产品施用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污泥产品的施用量、施用频次、施

用时间、施用方式、施用作业流程等关键要素。所制定的施用方案应具备经济、技术可行性和环境影响

可接受性等条件。 

4.4 基于污泥产品有机质、氮、磷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特点，宜优先选择平原地区土壤贫瘠、质地差

的林地作为污泥产品施用区。施用场地坡度宜小于 9%；场地坡度为 9% ~ 18%时为可接受坡度，宜采用

横向沟施等施用方式，开沟方向垂直于地表径流方向，防止雨水冲刷和地表径流对地表水及附近环境产

生影响；当场地坡度大于 18%时，宜采取穴施、基质棒插施、增加覆土厚度等措施进行污泥产品施用。 

4.5 不得在水源保护区和水源地集水区周边等地区施用污泥产品。 

4.6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用于林地施肥作业前，宜对林地进行踏勘，按照制定的施用方案合理规

划施用区和倒运区。倒运区数量根据林地规模确定，倒运区场地应确保通风干燥，宜采取防雨和防尘措

施。 

4.7 作业现场应配备现场指挥人员，对进场污泥产品的种类和质量进行真实统计，并保证现场作业安

全有序进行。 

4.8 施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的林地抚育措施可按照 GB/T 15781 的规定执行。 

4.9 污泥产品施用后，参考GB/T 30363选择合适的林木生长指标进行监测。若发现林木生长受到影响，

应立即停止后续污泥产品的施用。 

5 施用要求 

5.1 施用流程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的作业流程可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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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产品

装车

运输

施用区确定

测量及标记
确定污泥用量

倒运区

撒施 穴施 沟施
 

图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用于林地利用的作业流程 

 

5.2 运输方式要求 

5.2.1 应根据污泥产品运输量、地形、道路、交通等情况合理选择污泥产品运输车辆和船舶，运输工具

应满足各地关于标识和密闭的要求，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无污泥产品遗漏，防止二次污染。 

5.2.2 宜采用挖掘机、装载机、皮带输送机等设备装车，设备装车活动范围内，不得停留车辆和行人。 

5.3 施用量要求 

5.3.1 施用前应根据 GB 15618 的规定检测土壤和污泥产品中各类重金属污染物和苯并[a]芘的含量。 

5.3.2 依据土壤背景值、GB 15618 规定的各类土壤污染物风险筛选值及污泥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计算

污泥产品年施用量的限定值，计算公式见式（1）。 

 i i

i
i

W -B
S = T

C
               ………………………（1）

 

      式中： 

Si—污泥产品施用量限定值，t/(hm
2
•a)； 

Wi—污染物 i 的风险筛选值，mg/kg； 

Bi—土壤中污染物 i 的背景值，mg/kg； 

T—污泥产品施用层的土壤干重，t/(hm
2
•a)； 

Ci—污泥干基中污染物 i 的含量，mg/kg； 

注：i是指GB 15618中规定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和苯并[a]芘； 

采用撒施时，施用层指土壤地表至翻耕层底部之间的土壤层；采用沟施或穴施时，施用层指土壤地表至开沟或挖穴

底部之间的土壤层。 

5.3.3 计算所得各污染物的 Si中最大值小于 30 t/hm
2 时，该最大值作为污泥产品年施用量的限定值；各

污染物的 Si 中最大值大于 30 t/hm
2 时，污泥产品年施用量的限定值应为 30 t/hm

2。 

5.3.4 若对同一施用区连续多年施用污泥产品，每次施用前均应再次检测土壤和污泥产品中各类污染物

含量，按照上述公式重新计算确定年施用量限定值。 

5.4 施用频次要求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的频次宜为1年1次。若进行一年多次施用，总施用量不得高于5.3

中规定值。 

5.5 施用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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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北方地区宜在春夏季节施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汛期施用时应注意防范地表径流对周边水

体造成影响。 

5.5.2 南方地区宜在秋冬季节施用，避免在梅雨季节或炎热天气施用污泥产品。在土壤被雨水浸润、雪

覆盖、冰冻期间不宜施用污泥产品。 

5.6 施用方式要求 

5.6.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施用前，应根据施用区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施用方式，作业前应清理影

响施工作业的杂草、砖石等地面表层杂物。 

5.6.2 在满足 4.4 坡度要求的前提下： 

（1）对于面积较大且易机械化作业的林地宜采用撒施方式，撒施时应避免地表裸露和扬尘污染，施用

后应立即旋耕。 

（2）对于场地条件难以机械化作业或雨水冲刷时易发生地表径流的林地宜采用沟施或穴施方式。沟施

时，应距离树木主干 80 cm ~ 100 cm 位置开宽约 30 cm、深 30 cm ~ 50 cm 的施肥沟，施用污泥产品后

立即覆土，覆土厚度不得低于 20 cm；穴施时，应距离树木主干 80 cm ~ 100 cm 处开挖施肥穴，一般穴

深为 5 cm ~ 10 cm，将污泥产品施入穴中后覆盖土壤。 

6 环境监测 

6.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进行林地施用时，应建立环境监测体系，监测污泥产品在林地利用周期

内对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影响。如出现污染问题，应及时上报当地环保部门。 

6.2 施用区土壤的监测指标参见 GB 15618 中规定的指标，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的布设应符合 HJ/T 166

的要求。 

6.3 施用区地下水的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的布设参见 GB 14848 相关规定。其中，潜水监测

频次应不少于每年两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1 次），承压水监测频次可根据情况确定，宜每年 1 次。 

6.4 施用区地表水的监测指标参见 GB 3838 中规定的指标，监测频率和监测点位的布设应符合 HJ/T 91

的要求。 

7 记录与存档 

7.1 记录 

施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时，需对污泥产品的泥质情况、运输量、施用量、施用时间、施用频

次和施用方式等进行详细记录。并及时记录施用区林木的生长情况和施用区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监

测结果。 

7.2 存档 

相关记录应按时立卷存档，数据记录保存时间不低于 6 年。做到施用地块可追溯，施用效果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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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标准 

林地用泥质标准见表 A。 

表 A 林地用泥质标准 

控制项目 限值 

pH 5.5~8.5 

含水率（%） ≤60 

粒径（mm） ≤10 

杂物（%） ≤5 

氮磷钾养分（N+P2O5+K2O）（g/kg干污泥） ≥25 

有机质（g/kg干污泥） ≥180 

全镉（mg/kg干污泥） ＜20 

全铬（mg/kg干污泥） ＜1000 

全铅（mg/kg干污泥） ＜1000 

全汞（mg/kg干污泥） ＜15 

全砷（mg/kg干污泥） ＜75 

全铜（mg/kg干污泥） ＜1500 

全锌（mg/kg干污泥） ＜4000 

全镍（mg/kg干污泥） ＜200 

粪大肠菌值 ＞0.01 

蛔虫卵死亡率（%） ≥95 

矿物油（mg/kg干污泥） ＜3000 

苯并（a）芘（mg/kg干污泥） ＜3 

多环芳烃（PAHs）（mg/kg干污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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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监测方法 

林地用泥质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B。 

表 B 林地用泥质监测方法 

 

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采用标准 

1 pH 
玻璃电极法 a CJ/T 211 

玻璃电极法 NY 525 

2 污泥含水率 

重量法 a CJ/T 211 

真空烘箱法 NY 525 

3 有机质 
重量法 a CJ/T 211 

重铬酸钾容量法 NY 525 

4 总氮（以 N 计） 
酸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a CJ/T 211 

硫酸-过氧化氢消煮、蒸馏滴定法 NY 525 

5 总磷（以 P2O5 计） 
氢氧化钠熔融后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a CJ/T 211 

硫酸-过氧化氢消煮、钒钼黄比色法 NY 525 

6 总钾（以 K2O 计） 

常压消解后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硫酸-过氧化氢消煮、火焰光度法 NY 525 

7 粪大肠菌群值 发酵法 GB 7959 

8 蛔虫卵死亡率 发酵法 GB 7959 

9 总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10 总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a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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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采用标准 

11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a CJ/T 211 

12 总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GB/T 17137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常压消解后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CJ/T 211 

13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4 

硼氢化钾-硝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5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14 总镍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15 总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16 总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常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常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微波高压消解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CJ/T 211 

17 矿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a 

CJ/T 211 
紫外分光光度法 

18 苯并（a）芘 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5009.27 

19 多环芳烃 液相色谱法 CJ/T 147 

a 为仲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