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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基本信息 

为解决污泥林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集成技术缺乏、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缺失等

问题，并通过工程示范对所研发技术成果进行验证，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承担

了国家水专项课题相关研究。依托该项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给北京林业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下达了编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

用技术指南》（下称《林地利用技术指南》）的任务。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根据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水专项课题和其他科技计划在污泥处理处

置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展《林地利用技术指南》编制工作，指南于 2020 年 3 月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批准立项。 

本任务来源信息如下： 

专项名称：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所属板块：流域水环境管理技术体系集成与应用 

课题名称：流域水环境管理经济政策创新与系统集成课题 

课题编号：2018ZX07301007 

课题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本项目承担单位信息如下： 

牵头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实施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排水集团 

支撑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碳汇办公室 

标准立项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标准组织制定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污泥产量逐年上升，由此带来的污泥处理处置问题也日益严重，对污泥生

产、运输及消纳等单位均造成了严重困扰，极不利于环境管控。 

土地利用被认为是污泥最资源化的处置手段，其中污泥林地利用因其消纳污

泥量大、基本不产生环境危害等优势得到广泛发展。然而，通过从国务院、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官方网站中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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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 2018 年间发布的 68 份污泥处理处置相关文件发现，缺乏完整的污泥林地

利用工程应用技术规范和技术指南是制约我国污泥林地利用的瓶颈问题，因此，

制定污泥林地利用的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指南迫在眉睫。 

基于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基本作业流程，结合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构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使污泥产品能够安全、合理地施用于林地，为污泥产品林地利用提供

技术指导。本标准对于污泥产品林地工程化施用和环境风险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3 标准制订主要工作过程 

3.1 前期研究与调研 

2019 年 2 月，分别对产泥单位、运输单位、污泥消纳单位发放调查问卷，

收集社会各界对标准修订的建议，并征集因污泥/污泥产品引发的投诉、举报和

法院审判案例。2019 年 4 月 ~ 2019 年 9 月，工作组多次召开标准修订意见征求

会，介绍标准修订主要思路、工作进展，并听取监管部门、相关专家、行业对标

准修订的意见和建议。 

3.2 标准立项 

2019 年 10 月，正式向中国环境学会申请标准立项，2020 年 1 月，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组织专家对本标准进行论证，会议通过标准立项申请，并提出建设性意

见，基于此编制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征

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稿起草 

2019 年 1 月，参考北京排水集团行业标准起草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

品林地利用技术指南》，此标准规定了污泥产品泥质、施用区选择、施用量、施

用年限、施用时间等关键性指标，但缺乏施用方式、样品采集及系统的工程化施

用过程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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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行了关于本标准的专家论证会，会议就

标准中“术语与定义”、“环境监测”等问题提出专家意见，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8 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邀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生态

环境部环境标准所、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再次举行

了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制组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技术文件，专家组认

为，《指南》涵盖的内容完整、思路清晰、技术要求可行、可操作性强，经过质

询讨论，形成如下意见：1、补充完善《指南》前言，增添发布及归口单位。2、

参见《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20）进一步完善《指南》格式。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自 1984 年起我国陆续出台污泥处理处置相关规范性文件，通过对 1984 ~ 

2018 年间，国务院、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等国家相关部委发布的 68 份城市污泥处理处置规范性文件梳理发现，

与污泥林地利用有关的文件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2348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CJ/T362）、《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GB/T24600）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置农用泥质》（CJ/T 309）等泥质标准，对污泥理化性质及污染物指标等

进行了标定；2013 年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污泥土地利用技术规范》

（DB33/T891）仅规定了污泥林地利用泥质、施用年限等。2018 年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了《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提升技术规程》（DB11/T1604），其

规范了污泥林地利用流程，不仅规定了污泥泥质标准，而且对土壤调查、场地踏

勘、土壤样品采集及检测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说明。然而，关于污泥林地利用施用

量、施用年限、施用风险及施用前后全流程监管等方面仍然没有进行系统说明，

因而构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征求意见

稿）》，使污泥产品能够安全、合理地施用于林地，为污泥产品林地利用提供技

术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污泥土地利用标准制定起步较早，较为完善。如美国联邦法典 503

章中给出了污泥土地利用方面的规定，包括：适用性、术语定义、总则、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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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限值、管理实践、操作标准（减少病原体及对病媒的吸引）、监测频率、记

录保存及报告。其中，“污染物浓度限值”是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技术指

标，503 章在管理手段方面更具特色：将污泥分为散装污泥和袋装污泥并分别管

理；将土地分为三类：（1）农用地、森林、再生地，（2）公众接触场所，（3）

草坪或住宅花园，管理要求逐渐趋严；监测频率依照规模增大而增加；此外，对

纪录内容及保存均详细列明规定，可操作性很强。德国政府也建立了污泥土地利

用的法律规范，给出了污泥土地利用允许的范围，也详细阐述了城市污泥土地利

用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污泥用量等关键技术要点。 

考虑国际层面对于污泥土地利用的实施进展，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因而在

我国建立系统完整的污泥产品林地利用技术指南十分有必要，通过技术指南的发

布，规范污泥产品的林地利用过程，有效推动污泥资源化利用进程。 

5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实施与调研 

5.1 概述 

近年来，全国污泥产量逐渐上升。2016 年，我国污泥的年产量已超过 4000

万吨(以含水率 80%计)，预计 2020 年污泥产量将突破 6000 万吨(以含水率 80%

计)，污泥的出路问题日趋严重。 

根据污泥富含氮、磷、钾、有机质的特点，适宜将其做为肥料进行土地利用。

其中，林地利用较农用风险低，消纳污泥量大（我国林地面积达 17497 万公顷），

逐渐成为主推的污泥处置方向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同样

鼓励污泥用于林地等消纳场地以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城市污泥中含有大量营养成

分，能够很好的促进植物生长。特别是在一些持水性差、生产能力低的土壤上效

果更加明显。城市污泥的土地资源化利用具有很高的环境效益，污泥中所含的营

养物质可改善土壤结构特性和理化性质，并且直接提供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类营

养物质。林地中植物覆盖度高，可减少地表径流造成的污泥污染。土壤中的黏土

矿物和有机质对污泥中的重金属元素也有一定的固定作用。相对于污泥农用而

言，林地面积一般较大，相对环境容量也较大，可消纳大量的污泥且不进入食物

链对人和动物影响较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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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林地利用工程技术发展 

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将污泥作为高效的有机肥料，广泛应用于林地。1960

年美国就开展了关于堆肥污泥林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其辽阔的森林面积（2.98

亿公顷）也极大地方便了污泥的林地施用。有研究表明将污泥施用于火炬松后，

火炬松的树径相比于对照组增加了 56% ~ 76%。 

1990 年以后，我国也逐渐开展了城市污泥林地施用的研究，沈阳市将城市

污泥堆肥施用于榆树树苗，施肥 1 个月后，施肥处理的树高与对照组树高差异显

著，土壤肥力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白莉萍等在北京选择林地施用城市污泥，研究

发现施肥可使土壤中氮、磷含量显著增加，且能促进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 

5.3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污泥中往往含有大量的 Zn、Cu、Hg 等重金属元素，具有强蓄积性、隐蔽性、

不可逆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城市污泥进行林地利用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一

直都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以河北省城市污水厂的剩余污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土

地利用，结果发现污泥使土壤养分增加、植物绿期延长，但重金属含量也明显增

加，而且当污泥的施用量为 25、30、60 t/hm
2时，草坪草体内的 Cd、Cu、Zn 含

量有明显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重金属的迁移转化规律除受到其种类、浓度的

影响外，还会受到大气沉降、雨水冲刷和土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含量的影响。其

他研究表明，土壤 pH 值的大小显著影响着重金属的存在形态和土壤对重金属的

吸附量，且粘性越强的土壤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越强，有机质含量也能影响重金

属的形态和毒性。 

随着雨水的冲刷，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和部分营养元素会向深层土壤迁移，

因此城市污泥林地施用后，对地下水也存在着潜在威胁。研究发现，污泥堆肥施

用后超过 58.3%的 Zn 迁移到地下水中，且酸雨会增强重金属的淋溶，并更能促

进其向更深土层迁移。利用土柱淋洗实验模拟重金属在土壤及地下水中的迁移转

化规律，淋洗实验结果表明，仅砷和锰含量超过《地下水水质标准》（GB/T14848）

规定的地下 II 类水的水质标准，其他几类重金属的污染程度较低，说明短期施

用城市污泥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但由于重金属的迁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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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施用年限的增长，土壤中重金属元素会不断累积并向更深的土层迁移。因此需

密切监测施用地区地下水中的重金属含量变化，避免污泥施用对地下水环境造成

影响。 

鉴于上述风险，对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的施用量、施用方式、施用年限等进行

相关规定十分有必要。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且没有适用于

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的工程化施用指南或准则。 

5.4 污泥产品施用案例 

5.4.1 污泥产品施用案例一·房山区污泥产品林地利用 

如图 1 所示，该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实施试点项目地处房山区石楼镇大次洛

村，该地土层适中，土壤肥力尚可，使用经过破碎后的污泥产品进行林地利用。

试点所种实验树种为白蜡，该地树木排列比较规整，树木间距 2-3 m，样地林下

整洁，没有灌木，且几乎无草本植物。白蜡种植密度为 525 株/hm
2，平均树高 11.6 

m，平均胸径 13.62 cm，蓄积量 25.84 m
3
/ha

2，林木生长状况良好，无明显病虫

害。 

 

图 1 房山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所在地 

项目开展期间，北京排水集团负责污泥产品的出厂及运输工作，每辆车均配

备 GPS 并记录行驶路线，并由运输方和施工人员对污泥产品运输磅单进行现场

签字确认。房山区石楼镇大次洛村养护队负责林地试点施工工作，采用北京排水

集团庞各庄厂的污泥产品进行林地利用，林地利用面积 24.26 亩，施用量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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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吨/亩（以含水率 60%计），施用方式为撒施翻耕，即污泥产品摊撒均匀后

用机械设备进行翻耕，翻耕结束后进行为期一年的正常养护。 

 

图 2 房山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污泥产品施用及第三方现场速测 

在开展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作之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房山区园林绿化

局、石楼镇政府林业部门及北京排水集团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共同对试点区域

林地土壤和污泥产品的相关指标进行测定，由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现场速测，并

对检测结果进行记录并签字确认，如图 2 所示。监测结果表明，施用污泥产品半

年后土壤全氮由 1.14 g/kg 上升至 5.53 g/kg，一年后又增至 7.36 g/kg；土壤有机

质一年内增长了 516.14%；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分别为 231.00 和 575.00 mg/kg，

是土壤本底值的 82.5 倍和 7.01 倍。土壤肥力显著提高，说明污泥产品具有改善

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这种提升作用同样体现在植物生长方面，施用

污泥产品的白蜡树种株高较未施用区增长了 39.40%，白蜡冠幅、胸径等其他植

物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提高，且提高幅度与污泥产品施用量呈正相关。通过

委托第三方对施用区重金属含量监测发现，测定值与试点区域的土壤本底值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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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且均未超过 GB15618-2018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也未发现土壤重金属

含量有明显积累效应。 

5.4.2 污泥产品施用案例二·昌平区污泥产品林地利用 

该污泥林地利用示范工程位于昌平区马池口镇丈头村及北小营村，如图 3

所示。该区域属于沙坑造林地，土层较薄，土壤中碎石、砂砾较多，土壤较贫瘠。

土壤中树木间距 1-2 m，树种为榆树和国槐，其中榆树种植密度为 625 株/hm2，

平均树高 8.95 m，平均胸径 12.7 cm，蓄积量 21.52 m3/ha2；国槐种植密度为 1025

株/hm2，平均树高 6.39 m，平均胸径 10.56 cm，蓄积量 21.64 m3/ha2，林木生长

状况良好，无明显病虫害。 

 

图 3 昌平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所在地 

在开展污泥产品林地试点工作之前，北京排水集团与马池口镇相关部门及试

点林地的养护单位进行了前期沟通，由北京排水集团进行污泥产品的运输及运输

车辆备案工作，由林地养护单位进行污泥产品卸车及林地试点施工。 

项目开展期间，北京排水集团负责污泥产品的运输，污泥产品选择密闭专用

车辆进行运输并报马池口镇政府进行备案，每辆运输车均装载 GPS 并记录行驶

路线，并由运输方和施工人员对污泥产品运输磅单进行现场签字确认。试点林地

养护单位河南豫南园林公司进行林地试点施工工作，采用高安屯污泥处理中心经

过破碎后的污泥产品进行林地利用，施用面积 20.26 亩，施用量为 0、1、3、5

吨/亩（以含水率 60 计）。由于土壤中碎石较多，在施用污泥产品时采用撒施平

铺的方式进行，施工结束由林地养护方进行正常养护作业。 



 9 

项目开展后同样组织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现场速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记录

并签字确认，采样及记录情况如图 4 所示。监测结果表明，污泥产品施用有效降

低土壤容重及 pH 值，使土壤向着更利于植物生长的方向转变。污泥产品施用 1

年后，土壤营养物质如有机质、总氮、总磷等与本底值相比增长幅度在 43.89% ~ 

197.80%之间，表明污泥产品具有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通过委

托第三方对施用区重金属含量监测数据来看，土壤中八种重金属含量均远低于

GB15618-2018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且未发现土壤重金属含量有明显积累效应。 

图 4 昌平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污泥产品施用及第三方现场速测 

5.4.3 污泥产品施用案例三·大兴区污泥产品林地利用 

如图 5 所示，该示范项目地处大兴区北臧村镇赵家场村，土层适中，砂质土

壤比较贫瘠。该区域树种为毛白杨、白皮松、榆树、国槐、千头椿、元宝枫、银

杏、红花洋槐，共计 8135 棵。树木排列整齐，树木间距 4 m，胸径一般在 8 cm ~ 

12 cm，林木生长状况良好，无明显病虫害。污泥林地利用示范面积 162.9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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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量为 0、1、2、3 吨/亩（以污泥干基计），采用撒施翻耕、沟施、穴施等方

式进行污泥产品施用。 

项目开展后同样组织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现场速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记录

并签字确认，采样及记录情况如图 6 所示，土壤理化性质及营养物含量如表 1

所示。监测结果表明，污泥产品施用后，土壤 EC 值并未产生过多积累，且通过

植物性指标数据可知，其积累量未对植物生长产生影响。施用污泥产品半年后，

土壤中有机质、总氮、速效钾和有效磷是土壤本底值的 1.21、3.67、2.10 和 1.70

倍，有力说明污泥产品具有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通过委托第三

方对施用区重金属含量监测数据来看，土壤中八种重金属含量均远低于

GB15618-2018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且未发现土壤重金属含量有明显积累效应。 

 

图 5 大兴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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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兴区污泥林地利用试点污泥产品施用及第三方现场速测 

表 1 土壤理化性质及营养物含量 

施肥 

时间 

全氮 

g/kg 

有机质 

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容重 

g/cm³ 

EC 

µS/cm 

CEC 

cmol/kg 
pH 粪大肠菌群数 

土壤 

本底 
0.21 15.96 9.3 103.80 1.24 286 8.86 6.97 <3 

施肥

半年 
0.77 19.27 15.81 217.66 ~ 523 13.20 8.05 <3 

以上三个案例均采用本标准所规定的施用方式、施用量、施用季节、施用频

次等施用技术要点，案例的成功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标准制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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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污水处理厂污泥土地利用的标准、规范、技术指

南，调研了污泥产品制作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借鉴北京排水集团修订的《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施用技术规程》，并参考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CJ/T362-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应用于园林绿化的技术

要求》（DB31/T403-2008）、《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提升技术规程》（DB11/T 

1604-2018）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参见《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GB/T1.1-2009）相关规定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

工程化施用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编制。 

6.1.1 通用性原则 

适用于成片的天然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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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适用于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工程化施用过程中的规范管理，通用性较高。 

6.1.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污泥产品的运输方式、施用量、施用季节、施用频次、施用方

式、施用作业要求、作业流程、林木生长评价、环境检测评价及记录、存档、报

送等完整施肥作业流程，经过了示范与实践，可用于指导污泥林地利用实际工程。 

6.1.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现有标准、规范、指南协调统一，互不交叉。仅作为一种实用型、

适用性技术规范对目前标准、规范、指南进行补充与完备。 

6.1.4 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污泥产品充分考虑了现有常用污泥产品制备工艺，具有普遍适

用性。 

6.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6 章。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制备后林地施用的流程

及技术要点，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总体要求、运

输方式、施用量、施用时间、施用频次、施用方式、施用作业要求、林木生长监

控、环境监测及记录与存档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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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键技术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相关原则，基于污泥产品有

机质、氮、磷等营养成分含量高具有改善土壤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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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 CJ/T 362 相关规定，林地施用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品出厂前

应做好检测且需满足污泥产品林地利用泥质。 

（3）参考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891-2013）、北京排水集团行业标准等

对污泥产品施用过程中的记录与报送等做了相应的规定。规定要求施用城镇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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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记录施用区林木生长状况和施用区土

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监测结果。 

（4）施用量说明 

污泥产品施用量的确定原则是在保证污泥中污染物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充

分利用污泥产品中的营养成分，其实质是限定污泥中污染物的输入量。污泥产品

年施用量的限定值（S）：指施用区当年施用污泥产品质量的上限值。依据土壤

背景值、GB 15618 规定的土壤污染物的风险筛选值及污泥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

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式： 

 i i

i
i

W -B
S = T

C


 

      式中： 

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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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之间的土壤层；采用沟施或穴施时，施用层

指土壤地表至开沟或挖穴深度之间的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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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得各污染物的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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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 中最小值大于 30 t/ hm
2 时，污泥产品年施用

量的限定值应为 30 t/ hm
2。若对同一施用区连续多年施用污泥产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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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频次、施用季节参考《城镇污水厂污泥应用于园林绿化的技术要

求》（DB31/T403-2008）及《污泥土地利用技术规范》DB33-T-891-2013 并充分

考虑南北方差异而制定。 

（6）根据示范区建设经验，在满足相关坡度要求的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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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及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对采样指标及方法进行规定，参考《地

表水质量标准》（GB3838）、《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对污染物含量

限值进行规定，以防污泥产品施用对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本标准同

时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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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规定的指标。 

7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本指南实施后可工程化指导污泥产品林地利用，与污泥填埋相比，采用污泥

林地利用处置方式，可实现碳减排约 601.33 kg CO2/DT。若全国 120 万吨干污泥

均采用林地利用方式消纳，CO2 年削减量约为 120*601.33/1000 =72.16 万吨。 

一般污泥产品平均含氮量为 19.17 g/kg，总磷平均含量为 11.40 g/kg。同样以

以年消纳干污泥 120 万吨计算，污泥产品林地利用总氮年削减量为

120*19.17/1000 =2.30 万吨，总磷年削减量为 120*11.4/1000 = 1.3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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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产品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含量丰富可代替复合肥使用，仍然以年消纳

干污泥 120 万吨计算，林地利用污泥产品代替化肥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约为 36240

万元。 

8 标准实施建议 

（1）污泥产品林地利用项目整体推进缓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有关污

泥产品生产及施用的优惠政策。设立污泥林地利用项目转口，从污泥产品生产单

位项目申报、审核到污泥产品林地利用适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污水处理厂或其

他资质单位进行生产设备购置，生产更适用于林地利用或土地改良的污泥产品。 

（2）完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贯彻力度，制定效果显著的奖励办法。国家或

行业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抽查和指导工作，逐步扩大抽查

的覆盖面，对于合格甚至优良的污泥产品生产企业实行免税、减税或其他实用的

奖励办法；对于生产不合格的企业进行规劝等力度较轻的惩戒方法，尽量调动企

业污泥产品的生产积极性。 

（3）建立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的信息公开化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认知

度，加强信息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将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好的做法、有效的经验

及更为完善的指南、标准、规程等在行业内部公开发布，实现资料共享。 

9 参考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1）《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 

（3）《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 

（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23486） 

（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GB/T24600） 

（6）《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T50337） 

（7）《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 

（9）《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CJ/T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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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CJ/T362） 

（11）《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12）《森林土壤石灰施用量的测定》（LY/T1242） 

（1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应用于园林绿化的技术要求》（DB31/T403） 

（14）《污泥土地利用技术规范》（DB33/T891） 

（15）《园林绿化施工规范》（DB440300/T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