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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水逐年攀升。保护

水资源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而污水处理厂是控制污染物进入水

环境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然而，

通过对大量信息公开数据的调查，我们发现不少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并没有

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本报告以江苏省为研究范围，以国控污水处理厂为研究重

点，从政府及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和数据着眼，分两部分分别阐述江苏省污水处

理厂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现状，阐明其在监督管理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并提出

一些改善建议，希望引起相关方 的重视和推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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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江苏省地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跨江滨海，平原辽阔，经济繁荣，是

唯一所有省辖市都跻身全国 GDP 百强的省份。然而，随着江苏省各市经济快速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污染物排放量也大幅增加，生态环境被日益破

坏。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江苏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根据《2014 年江苏省环境公报》，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处于轻度污染。

列入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的监测网中，Ⅳ～Ⅴ类断面比例为 53.0%，劣Ⅴ类断

面为 1.2%。太湖湖体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年均浓度均达到Ⅱ类水质标准，总磷

年均浓度只有Ⅳ类标准，总氮只达到Ⅴ类标准。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太湖

蓝藻的最大发生面积和平均发生面积分别上升 35.9%和 54.3%
 [1]。 

江苏省人口密度大，城镇化率高，水污染引发的水质型缺水和水环境恶化，

致使饮用水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开发项目日益增多，污染物排放未得到有效控

制，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另外，污水处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绝大多数

城市都配备了污水处理设施，但对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泥如何处理，却是一个

尚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二、污水处理 

2.1 城镇污水处理的现状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废水的水质已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政污水”，而是由高浓度氮、磷营养物质的生活污水和工

业废水组成，污染物组分复杂，难以降解。我国废水排放量每年达数百亿吨，

目前在世界上居首位。江苏省全省废水排放总量 60.12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

排放占 34.08%，生活污水排放占 65.87%。从 2007 -2014 年江苏省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变化可看出（见图 1）。 

近年来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略有减少，而生活污水排放量仍旧持续增长，

生活污水排放量占总排量的比例越来越大。2014 年全省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

量分别为 110 万吨和 14.25 万吨。从 2007 -2014 年江苏省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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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总量变化可见（见图 2），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在经历了 2010 年到

2011 年的迅猛增长之后，逐年有所降低。 

图 1        2007 -2014 年江苏省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2]
 

 

 

图 2    2007 -2014 年江苏省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2]
 

 

污水处理厂在缓解水体污染和改善水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总量减排力度的加大，全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根据住建部《关于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2015 年第三季度建设和运行情况的通

报》，截至 2015 年 9 月底，全国设市城市、县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3830 座，

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1.62 亿立方米/日。“十二五”期间，人口密集和工业发达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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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投入 580 亿元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截至 2015 年第三季度，江苏省建成

投运城镇污水处理厂 669 座，处理能力达 1309.34 万立方米/日，运行负荷率

87.82%，COD 削减 204.57 mg/L。 

在 2011 年底，全省只有城镇污水处理厂 453 座，实际处理污水量 938.2 万

立方米/天。四年间，城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增加了 47.6%，实际处理污水能力增

加了 39.6%。虽然目前江苏省内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2.5%，全省县级以上城市

和太湖流域所有建制镇实现了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程

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从 2011-2014 年江苏省废水总排量和实际污水处理

量的对比来看（见图 3），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处理污水量仍达不到废水总排量。

原因在于，污水处理厂从立项、选址到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致使污水处理

厂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废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不少城市污水处理规模不足，污

水处理厂普遍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图 3       2011-2014 年江苏省废水总排量和实际处理污水量[2]
 

 

 

2.2  污水处理厂 “集中治污”变  “集中排污” 

遗憾的是，在工业不断发展，废水排放量不断攀升，污水管道铺设收集率

不断上升的同时，一部分本该成为污水集中治理的环保阵地的污水处理厂，却

沦为排放不达标的污染源，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人民生产生活。根据公众环境

研究中心(IPE)整理的 2014 年第一季度 14 省环保部门的环境违规监管记录（见

图 4），江苏省的超标次数最多，占总数的 26%。虽然超标的数量也和污水处

理数量、工业发展和信息公开呈正相关，但也可窥见江苏省污水处理厂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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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根据江苏省环保厅的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监测报告（见图 5），江苏省

国控污水处理厂在每年规模增长的同时，综合达标率却逐年下降。大批污水处

理厂屡屡出现违规超标问题，原本的治水设施成了污染物集中排放的源头。 

图 4    2014 年第一季度 14 省污水处理厂监测指标的超标次数[3]
 

 

 

图 5       2012-2015 年江苏省国控污水处理厂个数和综合达标率[4]
 

 

2015 年四个季度，污水处理厂占超标企业的频次比例平均高达 65%（见图

6），不少污水处理厂已成为环境违法“专业户”，污染程度不亚于其它高污染行

业。在江苏省对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中（见图 7），在环境表现

良好的“绿色”和“蓝色”企业名单中，污水处理厂占不到三成，而在环境表现恶

劣的“红色”和“黑色”企业名单中，污水处理厂却占了近五成。不少本该是污染

防治最后一道防线的污水处理厂，如今反而成为污染排放的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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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 年江苏省国控污水处理厂占超标企业的频次比例[5]
 

 

 

图 7    2014 年江苏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分布情况[6]
 

 

 

根据江苏省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江苏省内 443 家国控污

水厂在各市分布见图 8。其中环境敏感的太湖流域中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

的污水处理厂占总数超过五成。根据当地环保局的违规监管记录显示，这 443

家污水处理厂在 2015 年的违规监管记录达到了 328 条，省内各市平均每座污水

处理厂的环境监管记录数如图所示。无锡市、苏州市和泰州市平均每家污水处

理厂就有近 1 条的环境监管记录，扬州的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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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5 年江苏省各市国控污水厂个数和平均每个污水处理厂的环境监

管数[7]
 

 

 

根据各地环保局披露的环境不良记录，因监督性监测出水水质超标而被披

露的污水处理厂记录占环境监管记录总数的八成，成为最主要的违规原因。其

他常见的违规情况还有：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在线监控运行不正常和建设项

目未完成环保验收等。在水质超标的监管记录中，超标因子主要为大肠杆菌、

总磷、总氮等（见图 9）。各超标因子的平均超标倍数见图 10，在所有违规记

录中，粪大肠菌群数因子平均超过标准 10 倍多，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COD 平均超过标准 1 倍多。粪大肠菌群的高倍超标反应出污水处理厂在深度处

理环节仍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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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污水处理厂违规记录中各超标因子所占比例[7]
 

 

 

图 10     违规记录中各超标因子平均超标倍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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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1-2015 年江苏省污水处理厂自动监测设备合格率[4]
 

 

还有一部分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是因为前端治理不到位。江苏省大部分

工业污水都集中到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主要采用先由企业根据

生产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污水处理装置，对污水进行预处理，并且达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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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水可生化性已经很差，而污水处理厂没有合适的工艺和其他技术手段，运

营就会出问题。对此，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人员也很尴尬。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进入污水处理厂废水的预处理是由环保部门进行监管，

而部分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则由市政部门负责，这就对污水处理体系造成了

人为隔断。要保证污水处理厂的达标排放和较高的处理效能，必须把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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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管理。根据企业废水不同的可生化性进行收费和处理，主动掌握纳管水

质，这样才能落实污水处理厂的环境责任。 

2.3.2 提标改造进度慢 

目前，中国尚存近 60%的污水处理厂还无法达到一级 A 的水质。“水十条”

已经对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提出要求，包括 “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因

地制宜进行改造，2020 年底前达到相应排放标准或再生利用要求。敏感区域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应于 2017 年底前全面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建成区水体水质

达不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的城市，新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执行一级 A 排放标准”

等。 

同样，在日前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中，增加了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增加了污染物项目，基本控制项目在现行

标准 19 项的基础上，增加总镍、苯并(a)芘两项，同时，选择控制项目保留了

所有现行标准的项目，并由现行标准的 43 项调整为 82 项，污染物项目总数由

现行标准的 62 项达到新标准的 103 项；还提高了部分污染物项目排放控制要求，

如 COD 二级标准由 100 mg/L 加严到 80 mg/L。 

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在环境敏感区域甚为重要。2007 年，太湖蓝藻爆发，

引发无锡供水危机，太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由执行一级 B 标准改为一级 A 标

准。如今，随着社会活动和经济运行的规模不断扩大，污水量和污染物负荷不

断增加，污水处理厂原设计的处理工艺和流程可能逐渐无法满足处理达标的要

求，一些处理设施、设备出现故障、老化，有可能对处理效果造成影响，导致

超标排放的隐患逐渐增大。太湖流域的污水处理厂即使都达到一级 A 的排放标

准，将其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对照，一级 A 标准仅相当于地表水劣 5 类。

因此，除了对一般污水处理厂应升级改造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强化脱氮除磷功

能，大力推进再生水回用，实施节水工程外，对像一级保护区这样环境敏感的

区域，污水处理厂更应提标改造，否则会由于排放标准过低，反成新的污染源。

大量“达标”排放的污水则会造成城市环境和周边水体二次污染，严重影响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 

然而，当前污水处理费价格形成机制尚未成熟，一些地方政府承诺的污水

处理补贴也长期未到位，污水处理厂难以维系日常运营资金，所以普遍投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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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艺技术的积极性不高，提标改造进程缓慢。“谁付费”成为污水市场发展

的最大瓶颈，只有破解了目前污水处理商业模式难题，落实污水处理厂责任主

题，才能助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提速发展。 

2.3.3 超标处罚效果不大 

城镇污水处理厂是污染物集中收集、处理和排放的单位，具有社会服务的

性质，即使被发现超标，也不能随意停止运行。由于排污收费低，污水处理成

本高，不少污水处理厂几乎每年都亏损，没有规范污水处理厂的经营管理模式，

责任主体不明确，主管部门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使得污水处理厂没能真正承

担起治理污染的责任，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也没有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5 年，在江苏省环保厅公布的 27 家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中，只有 3 家

是污水处理厂，只占 11%
[8]。对于污水处理厂超标的处罚，虽然已经实施了新

环保法及配套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但是由于城镇

污水处理厂并不同于企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从事日常

执法与巡查的监察执法部门面临诸多尴尬和无奈，对于污水处理厂超标的处罚

效果很有限。 

2.3.4  环境信息公开不到位 

2014 年底，江苏省共有污水处理厂 466 家，而列入国控污染源的只有 443

家，而且其中不少污水处理厂并没有实时公布排放数据，即使公布，数据种类

也很有限。很多污染源信息还存在披露零散、滞后、不完整等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江苏省地势地平，污水处理厂总排口出水管道在进入自然水体时，水流没

有很大落差，排放口多半在水体中，相关环境信息不易获取，且缺乏公共区域

排放口标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参与监督。 

只有全面、准确的信息和便捷的获取途径才是信息公开的基础。如果在污

水处理厂排入自然水体的排放口，在排放口的公共区域设立阳光排放口标识，

将具体的排放口信息醒目的标识出来，便于公众有效识别污染源，推动更多的

公众广泛参与监督，将这样将污染防治置于阳光下之了，治理才能有效和彻底。 

2.4  展望 

江苏省污水处理虽已获得巨大发展，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亟需解决，破

解这些关键问题也是江苏省污水处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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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污水处理量将持续快速增长：江苏省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城镇

污水量持续增加，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也必将持续高速发展；目前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少，整体农村污水处理率低于 10％。未来乡镇污水处理市场未来空间

巨大。 

（ii）提高排放标准，推进现有污水处理厂技术升级改造：随着水环境质量

要求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保护的任务更加紧迫，目前标准中最严格的一级 A 标

准已不能满足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尤其像太湖这样的敏感水域。应逐步提

高国家污水处理排放标准，逐步将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与地表水水质等级接轨。

污水处理设施的提标改造将是一项持续的长期任务； 

（iii）完善监督制度和加大执法力度：污水处理厂是控制污水排放的最后

一道重要关口，要想实现总量减排目标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改变，必须加大对

污水处理厂监督和处罚的力度来确保良好的运营状况。需要建立污水处理厂对

发生超标异常情况时多部门联合检测监督机制，一旦进水超标立刻定位污染源

并积极搜集证据，从严处罚，将屡次出现问题屡次不整改的污水处理的企业列

入“黑名单”，严禁继续从事污水处理行业。 

（iv）建立健全治污设施和配套管网：目前，不少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严

重滞后，污水得不到有效收集、处理，导致污水处理厂屡屡成为偷排、直排的

污染源。因此应做好治污配套管网的规划建设，增加中心城区污水管线覆盖率，

消除城乡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盲区死角，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网。 

（v）探索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和污水处理收费机制：建立健全的市场化投融

资模式和污水处理收费机制，为污水处理厂运营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在污水处

理厂用电收费、补贴标准等方面出台激励政策，推动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升级。 

三、污泥处理处置 

3.1 污泥处理处置的介绍 

污泥是污水处理厂的必然产物，来源于污水处理各环节产生的固体、半固

体或液体剩余物（种类见图 12）。主要是由有机残片、细菌体、无机颗粒、胶

体等组成的极其复杂的非均质体，除含有大量水分外，还含有有机物、重金属、

盐类及少量的病原体微生物和寄生虫卵等。未经恰当处理处置的污泥进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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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容易对地下水和土壤等造成二次污染，威胁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大大降

低污水处理设施的环境效益。对污泥处理处置的要求是： 稳定化、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目前，污泥处理的主要技术方式有机械脱水、热干化、好氧发

酵、厌氧消化、干化焚烧。污泥处置方法主要有土地利用、填埋、建筑材料利

用、焚烧，具体范围见表 1（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分类》）。 

 

图 12    污水处理厂污泥来源 

 

 

 

表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9]
 

分类 土地利用 填埋 建筑材料利用 焚烧 

范 

围 

农用 单独填埋 制水泥添加料 单独焚烧 

园林绿化 混合填埋 制砖 与垃圾混合焚烧 

土地改良 特殊填埋 制轻质骨料 利用工业锅炉焚烧 

  制其它建筑材料 送火力发电厂焚烧 

 

3.2 污泥处理处置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率的不断提高，污泥产量也急剧增加，我国的湿污

泥（含水率 80%）年产量在 3000 万吨以上。根据《2014 年江苏省环境公报》，

2014 年江苏省日产生污泥量 8160 吨，2010 年-2014 年平均每年污泥量增长 7%。

而苏南地区日产污泥量占全省的 70%-80%左右（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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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0-2014 年江苏省日产污泥量[2]
 

 

 

污泥的大量产生使得其处理处置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污水处理行业

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我国污水处理产业长期“重水而轻泥”，虽然 目前污水处理

厂基本达到了污泥的初步减量化，但没能完全实现污泥的稳定化处理，污泥处

理处置的投入和技术严重滞后于水处理行业。约 80%污水处理厂建有污泥的浓

缩脱水设施，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减量化，但仍然约有 80%的污泥未经稳定化处

理。未经稳定化处理的污泥有很多危害，病原体、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物等有

毒有害物质会给水体和土壤带来二次污染，不但降低了污水处理系统的有效处

理能力，而且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活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截至 2015 年 9 月底，全国年累计处理城镇污水 592 亿立方米、湿污泥

（含水率 80%）产生量达到 3359 万吨（来自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中心

的调研预测），即日产污泥 9.2 万吨。《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2013)》

调研表明，我国污泥处置中卫生填埋占 67.19%，焚烧 2.81%，堆肥 12%，近 18%

去向不明，和美国英国相比（见图 14），我国污泥处理处置的基础薄弱，利用

率低，离污泥“无害化”的目标相去甚远。在我国土地填埋、露天堆放和外运的

6400.8 

6901.5 
7126 

7594 

816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日产生污泥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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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在绝大部门属于随意处置。其中，大部分填埋是交给第三方处理，污染隐

患大，非法倾倒时有发生（见表 2）。 

从案例中可见，多数污泥非法倾倒都具有这个共通点：污水处理厂将污泥

处理外包给第三方，承包者虽然不具备污泥处理能力，仍会为了获取收益，铤

而走险非法倾倒污泥，最终对环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江苏省从处置方式看，

全省已初步形成以焚烧处置方式为主，建材综合利用、填埋、堆肥、土地利用

处置方式并存的污泥处置结构。 

图 14  美国、英国和中国各污泥处理处置方法所占比例[10]
 

 

表 2 污泥非法倾倒案件举例 

事件 概况 

 “污泥第

一案” 

北京一公司承包了北京排水集团几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业务，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期间，向门头沟区永定镇的砂石坑内倾倒污泥，总量约

6000 吨。污泥造成当地空气、土壤严重污染，地下水受到严重威胁，经评估污

染损失达上亿元。此次污泥乱排案主犯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 

无锡污泥

非法倾倒 

2010 年 6 月，约 2700 吨污泥被从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运来倾倒至长江

中，造成了泰兴市滨江镇段团结闸水域水质污染，引发大量水稻受灾、受损。

涉案者因构成重大环境污染罪，已被该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至 5

年，共处罚金 9 万元、没收赃款 1.9 万元。 

苏州污泥

非法倾倒 

2012 年 4 月，苏州市吴中区城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被用船倾倒在青浦区的

涵养林内，前后倾倒八船。主犯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

罚金 10 万元。 

南京污泥

非法倾倒 

2013 年 3 月发现南京江心洲污水厂进行污泥直排已近一年，累计违规填埋

污泥达 33583.44 吨。对倾倒污泥事件已作出立案处理，事件 7 名相关责任人分

别被依纪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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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污泥处理处置的瓶颈问题 

 污泥处置问题是目前中国水处理领域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污泥处理处置

指标也被认为是水务领域唯一一个难以完成的“十二五”指标。正是以下污泥处

置的瓶颈问题阻碍了污泥处理处置的发展。 

3.3.1  污泥处理处置方法的选择 

目前的污泥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填埋、焚烧和土地利用三种，各有利弊。填

埋处理除了占地、存在污染隐患、产生温室气体外，还会因为含水率高和颗粒

小的污泥堵塞渗滤液收集系统和排水管，加重垃圾填埋场的承载负荷。目前中

国大范围应用成本最为低廉的填埋方法，一方面阻碍了资源化利用，另一方面

阻碍了对其他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探索，应属过渡性或应急性措施。焚烧的弊

端在于：汞铅镉等重金属被气态化，增大了环境暴露风险；衍生出的数百种有

机污染物，目前只有二噁英及小部分被识别，潜在环境风险巨大；产生的超微

颗粒物(小于 PM2.5)依靠目前的过滤和吸收技术难以去除，对人体健康造成威

胁。如何使污泥回田，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土地利用不仅在处理技术上面临风险，并且受到相应政策对污泥土地利用

的限制。处理技术上主要存在的风险在于难以处理的重金属。虽然会对污泥的

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但是由于重金属具有累加效应，生长多年的植物还是有

可能累积重金属超标，间接对人体造成危害。 

污泥的处置方法在不断的发展，目前国外污泥处置总趋势是，污泥消化大

面积应用，污泥填埋被进一步制止，污泥焚烧越来越少。对于重金属含量低的

污泥，可以采用好氧/厌氧消化稳定处理后土地利用；重金属含量高的污泥可以

采用干化焚烧、协同焚烧（电厂、水泥窑）重金属固化方式作为过渡性方案，

单独污泥焚烧要慎重评估泥质是否稳定以及全生命周期成本和环境风险。而中

国各个城市不可能仅局限于单一的污泥处置方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才

能确定合适的污泥处置方法，如：(i)污泥的数量和性质；(ii)当地相关法律法规

和环境保护要求；(iii)实际投资情况和运行管理费用；(iv)污泥资源化利用。因

此污泥处理处置方法的选择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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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我国泥质的不确定性 

除了技术路线难以选定外，污泥处置的主体工艺选好后，以泥质为基础的

附属工艺的设计仍需要做大量工作。而我国泥质不稳定：(i)有机质比例低（发

达国家 VSS/SS 为 60%-70%，我国 VSS/SS 为 30%-50%），热值低，产气率低；

(ii)含砂量高，其原因在于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了圆形沉砂池，脱砂效率低；大

量的基建、施工建设导致泥砂水排入污水管网系统；(iii)重金属含量高，其原因

在于工业污水源头重金属处理系统不完善。因此，在具体工艺对应的污泥处置

适应性和参数方面很难把握。 

3.3.3  对污泥处理的收费补贴政策不明 

发达国家污泥处理处置的投资和运行成本一般占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的 30%-

50%，而我国目前的比例只有 10%-30%。中国处理 1 吨污水的成本大约为 1 元，

如果要使这 1 吨污水产生的污泥达到“无害化”，处理成本大约为 0.2 元。如何解

决这 0.2 元已成为污泥处理处置行业发展的重要难题。2011 年国家发改委和住

建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泥处理处置工作组织实施示范项目的通知》，

其中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应加快提出融资策略和保障措施，以确保污泥处理处置

设施建设顺利进行”。这一政策的出台促使地方政府尝试引入社会资金，来缓解

污泥处置设施建设中的资金压力。不光如此，污泥自身如果没有收费能力，单

靠政府投资，吸引社会资本就非常困难，我国污泥收费机制亟待建立。 

根据 2015 年 3 月开始实施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污水处

理费的征收标准，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

盈利的原则制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价格、财政和排水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暂时未达到覆盖污水处理设施

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的，应当逐步调整到位。”目前污

水的收费可以包含两部分费用，一是污水处理费，另一是污泥处理处置服务费。 

污水处理费要通过听证、政府审批，而污泥运营服务费则是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所应支付的费用，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选择成本最优、服务水平高的运

营企业来承担污泥处理处置的运营服务。但目前只有江苏省太湖地区、常州市、

广州市在污水处理费中划分出部分用于污泥处置，其他大部分地区对污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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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尚无明确规定。如果能将污泥处理纳入污水处理成本，必将改变过去污

泥处理率低的状况，实现“水泥并重”。 

3.3.4  部门间意见不一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还没有就污泥土地利用政策达成一致。虽然国家发改

委和住建部鼓励污泥堆肥土地利用，但目前国内污泥土地利用的道路走得异常

艰难，由于以前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长期混同处理，出于对污泥中重金属风险

的考虑，污泥制成的“有机肥”被农业部禁止进入农田，只能用作绿化土、填埋

土、路基土等。污泥能不能进土地，相关各部门能否达成一致意见是核心的问

题之一。 

3.3.5  污泥的定性问题 

我国规定将单纯用于处理城镇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作为一般

固体废物，而对于专门处理工业废水（或同时处理少量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

产生的污泥，需要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和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规定，对污泥进行危险特性鉴别。但对污泥源头上的环保

措施并没有实施严格把控。江苏印染行业发达，产生大量印染污泥。南通某窑

厂因大量购进印染污泥用来制砖，造成污泥大量堆积，臭气熏天。虽然印染污

泥制砖属于污泥资源化处置的一种可行方案，但是被运来的印染污泥在处理时

没有采用深度脱水处理，导致污泥含水率高，发酵，从而气味发臭。 

利用电厂锅炉掺烧污泥，已成业内一种常用的污泥处置方法。但锅炉和焚

烧炉的焚烧条件和烟气处理条件并不相同，在污染物捕捉对象、捕捉能力和捕

集效率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不同的污泥所涉及的污染物排放也截然不同，目前，

对混烧掺烧的污泥还没有明确规定，在这方面亟待相关政策的出台。 

3.4  污泥处理处置的政策法规 

目前我国的污泥处理处置政策法规体系与国外相比才刚刚起步，以往成熟

全面的标准规范的缺失阻碍了污泥的处置方法和资源化发展的进程。基于我国

污泥处置现状，在国家环保部和住建部的牵头下，一系列针对于污泥处理处置

的政策法规已经颁布（见图 15）。 

2015 年，在政府环境治理需求面向效果服务的导向下，我国污泥无害化处

理处置得到了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提出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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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推进污泥处理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和

资源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非法污泥堆放点一律

予以取缔。现有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应于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达标改造，地级及

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应于 2020 年底前达到 90%以上。”在《江苏省

2016 年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中要求“各地要坚持“泥水并重”的

原则，在污水处理费中专项安排污泥处理处置费用，苏南地区原则上不低于 0.3

元/立方米、其他地区原则上不低于 0.2 元/立方米，确有特殊情况的地区，可根

据当地实际安排污泥处理处置费用，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得到规范处理处

置，杜绝二次污染。”相信经过越来越多的政策法规逐步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污

泥处置工作将逐渐走向规范化，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并逐步提

高资源化利用率。 

 

图 15 我国关于污泥处理处置的政策法规 

 

 

3.5 展望  

为了不让污水处理厂辛苦作业后，污泥又把污染 “回归”自然，加速污泥处

理处置与利用的建设势在必行。 

（i）关于污泥的最终去向，国内专家的意见渐趋一致，应利用有机质弥补

我国土壤“营养”严重缺失的现状，将无害的污泥经厌氧消化或好氧发酵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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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利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作为农作物、牧场草地肥料的农用；二

是作为林地、园林绿化肥料的林用；三是作为沙荒地、盐碱地、废弃矿区的土

壤改良。 

（ii）除了技术要持续完善外，相关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应尽

快落实污泥的安全稳定处置的相关政策，尽量提高资源化比例。污泥资源化产

品含有丰富的资源与能源，只有进入市场，才能最终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应推

进污泥资源化产品被市场接受，加快污泥处理处置的资源化进程。 

（iii）在污水收费中落实污泥处理费用，也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循序渐

进逐步提高市民对污泥处理处置的认识，适时适当地提高污泥处理处置在污水

处理费用中的比例。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充分考虑污泥

处理行业的公用事业性质，以财政性资金补贴污泥处理费用。 

（iv）加快更新厂内污泥压滤设备，降低污泥出厂含水率：污泥含水率过

高，会造成后期脱水难度大、费用高，且易腐烂和散发强烈臭味，容易在运输

或处理过程中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目前一般污水处理厂出厂污泥含水率均为

75%～80%，污水处理厂出厂污泥的含水率应降到 60%以下。 

（v）严格监管污泥的运输过程，严防偷排偷放：统一要求有资质的污泥运

输公司运送污泥，车辆配置全球定位系统，监管运输路线，严防偷排偷放。 

四、总结 

江苏省人口密度大、开发强度大、经济体量大，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了制

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在对污水处理厂的整治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攻坚战

要打，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必须把对污水排放的规范管理和对污泥的合理处

置摆上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才能让污水处理厂真正在遏制水污染加剧的态势中

发挥关键作用，真正成为水资源保护最后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 

2016 年 05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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