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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造纸污泥对铬形态分布的影响和固定效果评价

何霄嘉1，许伟宁2，焦文涛3

( 1.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北京 100038;

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城市水环境科技创新基地，北京 100012;

3.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6)

摘 要: 造纸污泥作为一种工业固体废弃物添加到重金属铬污染的土壤后会对铬形态产生影响，从而起到固定铬的效果。通过

土壤培养试验和盆栽试验研究了造纸污泥对土壤中铬形态转化的影响，将造纸污泥添加比例和添加时间作为影响因素，用生物有

效性和作物铬吸收量作为定量参数，评价了造纸污泥修复铬污染土壤的效果。结果表明，添加造纸污泥使土壤中碳酸盐结合态铬

含量减少，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铬含量增加，说明造纸污泥对土壤中铬起到了固定作用。添加比例为 SP3 ( M污泥 ∶ M土壤 = 4∶ 9 ) 时

固定效果最佳，固定处理 35 d 后各形态铬基本达到稳定。添加造纸污泥提高了油菜的干重( 地上 4. 6 倍，地下 6. 5 倍) ，减少了铬

在油菜中的吸收和积累，降低了铬对油菜的生物有效性( 地上降幅 64. 55% ，地下降幅 44.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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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paper mill sludge can affect the form of heavy metal
after adding to the contaminated soil，such that it has the effect of fixing and repairing on contaminated
soil. In this study，morphological study on extraction of paper mill sludge on effect of chromium
speciation in soil was carried out，with the paper sludge addition ratio and adding time as factors and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 as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the end，the effect of paper mill sludge
on chromium contaminated soil was evaluated by pot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chromium in the soil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tent of organic bound stat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content of residual state，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ludge had a stabilization effect on the chromium in
the soil. The ratio of SP3 ( Msludge ∶ Msoil = 4 ∶ 9 ) has the best stabilization effect，and the system was
stable after 35 days. The dry weight of rape was increased by the addition of paper sludge ( 4. 6 times
above the ground，6. 5 times underground) ，which reduced the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hromium
in rape，and reduced the bioavailability of chromium to rape ( 64. 55% on the ground，44. 12%
undergr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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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污泥是造纸工业制浆、造纸和造纸废水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固体废弃物的总称。我国造纸

污泥产生量居世界之首［1］。在国内，传统处理造纸

污泥的方法仍然是填埋和焚烧，但这些方法具有成



本高、土地占用面积大以及二次污染等缺点［2］。重

金属元素铬( Cr) 主要来自电镀和制革工业，有致癌

作用，对于植物生长和人类健康都构成了极大的威

胁 ［3-4］。工程、物理、化学和植物修复等方法常被用

于处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5-7］。添加土壤

改良剂修复铬污染因具有良好的效果和便于施工等

优点而被广泛应用［8-10］。但传统的土壤固定剂因为

施加量较大，存在成本价格高的缺点。有研究［11-16］

表明，以纤维素和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造纸污泥可

较好地固定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且自身很少或不

含有害元素，对环境危害较小。利用造纸污泥这一

工业废弃物修复污染土壤成本很低，而且可以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但之前的研究多关注造纸污泥对土

壤肥力和结构产生的影响，而有关造纸污泥对铬污

染土壤治理效果的研究少有报道，尤其缺乏对铬污

染固 定 化 修 复 机 理 以 及 重 金 属 形 态 变 化 的

研究［17-18］。
通过土壤培养试验和盆栽试验研究了造纸污泥

对土壤中铬形态转化的影响，将造纸污泥添加比例

和添加时间作为影响因素，用生物有效性和作物铬

吸收量作为定量参数，评价了造纸污泥修复铬污染

土壤的效果。研究结果可为造纸污泥作为固定剂修

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实际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试验原料材料与方法

1. 1 原料

试验用造纸污泥取自江苏某纸业公司，其主要成

分如表 1 所示; 土壤采自湖南省某农田 0 ～20 cm 表层

土壤，属于黏化湿润富铁土; 污泥和土壤基本性质如表

2 所示。研究选择油菜( 湘杂油 199) 为模式作物。

表 1 造纸污泥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aper sludge /%

成分 水分 挥发分 灰分 C H N Ca Si Al
含量 40. 60 56. 31 45. 68 25. 36 2. 63 0. 13 16. 20 0. 49 0. 40

表 2 土壤和造纸污泥的基本性质
Table 2 Basic properties of soil and paper sludge

指标 土壤 造纸污泥

交换性 Ca / ( cmol·kg －1 ) 1. 07 14. 28
交换性 Mg / ( cmol·kg －1 ) 0. 47 1. 82
交换性 K / ( cmol·kg －1 ) 0. 41 0. 22
交换性 Na / ( cmol·kg －1 ) 0. 35 1. 16

交换性盐基总量 / ( cmol·kg －1 ) 2. 29 17. 48
pH 值 5. 31 8. 21

总有机碳量 /% 0. 63 25. 36

1. 2 铬形态提取

根据湘江流域土壤铬污染现状和《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值》( GB 15618—1995) 进行污染土壤模拟处

理，土壤样品中铬含量设 3 个浓度水平，Cr3 + 的含量

( CrCl3·6H2O 溶 液 ) 分 别 为 100 mg /kg ( C1 ) 、
200 mg /kg( C2 ) 、300 mg /kg( C3 ) 。污泥添加量设四

个水平:①空白对照( CK) ;②加低量造纸污泥处理，

M污泥 ∶ M土壤 = 1∶ 9( SP1) ;③添加中量造纸污泥处理，

M污泥 ∶ M土壤 = 2∶ 9( SP2) ;④添加高量造纸污泥处理，

M污泥 ∶ M土壤 = 4∶ 9 ( SP3 ) ，相应所得研究试样分别命

名为 CK、SP1、SP2、SP3。采用改进的五步连续提取

法［19］进行铬形态提取，然后用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

( 空气 － 乙炔火焰法) 其含量。
1. 3 盆栽试验

选择铬初始浓度为 200 mg /kg，设置 CK、SP1、

SP2 和 SP3 四个处理 ( 同 1. 2 中设置 ) ，每盆选苗

5 株。幼苗生长 50 d 后，称地上部和根部的鲜重，再

于 105 ℃下杀青 30 min，75 ℃烘干 48 h，称地上部

和根部的干重。油菜样品中铬分析方法依据《食品

安全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铬 的 测 定》( GB 5009. 12—
2010)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土壤培养条件下铬形态分布规律

土壤样品中 Cr 的浓度为 200 mg /kg，添加造纸

污泥前后土壤中不同形态铬分布如图 1 所示。添加

造纸污泥前土壤中铁锰氧化态铬含量最高，之后依

次为残渣态、碳酸盐结合态、有机结合态、可交换态。
与未使用造纸污泥相比，添加造纸污泥 35 d 和 90 d
后，土壤中不同形态铬的关系变为: 可交换态﹤碳酸

盐结合态﹤有机结合态﹤残渣态﹤铁锰氧化态，不

同程度增加了土壤中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残渣态和

有机结合态铬含量，并减少了土壤中可交换态和碳

酸盐结合态铬含量，SP1、SP2、SP3 效果依次增加，

90 d时效果普遍好于 35 d，表明随着改良剂使用量

的增多和时间的延长，污泥的钝化效果增强。
2. 2 造纸污泥添加比例对铬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土壤中可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中的铬极易释

放为游离态离子而被植物吸收利用，本文将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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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添加造纸污泥对 Cr 污染的红壤中

Cr 形态分布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adding paper sludge into Cr

contaminated red soil on species distribution

为较强生物有效态铬。土壤中以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存在的铬，当土壤环境缺氧或其氧化还原电位降低

时能释放到土壤溶液中被植物吸收利用。有机结合

态铬在强氧化条件下由于有机质的氧化而被释放到

土壤溶液中，本文将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有机结合

态定义为潜在生物有效态铬。土壤残渣态铬被禁锢

于矿物晶格中，可认为不具有生物有效性［20］，本文

将其定义为无生物有效态铬。
添加造纸污泥对铬污染土壤中铬的生物有效性

的影响见表 3。污泥的使用可以使 Cr 污染土壤中

较强生物有效态 Cr 含量减少，且随着污泥用量的增

加，较强生物有效态铬减少量越大。同时使潜在生

物有效态和无生物有效态 Cr 含量增加，且随着污泥

用量的增加，这两部分铬含量增加量越大。当污泥

的添加比例为 SP3 时，在土壤中 Cr 的初始污染浓度

分别为 100、200、300 mg /kg 水平下，较强生物有效

态 铬 态 含 量 降 幅 依 次 为 46. 90%、79. 44%、
81. 49%，潜在生物有效态铬含量增加倍数依次为

0. 27 倍、0. 05 倍、0. 06 倍，无生物有效态铬含量增

加倍数分别为为 0. 07 倍、0. 31 倍、0. 56 倍，说明污

泥的使用可减少供试土壤中的有效态铬含量，降低

其生物毒性，且 SP3 的添加比例为最佳添加比例。
2. 3 铬形态随造纸污泥处理时间的变化规律

在模拟 Cr 污染的土壤中以 SP3 比例添加造纸

污泥后，土壤中各形态铬随时间变化如图 2 所示。
综合考虑五种形态的变化，处理时间为 35 d 时各形

态含量可基本稳定。其中，可交换态铬含量基本不

随时间变化; 碳酸盐结合态铬含量随着时间的增长

而显 著 减 少，由 0 d 时 19. 7% 减 少 为 90 d 时 的

1. 49%，0 d 到 15 d 时间内下降速度较快，15 d 之后

缓慢下降，之后趋于稳定;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有机

结合态含量在 0 d 到 15 d 之内下降，之后上升到

35 d趋于稳定; 残渣态铬随着时间延长含量增加，由

0 d 时的 18. 3%增加到 90 d 时的 32. 5%，0 d 到15 d
时间内增加速度较快，15 d 之后缓慢增加。

表 3 添加造纸污泥对污染红壤中 Cr 的

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paper sludge addition on Cr

bioavailability in red soil

Cr 初始

污染浓度 /
( mg·kg －1 )

造纸污泥

添加比例

编号

较强生物

有效性态

含量 /%

潜在生物

有效性态

含量 /%

无生物

有效性态

含量 /%

100

CK 6. 676 51. 289 42. 035
SP1 7. 864 50. 750 41. 486
SP2 4. 698 59. 706 39. 895
SP3 3. 545 64. 941 45. 130

200

CK 12. 782 64. 011 30. 907
SP1 7. 590 58. 958 33. 451
SP2 3. 304 61. 033 25. 663
SP3 2. 628 66. 848 40. 524

300

CK 14. 133 71. 538 19. 328
SP1 8. 018 69. 020 22. 962
SP2 2. 995 70. 754 26. 250
SP3 2. 615 67. 266 30. 119

图 2 添加造纸污泥后( SP3) 红壤中 Cr 的五种

形态随时间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five Cr species over time after adding

paper sludge in red soil

2. 4 造纸污泥修复铬污染土壤的盆栽评价

添加造纸污泥不同比例 50 d 后的油菜生长对

比照片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不添加造纸污泥

的油菜矮小、稀疏，植株发黄，说明铬严重影响了油

菜的生长。添加造纸污泥处理的植株则高大密集且

翠绿，并且 造 纸 污 泥 的 添 加 量 越 大 ( SP3 ＞ SP2 ＞
SP1) ，油菜的长势越好，说明造纸污泥的添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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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油菜的生长。

图 3 不同处理油菜生长对比照片
Fig. 3 Photos of rape growth in control and treated soil

造纸污泥对模拟铬污染土壤油菜地上部和地下

部干重的影响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添加造纸

污泥均可显著提高油菜植株的干重，其中对于地上部

的生长改良作用更明显。与空白对照 CK 植株干重

0. 867 mg /株相比，SP1 植株干重增至 3. 073 mg /株，

增幅大于300%。植株干重随着土样中造纸污泥所占

比例的增加不断上升。这一结果与图 3 观察到的植

株生成情况一致。地下部分干重整体随着造纸污泥

所占比例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其中 SP3 植株的地上

干重是 CK 的 4. 6 倍，地下干重是 CK 的 6. 5 倍。

表 4 造纸污泥对油菜地上部和地下部干重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paper sludge on the biomasses

of shoots，roots of rape seedlings

/ ( mg·株 － 1 )

试验编号
干重含量

地上部 地下部

CK 0. 867 0. 217
SP1 3. 073 0. 627
SP2 3. 300 0. 800
SP3 3. 956 1. 413

油菜对 Cr 的吸收情况和添加造纸污泥后的影

响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添加造纸污泥均可显

著降低 Cr 在油菜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累积。油菜地

上部分 Cr 的含量在污泥添加量最大时( 试样 SP3 )

达到 15. 97 mg /kg，比对照处理的 45. 04 mg /kg 降低

了 64. 55%，并呈现随着污泥用量的增加，抑制铬在

油菜地上部的减少量先增加后降低。随着污泥的添

加量增大，油菜地下部 Cr 含量逐渐下降，在 SP3 用

量时，土壤中铬含量达到最大值 44. 12%。

3 结论

1) 添加造纸污泥可改变 Cr 污染土壤中 Cr 形态

的分布，降低土壤中 Cr 的生物有效性，使得红壤中

图 4 空白样和采用不同方式处理后油菜中

的 Cr 含量
Fig. 4 Cr contents in ground part of blank samples an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碳酸盐结合态 Cr 含量减少，有机结合态 Cr 含量增

加和残渣态含量增加，有效修复铬污染土壤。
2) 添加造纸污泥修复 Cr 污染的褐土和红壤的

最适宜添加量为 4∶ 9( 造纸污泥∶ 土壤) 。
3) 添加造纸污泥后，重金属 Cr 的形态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35 d 时各形态含量基本趋于稳定。
4) 添加造纸污泥后油菜生长状态显著提高，污

泥可以提高油菜地上部和地下部的干重，添加比例:

造纸污泥∶ 土壤加量 = 4∶ 9时，地上植株干重是不添

加试样的 4. 6 倍，地下植株干重是不添加试样的

6. 5 倍。Cr 在油菜地上部、地下部的吸收积累都会因

为造纸污泥的添加而显著减小，油菜地上部分 Cr 的

含量在污泥添加量最大时达到最小值 15. 97 mg /kg，

降低了 64. 55% ; 油菜根部 Cr 的含量在 SP3 处理时达

到最小值，降幅达 4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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