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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蚯蚓处理造纸污泥新技术

——亚太森博公司利用蚯蚓处理污泥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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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目前国内造纸工业利用蚯蚓处理造纸污泥情况。重点论述了亚太森博公司利用蚯蚓处理污

泥项目的进展情况(蚯蚓繁殖，污泥处理，蚯蚓粪利用)。从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介绍该

项目作为t亏泥处理新技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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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在环

境温度为4～280C时生长良好，最适

pH值为6．5～7．5。蚯蚓具有增强土

壤中N、P循环的作用。目前随着

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固体废弃

物的产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危害，

这其中就包括城镇污泥及造纸污泥

等⋯。利用蚯蚓处理垃圾是近20年

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采用蚯蚓

处理污泥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

一些特点，可将污泥稳定和污泥脱

水在一个过程中完成，其中包括了

物质富集与扩散、合成与分解、拮

抗与协同等多种自然调控过程的集

成。因此，蚯蚓生态系统处理污泥

具有较高的能量转换率和资源利用

率，提供了污泥资源化的可能和途

径【21。

1背景介绍

造纸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有害

物质，如寄生虫卵、病原微牛物、

细菌、合成有机物及熏金属离子

等，对环境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pJ。为此世界各困专家学者都在不

断深入开展污泥处理方面的研究。

利用蚯蚓处理造纸工业污泥最初起

’源于国外，欧美一些国家及日本等

的专家学者最先开展蚯蚓的无害化

处理污泥研究，在理论及实际的应

用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波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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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厂利用蚯蚓处理污泥，得到

一种无气味、类似腐殖质的、含有

高营养价值的产品。研究表明，

蚯蚓能破坏污泥的含脂块状结构，

生成一种适于作植物生长培养的

蚯蚓肥料。在波兰Brezesko的一个

T厂里，用蚯蚓有效地处理废水筛

余物。该厂培养200m2的蚯蚓，从

180m2的废水筛余物中生产了80m3

的蚯蚓肥料14J。

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及应用较

少，江苏常熟尊龙养殖技术有限公

司是利用该技术比较成熟的公司。

该公司同常熟理文造纸公司达成协

议，每天用蚯蚓处理造纸厂送来的

污泥，实际运行效果不错。华川集

团造纸厂用蚯蚓对造纸污泥进行无

害化处理。蚯蚓分解每吨污泥处理

成本仅需17元左右，这样每年可为

企业省下200多万元，并实现造纸

污泥的无害化处理。蚯蚓活动在一

定程度上中和了污泥的弱碱性，使

pH值接近巾性；对污泥巾的有机污
染物降解率较大，蚯蚓活动提高了

污泥中总氮含量，改善了污泥的供

氮水平。降低了污泥水溶性有机碳

的含量【5 J。

2处理造纸污泥的方法比较

对目前闭内众多造纸企业来

说，污泥处理不是以经济效益和盈

利为主，而是以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环境污染为目标。污泥处理应以

“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为目

的，才能更好的指导国内企业处理

好污泥【6J。

污泥处理技术主要有污泥浓

缩脱水、耗氧消化、厌氧消化、干

化、堆肥和焚烧等[_71。表l为各种处

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目前国家已明令禁止污泥

等固体废弃物进行填埋。采用焚

表1造纸污泥不同处理方法分析比较

收稿日期：2008．03．21(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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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匾
烧法处理排放的尾气含有HCl、

So，、No。C02、co、二Ⅱ恶英、

少量重金属和烟尘等污染物，对

环境不利【7】。堆肥是一项低成本技

术，而且国内外的技术已经很成

熟，堆肥可以消除臭味，杀死病

菌，从而更有利于植物吸收。但

在过程中需要添加调理剂、膨松

剂等来调整原料的适应性，这方

面增加了一些成本投入¨j。虽然目

前在国内还很少有企业采用蚯蚓

处理污泥，但其能真正达到“减

量化、稳定化、无害化”目标，

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3亚太森博公司利用蚯蚓处理污

泥项目

山东亚太森博有限公司(简

称亚太公司)年产漂白硫酸盐浆30

万t，纸板1 7万t。公司日产污水

24000m3，经过一级物理处理、二

级好氧生物处理和三级絮凝脱色处

理后，废水的CODc，<100mg／L，

BOD5<30 mg／L，SS<30 mg／L，

pH值6～9，色度<50倍，远低于

国家标准和省级标准。污水处理

厂每天排放的污泥量约1 20 t(含水

82％)。如此多的量处理起来是一

个难题，鉴于此，亚太公司决定，

开展蚯蚓处理污泥项目。

3．1蚯蚓繁殖及污泥处理情况

亚太公司于2 00 7年9月初

从常熟尊龙公司购蚯蚓种“尊

龙一号”约3万条，平均分配到

80个饲养池里面(水泥制，规格

2m×lm×0．3m)。

项目原料：污水车间污泥(水

分82％左右，每个饲养池装0．6m3

污泥)；蚯蚓种(每池投放约400条，

蚯蚓体长平均5cm)。
项目周期：90天。

项目设备及工具：蚯蚓罐、铁

锹、木制耙子、小推车等。

在整个项目周期内(2007年9月5

日～12月5日)，蚯蚓在污泥内生长、

繁殖及处理活动情况非常良好。

(1)蚯蚓繁殖能力强

l条蚯蚓种在适宜温度和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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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每隔1周左右产卵1次，每个卵里

面含有数条蚯蚓(见图l、图2)。现

场观测到，随着日寸间推移，池内的

卵及小蚯蚓越来越多，如此循环，

经过2个多月的繁殖，目前经人工

统计每个池内约有5000条蚯蚓，是

最初投放量的10倍。可以说这种蚯

蚓的繁殖能力相当强，而且每条蚯

蚓的平均寿命为3年，可以从数量

上保证蚯蚓处理污泥的规模。

(2)蚯蚓适应性好

亚太公司的污泥重金属含量非

常少，而且污泥的pH值在6．5～7．5，

完全符合蚯蚓的牛长环境。，污泥里

含有大量有机物质，这为蚯蚓的进

食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从前期观察

看，蚯蚓并没有发生叛逃或者在污

泥里有剧烈的挣扎等活动。由于蚯

蚓的生长环境为4～28℃，对于R照

这种北方城市来说，冬季口平均气

温低丁4℃，因此采取堆高蚯蚓床

的方法，即将蚯蚓床堆至0．5～0．7m

高，上面铺一层芦苇垫子，完全可

以保证蚯蚓正常的活动及繁殖。另

外江苏常熟尊龙公司地处南方，夏

季日平均气温高于28℃，该公司

也是采用相似的办法，将蚯蚓床堆

高，同时在蚯蚓床上面铺遮盖物避

暑，有条件的还可以在蚯蚓床周围

种植一些枝叶比较宽大的农作物。

这种效果不错，从而也证明蚯蚓的

适应性较好。

(3)污泥处理稳定快速

据资料介绍，1条蚯蚓1天处理

污泥量能达No．4 g，5000条蚯蚓

每天可以处理2 kg的污泥。而且蚯

蚓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蚯蚓在消

化污泥的同时会排出蚯蚓粪，基本

上蚯蚓会逐层吃掉污泥，这样污泥

的处理会很稳定，不会出现有的部

分处理完毕，而有的部分还没有处

理的情况。

3．2蚯蚓粪利用

蚯蚓粪黑色、质轻、粒细均

匀、无异味、十净卫生、保水保

肥、营养全面，结构及功能特殊，

可应用于各种植物，甚至可用于鱼

虾的养殖。蚯蚓粪无味，易被植物

吸收，富含腐殖酸和大量的微量元

素，完全可以作为有机肥料使用。

亚太公司实际所产生的蚯蚓粪

利用效果也不错，蚯蚓粪便可直接

投放到菜苗根部即可。另外还将蚯

蚓粪放到花盆中种植花草(见图3及

图4)。

亚太公司对污泥及蚯蚓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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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分化验对比，其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哑太公司造纸污

泥中N、P、K及其他营养元素含量

较少，重金属含量低于国家标准。

而经蚯蚓处理污泥后的蚯蚓粪其

N、P、K及其他营养元素含量等均

有明显改善。蚯蚓粪N、P、K总含

量4．19％，有机质含最44．89％，符

合农业部商品有机肥行业标准(N、

P、K总含量≥4％，有机质含量

≥30％)；含有一定量的钙、镁、

铁、锰、铜、锌等作物需要的中微

量元素；其重金属含量低于农业部

商品有机肥重金属含量的标准。根

据以上结果，亚太公司蚯蚓粪符合
商品有机肥标准，可直接生产商品

有机肥或添加无机养分生产有机

无机复合肥；符合城镇垃圾农用标

准，也可直接用于农田。

4蚯蚓处理污泥项目效益分析

4．1经济效益

利用蚯蚓处理污泥，消化后的

蚯蚓粪肥效和农用肥相当，可以广

泛用丁农作物、园艺花卉、草坪及

市政绿化等，蚯蚓粪是一个方面的

经济效益，每吨蚯蚓粪售价至少200

元以上。另一方面蚯蚓的繁殖能力

很强，蚯蚓的价格不一{#，1吨养殖

蚯蚓的粪料一般能生产出鲜蚯蚂120

kg，售价可到20-30元／kg。如果规

模化，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4．2环保效益

亚太公司利用蚯蚓处理造纸

污泥的最大优势是整个处理过程能

达到零污染，而且污泥中的一些杂

表2亚太森博公司污泥与蚯蚓粪成分化验分析

质、细菌等经过蚯蚓活动后会被消 造纸污泥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除，污泥的臭味也会随之消失，处 5．2 利用蚯蚓处理造纸污泥得到
理后的蚯蚓粪无味，基本上和农田 的蚯蚓粪及蚯蚓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中的土壤相差不大。

益，同时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环保效

4。社拿挚益．． 益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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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隆重庆祝美利纸业上市1口周年

2008年6月7日，美利纸业上市

10周年庆典活动在中冶美利工业园区

中心广场隆重举行。中冶美利纸业公

司领导刘崇喜、王新、孔繁仪、周立

东、赵平、刘玉芳等出席会议，党委

副书记闰学廷主持会议。

会上，中冶美利纸业董事长刘崇

喜发表了题为“训练修为强化执行自

强商海”的重要讲话，股份公司党委

《中国造纸》2008年第27卷第7期

书记赵连学、浆纸公司总经理周立东

分别作了发言。有400多家单位分别以

不同形式对美利纸业上市10周年表示

了祝贺。
‘

6月8日，各子公司组织开展了

“总结过去开创未来我为美利做贡

献”的大讨论，分别就上半年工作总

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上市公司今后

的发展方案、美利纸业发展规划等议

题进行了探讨。

1998年6月9日，美利纸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完成了从小型

企业向大型企业的转变。此后，公司

用募集资金进行了三期工程扩建，新

上了10多条造纸和相关生产线，为企

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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