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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采用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
耦合解毒方法，
将污泥、碳源及硫酸盐配制成药
剂施用于含Cd土壤中，
随后采用特殊的施工及养
护方式，
使还原生态菌剂逐渐渗入地下，
将深层
受污染土壤Cd还原。该法可以低成本且高效的对
污染深度较高的含Cd场地进行修复，
同时以废治
废，
将污泥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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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其特征是，
包含以下步骤：
(1)将硫酸钠、污泥及碳源溶液按照一定比 例混合，
使混合后溶液干污泥含量为0 .120%，
含固率0 .5-25% ,有机碳含量0 .5-25%，
SO4/有机碳的质量比为1: 1，
混合后的溶液反应
0-5天，
获得Cd土壤修复药剂；
(2)将含Cd场地表层1-10m土壤开挖出来，
随后在开挖后的场地底部铺设带有网眼的土
工膜，
开挖场地四周铺设防渗材料，
建成半封闭堆场；
(3)将步骤(2)中的土壤破碎至10mm以下，
平铺在半封闭堆场上，
随后使用步骤(1)所述
药剂喷洒混合，
混合比例为含Cd土壤与药剂的质量比为1:(0 .1-0 .8) ，
随后放置于步骤(2)
的半封闭堆场封闭堆存；
(4)堆存期间，
在初期5-100天内保持土壤含水率在5-60%范围，
同时每隔1-200天向场
地喷灌步骤(1)所述的土壤修复药剂或者碳源溶液，
数次喷洒药剂或者碳源溶液中的累积
有机碳与整个场地含Cd总量之比要求不低于0 .5:1；
要求场地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在200mm以
上，
不足则采用表面喷洒水的方式进行补充，
使药剂能够不断的向下层渗流。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其特征是，
所述的
污泥为污水处理厌氧工艺所产生的厌氧污泥，
也可掺加部分兼氧污泥。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其特征是，
所述的
碳源溶液可以为含有酒精、糖类、
蛋白质或淀粉的溶液，
也可以为有机固体废物的溶液，
也
可以为工业及市政有机废水，
所述的硫酸钠可以被其它硫酸盐替代。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其特征是，
所述的
表面喷洒水中的水可以被有机溶液替代，
有机溶液的有机碳含量为10-1000mg/L。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其特征是，
步骤
(2)所述铺设带有网眼的土工膜材质可以是难生物降解材料，
也可是生物降解材料；
网眼土
工膜中的小孔当量直径在1-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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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处理Cd污染土壤的方法，
将污泥、碳源及硫酸盐配制成药剂
施用于含Cd土壤中，
随后采用特殊的养护方式，
可以高效的还原Cd，
同时避免了硫酸盐的二
次污染，
属环境保护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矿山开采、
冶金废水任意排放，
造成了大量土壤被Cd污染。
目前处理含镉土壤
的方法都有缺陷。高温熔融法成本高，
耗能大。生物法反应周期长，
且容易造成外来生物菌
剂 的 二 次 污 染 。固 化 法 效 果 不 稳 定 ，且 固 化 剂 容 易 对 土 壤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专 利 号
201510056406 .6介绍了一种含重金属土壤的固化方法，
但该方法使用了大量的材料，
成本
较高，
另一方面固化效果不稳定，
如加入的氧化钙在自然条件下易发生碳酸化作用，
使得碱
性固化效果降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采用一种重污染场地Cd原位及异位耦合解毒方法，
将污泥、
碳源及硫酸盐配制成药剂施用于含Cd土壤中，
随后采用特殊的施工及养护方式，
使
还原生态菌剂逐渐渗入地下，
将深层受污染土壤Cd还原。该法可以低成本且高效的对污染
深度较高的含Cd场地进行修复，
同时以废治废，
将污泥进行了处理。
其包含以下步骤：
[0004]
(1)将硫酸钠、污泥或碳源溶液按照一定比 例混合，
使混合后溶液干污泥含量为
0 .1-20%，
含固率0 .5-25% ,有机碳含量0 .5-25%，
硫酸盐(以SO4记)/有机碳的质量比为(01): 1，
混合后的溶液反应0-5天，
获得Cd土壤修复药剂；
[0005]
(2)将含Cd场地表层1-10m土壤开挖出来，
随后在开挖后的场地底部铺设带有网眼
的土工膜，
开挖场地四周铺设防渗材料，
建成半封闭堆场；
[0006]
(3) 将步骤(2)中的土壤破碎至10mm以下，
平铺在半封闭堆场上，
随后使用步骤
(1)所述药剂喷洒混合，
混合比例为含Cd土壤与药剂的质量比为1:(0 .1-0 .8)；
[0007]
(4) 堆存期间，
在初期5-100天内保持土壤含水率在5-60%范围，
使生化反应得以
进行，
在场地内大量繁殖硫酸盐还原菌；
同时每隔1-200天向场地喷灌步骤(1)所述的土壤
修复药剂或者碳源溶液，
数次喷洒药剂或者碳源溶液中的累积有机碳与整个场地含Cd总量
之比要求不低于0 .5:1；
要求场地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在200mm以上，
不足则采用表面喷洒水
的方式进行补充，
使药剂能够不断的向下层渗流。
[0008] 上述步骤中，
所述的污泥为污水处理厌氧工艺所产生的厌氧污泥，
也可掺加部分
兼氧污泥。所述的碳源溶液可以为含有酒精、糖类、
蛋白质或淀粉的溶液，
也可以为含工业
有机垃圾或餐厨垃圾的溶液，
也可以为工业及市政有机废水，
所述的硫酸钠可以被其它硫
酸盐替代。所述的表面喷洒水中的水可以被有机溶液替代，
有机溶液的有机碳含量为101000mg/L。 步骤(2)所述铺设带有网眼的土工膜材质可以是难生物降解材料，
也可是生物
降解材料；
网眼土工膜中的小孔当量直径在1-100mm。
3

CN 105964684 B

说

明

[0009]

书

2/3 页

该法通过特殊的生态药剂添加及特殊的场地养护，
促使场地大范围的形成以硫酸
盐还原菌为主的菌群，
该菌群首先能够利用碳源有效还原Cd，
同时充分利用硫酸盐，
将其转
化为硫化物，
有效还原Cd同时，
将Cd转化为更稳定的硫化Cd沉淀。
[0010]
相比传统的含Cd土壤处理方法，
本方法有如下优势：
[0011] 1．
污泥菌剂中的硫酸盐还原菌还原硫酸盐，
生成硫化物，
可更加有效固定Cd的同
时；
[0012] 2．
所培养的硫酸盐还原菌群本身为土著菌群，
自然耐受力强，
容易在场地大规模
繁衍，
可以持久有效固定Cd，
且不会造成生态问题；
[0013] 3．
还原后的Cd与硫酸盐还原菌代谢产物硫化物形成硫化Cd沉淀，
使得土壤中Cd更
加稳定，
显著优于其它生化工艺；
[0014] 4．
该法使用污泥及有机废物作为主要原料，
大大减少了成本；
[0015] 5．
该法对深层土壤采用的是原位修复，
避免了深层土壤的挖掘，
大大降低了成本。
[0016] 具体实施实例如下：
[0017] 实施例1：
[0018]
(1)将硫酸钠、污泥或碳源溶液按照一定比 例混合，
使混合后溶液干污泥含量为
0 .1-5%，
含固率0 .5-5% ,有机碳含量0 .5-5%，
硫酸盐(以SO4记)/有机碳的质量比为0 .7: 1，
混合后的溶液反应2天，
获得Cd土壤修复药剂；
[0019]
(2)将含Cd场地表层10m土壤开挖出来，
随后在开挖后的场地底部铺设带有网眼的
土工膜，
开挖场地四周铺设防渗材料，
建成半封闭堆场；
[0020]
(3)将步骤(2)中的土壤破碎至5mm以下，
随后与步骤(1)所述药剂混合，
混合比例
为含Cd土壤与药剂的质量比为1:0 .5，
随后放置于步骤(2)的半封闭堆场封闭堆存；
[0021]
(4) 堆存期间，
在初期20天内保持土壤含水率在5-60%范围 ，
使生化反应得以进
行，
在场地内大量繁殖硫酸盐还原菌；
初始100天每隔2天向场地喷灌步骤(1)所述的土壤修
复药剂或者碳源溶液，
后期相隔天数超过20天，
数次喷洒药剂或者碳源溶液中的累积有机
碳与整个场地含Cd总量之比要求不低于0 .5:1；
通过自然降雨及人工喷洒，
使场地每年的平
均降水量在500mm。工程实施2年后，
深层20米以上土壤Cd含量均低于2mg/kg，
地下水含Cd量
低于0 .1mg/L。
[0022] 实施例2：
[0023]
(1)将硫酸钠、
污泥或碳源溶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使混合后溶液干污泥含量为515%，
含固率5-15% ,有机碳含量5-15%，
硫酸盐(以SO4记)/有机碳的质量比为0 .5: 1，
混合后
的溶液反应1天，
获得Cd土壤修复药剂；
[0024]
(2)将含Cd场地表层5m土壤开挖出来，
随后在开挖后的场地底部铺设带有网眼的
土工膜，
开挖场地四周铺设防渗材料，
建成半封闭堆场；
[0025]
(3)将步骤(2)中的土壤破碎至5mm以下，
随后与步骤(1)所述药剂混合，
混合比例
为含Cd土壤与药剂的质量比为1:0 .5，
随后放置于步骤(2)的半封闭堆场封闭堆存；
[0026]
(4) 堆存期间，
在初期20天内保持土壤含水率在5-60%范围 ，
使生化反应得以进
行，
在场地内大量繁殖硫酸盐还原菌；
初始100天每隔2天向场地喷灌步骤(1)所述的土壤修
复药剂或者碳源溶液，
后期相隔天数超过20天，
数次喷洒药剂或者碳源溶液中的累积有机
碳与整个场地含Cd总量之比要求不低于0 .5:1；
通过自然降雨及人工喷洒，
使场地每年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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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水量在500mm。工程实施1年后，
深层40米以上土壤Cd含量均低于2mg/kg，
地下水含Cd量
低于0 .1mg/L。
[0027]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进行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替
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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