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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溶解性化学需氧量（SCOD）、
紫外可见光谱及污泥内源呼吸耗氧速率等指标，
探讨了不同剂量 γ-射线对不同含水率剩余污

泥的辐照效果。结果表明，
经 γ-射线辐照处理后，
污泥上清液的 SCOD 随着辐照剂量的升高而不断增加；
相同辐照剂量下，
污泥含水率越低，
SCOD 值增幅越大：
原污泥 SCOD 均不足 100 mg/L，
经 20 kGy 辐照后，
含水率 99%、
97%和 90%污泥的 SCOD 分别增至 348 mg/L、
1 120 mg/L
和 2 050 mg/L。三种含水率污泥的上清液吸光度均随着辐照剂量的升高而增加，
与未辐照样品相比，
辐照后污泥上清液在 240 nm~300 nm
波段出现新吸收带。SCOD 和 UV-vis 分析结果均表明，
污泥细胞组分被 γ-射线破碎。三种含水率污泥的内源呼吸耗氧速率均随着辐照剂量
的升高而迅速降低，
30 kGy 时均接近 0，
表明污泥微生物在 γ-射线辐照下被大量灭活。研究还表明，
碱处理可以明显促进污泥的辐射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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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γ -ray radiation effects on residual sludge with different moisture contents were studied by measuring soluble
COD（SCOD），
UV-vis spectra and endogenous respiration oxygen uptake rate（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COD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radiation dose，
and more SCOD was generated by sludge with lower moisture content. With all
the original SCOD less than 100 mg/L，SCOD was increased to 348，1，120 and 2，
050 mg/L after 20 kGy irradiation with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99%，97% and 90% respectively. A new absorption band near 240 nm~300 nm for all irradiated samples
indicated that cellular components of sludge were broken to smaller molecules. Endogenous respiration oxygen uptake rate of
the irradiated sludge decreased rapidly with increasing of radiation dose，and were all near 0 after 30 kGy radiation for sludge
with moisture content of 99%，
97% and 90%，
which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microorganism in the residual sludge were
killed by γ -ray.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alkaline pretreat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hydrolysis of sludge cell
components.
Key words：residual sludge；γ-ray；SCOD；moisture content

随着城市污水处理率的不断提高，我国每年排放

高能电磁波，有 1.17 MeV 和 1.33 MeV 两种能量。许

的剩余污泥量日渐增长。它们不仅体积庞大，而且含

多研究表明，
利用 60Co 源 γ-射线辐照污泥可以同时做

有大量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因此，开发

到：有效减少污泥固体量；提高污泥脱水和可生化性

高效、经济、易于操作的剩余污泥处理工艺，已成为环

能；杀灭致病微生物；降低污泥臭度；降解污泥中的难

境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降解物质[1-3]。其他污泥处理方法很难同时起到这些效
果，
而且 γ-射线辐照治理过程中无需添加化学试剂和

Co 源 γ-射线是 60Co 原子在衰变过程中产生的

60

《环境科学与技术》编辑部：
（网址）ｈｔｔｐ：／／ｆｊｋ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电话）０２７－８７６４３５０２（电子信箱）ｈｊｋｘｙｊｓ＠ １２６．ｃｏｍ
收稿日期：2010-07-01；修回 2010-09-01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科技项目（09JC1416900）
作者简介：郑忆枫（1986-），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水污染控制，
（电话）021-39194528（电子信箱）zyf0606@126.com；
* 通讯作者，
（电话）
021-39194680（电子信箱）caochangqing@sinap.ac.cn。

第6期

郑忆枫，
等

γ- 射线对不同含水率剩余污泥的影响

145

调节反应温度，
因此其工艺控制非常简单。德国在 1973
年即建立了第一个用 60Co 源 γ 射线处理剩余污泥的
装置[4]，
并成功运行了 20 年[1，3]。印度在 1992 年也建立
了 γ 射线处理剩余污泥的装置，至今仍运行良好[5]。
国外对 γ 射线治理剩余污泥的效果和工艺进行
了大量研究，
但国内相关研究非常少[1，3]。袁守军等[6]和
赵永富等 [7]曾对 60Co 源 γ-射线处理剩余污泥进行了
实验研究，探讨了剩余污泥在经过 γ-射线辐照后的
厌氧消化特性和对农作物生长及品质的影响。本文将

污泥浓度均采用辐照前的原始 MLSS 浓度。

以不同含水率的实际污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剂
量 γ-射线辐照对不同含水率剩余污泥的作用，并初

2

步研究了 pH 对 γ-射线辐照污泥的影响。

2.1

1
1.1

材料与方法
污泥来源

结果与讨论

辐照剂量和含水率对 SCOD 的影响
物质对 γ-射线的吸收剂量用 kGy（千戈瑞）表示，
1 kGy=1 kJ/kg，即 1 kg 被辐照物质吸收 1 kJ 能量[8]。
由此可知，1 t 水吸收 3.6 kGy 辐射能量在数值上相当

污泥取自上海市嘉定新城污水处理厂，为二沉池
回流污泥，
其含水率约为 99%。自然沉降并除去占 2/3

于一度电能（1 kWh=3.6×106 kJ）。含水率分别为 99%，
97%和 90%污泥在不同剂量 γ-射线辐照下，所得污泥

体积的上清液，即得含水率约 97%污泥。含水率约

上清液 SCOD 的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97%污泥经 1 800 r/min 离心 2 min 后，再除去占 7/10
体积的上清液，即得含水率约 90%污泥。
1.2 仪器与试剂
所用仪器有 TGL-16M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YSI-5100 型电极式溶解氧测定仪，日立 UV-3010 紫
外分光光度计，Hach DR/890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等。
60
Co 源由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提供。所有试剂
均为售分析纯。
1.3

辐照方法

约 100 mL 污泥装入带出气孔的圆形玻璃瓶中，
置于标定好剂量的位置辐照，辐照时间为 6 h。受实验

由图 2 可知：污泥 SCOD 随辐照剂量的提高而提
高；相同辐照剂量下，污泥含水率越低，其 SCOD 值增

条件所限，
辐照过程中不加搅拌。

幅越大。原污泥的 SCOD 均不足 100 mg/L，经 20 kGy
辐照后，含水率 99%，97%和 90%污泥的 SCOD 分别增

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
分 析 指 标 主 要 是 溶 解 性 化 学 需 氧 量（soluble
chemical oxygen demand，
SCOD）、
污泥上清液 UV-vis
光谱和污泥内源呼吸（endogenous respiration）耗氧速

至 348 mg/L，1 120 mg/L 和 2 050 mg/L。
污泥 SCOD 升高是由于 γ 射线与 H2O 作用生成
的活性自由基（H2O→·OH ++H ++eaq -等，有 O2 时·H

率（OUR）。辐照后，
污泥经 4 500 r/min 离心 40 min，
取
其上清液分析 UV-vis 光谱和 COD，
后者即为 SCOD。
含水率 99%、97%和 90%污泥在辐照后，经 4 500
r/min 离心 2 min 后除去上清液（目的是去除污泥中可
降解有机物），再分别用自来水稀释到原体积的 1 倍、

和·eaq-转化为·HO2 和·O2- [8]）与污泥组分作用，生成了
可溶解的有机物。辐照剂量越大，污泥组分分解越多，
这与袁守军等[6]和 Kim 等[9]的结果一致。在这个过程
中，除了污泥微生物细胞被破坏以外，污泥中的难降
解有害有机物如 PAH 等，大部分也被降解成小分子

3 倍 和 10 倍 ，所 得 污 泥 用 于 OUR（Oxygen Uptake
Rate）实验。OUR 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广口瓶有效容

物质[2]。
同一剂量下 SCOD 随含水率下降而升高可能有
两个原因，一是含水率越低时，污泥中有机物浓度越
高，其与活性粒子反应的机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本
实验过程中未加搅拌，因此辐照过程中污泥会有一定
沉降，含水量越高污泥下降越多，这导致上层清液中

1.4

积为 300 mL。实验过程中，先曝气至 DO 饱和，然后
停止曝气并开始实时记录 DO 下降（为一直线）。由该
直线斜率和污泥浓度可计算污泥的内源呼吸耗氧速
率，
单位是 mgO2（
/ gMLSS·h）。为便于比较，本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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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溶解性有机物被辐照降解：在辐照 6 h 后，含水
率 90%污泥的污泥液面几乎不下降，含水率 97%污泥
的液面下降均小于总高度的 1/2，含水率 99%污泥的
液面下降均大于总高度的 3/4。由于 SCOD 是由较小
分子组成，这有利于污泥的进一步减量化，例如可以
降低污泥的厌氧消化时间[10]，或者有利于污泥作为生
物处理的 C 源和 N 源使用[9]。
实验还发现，对于同一含水率污泥，辐照剂量越
大，
污泥沉降越多。对于含水率 97%污泥，辐照 4 kGy
后下降约 3.2 cm，辐照 20 kGy 后则下降约 5.5 cm（辐
照前液面高度约 12 cm）。这表明辐照有利于提高污
泥的沉降性能。而 Waite 等[11]的研究还表明，污泥中微
生物释放胞内有机物的同时，部分结合水也可被释放
出来，从而有利于提高污泥的可脱水程度。
2.2 辐照剂量和含水率对 UV-vis 光谱的影响
不同含水率污泥经过辐照处理，离心后的上清液
用去离子水稀释 6 倍后，所得 UV-vis 光谱结果分别
见图 3~图 5。与未辐照样品相比，辐照后的污泥在
240 nm~300 nm 范围内出现了新的吸收带。蛋白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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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在该范围内具有较强烈的吸收，因此可以推测，
污泥中微生物细胞的破坏生成了类似物质。
图 3~图 5 中该吸收带的增长，表明随着辐照剂量
的增加，
有更多污泥微生物细胞被破坏。而由图 3~图 5
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同一辐照剂量下，污泥含水率越
低，
该吸收带的增幅越大。上述趋势均与 SCOD一致，
这是由于它们均与污泥微生物细胞的溶解有关。
2.3 辐照剂量和含水率对污泥内源呼吸 OUR 的影响
污泥经辐照处理后，内源呼吸耗氧速率的变化如
图 6 所示。内源呼吸是在没有外界碳源时，污泥微生
物利用自身物质进行的呼吸[12]。因此，内源呼吸 OUR
可以间接反映污泥中活性微生物量。

可以看到，同未辐照时相比，三种含水率污泥的
内源呼吸 OUR 均随着辐照剂量的升高而迅速降低；
含水率低时，OUR 下降更快；含水率 97%和 90%污泥
在剂量大于 20 kGy 后 OUR 变化不明显；
剂量 30 kGy
时 OUR 都接近 0。可见，污泥微生物在辐照下被大量
灭活。国外研究表明，2~6 kGy 辐照剂量足以将剩余
污泥中有害的细菌（包括病原体和寄生虫）杀灭至安
全水平[4-5]。在本实验中，由于辐照时未加以搅拌使污
泥混匀，导致细菌在辐射剂量较高的情形下仍有一定
成活率。
2.4 酸碱预处理的影响
对含水率 97%的污泥，分别用 H2SO4 和 NaOH 调
节 pH 至 3 和 11 后进行辐照，辐照后测定所得上清液
SCOD 变化见图 7。可见，酸性条件不利于污泥组分的
辐射溶解。而碱处理本身是一种水解污泥组分的方
法，由图 7 可知，它与辐射处理共同使用，可以大幅提
高细胞溶解的效率，30 kGy 时污泥上清液 SCOD 达
到 6 970 mg/L，远高于其他 pH 条件。这可能是由于
碱处理改变了污泥组分的分子结构，使其更容易被辐
射破坏。Kim 等[4-5]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研究还发
现，在本实验所用的所有辐照剂量下，用酸或碱处理
过的污泥经辐照后，其内源呼吸 OUR 都很难测出（接
近于零），表明绝大部分微生物细胞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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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age sludge treatment plant using gamma irradiation [J].
24（1）：
3-16.
Radiat Phys Chem，1984，
[5] Gautam S，
Shah MR，
Sabharwal S，et al. Gamma irradiation
of municipal sludge for safe disposal and agricultural use[J].
2005，
77（5）：
472-479.
Water Environ Res，
[6] 袁守军，郑正，
牟艳艳，
等.γ-射线辐照法改善城市污水厂剩
余污泥厌氧消化特性的研究[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2006，
7（8）：
36-39.
Yuan Shou-jun, Zheng Zheng, Mou Yan-yan, et al. Study
on enhancement of anaerobic digestibility of sewage sludge

3

by γ-irradiation pretreatment[J].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结论

36-39.（in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2006，7（8）：

（1）同一含水率下，不同含水率污泥的 SCOD 均
随辐照剂量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同一辐照剂量下，污
泥含水率越低，其 SCOD 增幅越大。
（2）污泥胞内物质被 γ-射线破坏，释放出溶解性
物质如核酸和蛋白质等。
（3）内源呼吸 OUR 均随着辐照剂量的升高而迅
速降低，说明污泥微生物在辐照下被大量灭活。
（4）碱处理可显著促进 γ-射线对污泥的溶解。
综上，γ-射线辐照污泥可以对剩余污泥起到很好
的处理作用。在后续工作中，将继续探讨 γ-射线辐照
污泥后其脱水性能变化以及辐照运行成本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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