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粪堆肥过程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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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规模化、集约化畜禽养殖业饲料中，存在滥用或超剂量使用微量元素如 Cu、Zn、Fe、As 添加

剂的现象，导致畜禽粪便以及以畜禽粪便为来源的有机肥重金属的积累。研究堆肥过程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

的动态变化，对于畜禽粪便有机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鲜猪粪在阴凉通风处风干到含

水率在 60% 左右，用于进行 55 天的好氧堆肥。猪粪∶砻糠比例为 6∶1 (鲜重) 混匀，每周翻堆一次，每天测定

温度，分别在堆肥第 1、13、23、28、41 和 55 天的上午 10:00—11:00，取样测定含水量、pH 值、全氮、总有

机碳 (TOC)、全磷、全钾以及 Cr、Cd、Cu、Mn、Ni、Zn、Pb、Hg、As 总量和有效态 Cu、Mn、Zn 含量。

【结果】1) 随着堆沤进程的延长，全氮先升高再下降，其峰值出现在第 23～28天，之后缓慢下降；全磷与全钾

逐渐升高，其峰值均在第 41 天、之后趋于稳定；TOC 不断减少，28 天以后趋于平稳。C/N 先下降，第 23 天以

后保持稳定，堆肥结束时维持在 15.12、达到腐熟要求。2) 9 种金属元素的总量变化各不相同，含量分别为 Cr
6.99～10.43 mg/kg、Cu 106.01～120.81 mg/kg、Mn 663.51～899.48 mg/kg、Ni 11.32～20.67 mg/kg、Zn
1245.18～1552.13 mg/kg、Pb 0.09～0.56 mg/kg、As 0.58～1.25 mg/kg，Cd、Hg 未检测出。Cr 和 Ni 先下降、升

高、再下降直至平稳，其峰值均在第 23 天，第 28 天以后趋于平稳。Cu、Mn 和 Zn 不断升高到后期显著升高、

其峰值均在第 41 天。As 先下降再升高、在第 28 天以后基本平稳。Pb 总体是下降，在第 13 天和 23 天其含量

分别比第 1 天显著下降 61.22% 和 81.63%，在第 41 天以后其含量未检出。有效 Cu、Mn、Zn 的含量远低于元素

总量，分别在 2.35～5.79 mg/kg、17.82～20.28 mg/kg 和 47.39～70.29 mg/kg。有效 Cu、有效 Zn 总体先升高、再

下降直至平稳，峰值都在第 13～23 天，第 28 天显著下降但是此后基本平稳。有效 Mn 总体变化不大，只在第

41 天显著上升。3) 有效 Cu 与有效 Zn、有效 Zn 与有效 Mn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全钾、全磷、Cu、Zn、
Mn 与 TOC 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P < 0.01)，说明全钾、全磷、Cu、Zn 与 Mn 含量的升高由堆肥过程中有

机质的矿化引起。而有效 Cu、有效 Zn、有效 Mn 与 TOC 不存在相关关系。【结论】从 23 天到 28 天，高温的

平均温度和持续时间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的要求，C/N 和全氮都维持在相对理想的水平，大量元素、微量元素

和重金属含量基本达到稳定，表明 28天是堆肥腐熟的关键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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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nges of nutrient and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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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Abuse of additives containing micro-elements are often happened in the feeds of
intensive animal farming, which result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animal manure and the commercial
organic fertilizers based on these fec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nutrient and heavy metal contents during
composting were studied for the safe produc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Methods】Swine manure was mixed with
rice chaff in ratio of 6∶1 (fresh weight) and then aerobically composted for 55 days. The compost pil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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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d over every week for aeration. Temperatures inside the composting piles were determined every day, and
compo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PM 10:00−11:00 since 1, 13, 23, 28, 41 and 55 days, respectively. The
moisture content, pH, the total concentrations of N, organic carbon (TOC), P, K, Cr, Cd, Cu, Mn, Ni, Zn, Pb, Hg
and As, and the available contents of Cu, Mn and Zn were measured.【Results】1) Total N, total P and total K
contents were gener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composting. Total N was firstly increased and reached maximum
from 23rd day to 28th day, then started decreasing. Total P and total K contents were kept increased during
composting, and reached their maximum values at the 41st day. The TOC content wa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kept stable after 28th day. The C/N ratio was deceased firstly, and then kept stable after the 23rd day, and the final
C/N ratio was 15.12. 2) The total concentrations of 7 heavy metals were as flows: Cr 6.99−10.43 mg/kg, Cu
106.01−120.81 mg/kg, Mn 663.51−899.48 mg/kg, Ni 11.32−20.67 mg/kg, Zn 1245.18−1552.13 mg/kg, Pb
0.09−0.56 mg/kg and As 0.58−1.25 mg/kg. Cd and Hg were not detectable in the composts. Cr and Ni exhibited a
way of decrease, increase, then decrease, till got to a stable level. The maximum contents of Cr and Ni were
observed on the 23rd day and then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after 28th day. Cu, Mn and Zn content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reached maximum values on the 41st day, though a slight decrease on 55th day. As content was
decreased at the beginning then increased and got to a stable level after 28th day. Pb content was decreased by
61.22% and 81.63% at the 13th and 23rd day, respectively, and was not detectable after 41st day. The available
Cu, Mn and Zn contents were in the ranges of 2.35−5.79 mg/kg, 17.82−20.28 mg/kg and 47.39−70.29 mg/kg,
respectively, far below their total contents. The available Cu and Zn contents exhibited the maximum from 13rd
day to 23rd day, and the afterward decreases were significant after the 28th day and kept stable till the end of
composting. The available Mn content was generally stable during the whole composting, except an apparent
increase at 41st day. 3)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in available contents between Cu and Zn, and Zn
and Mn (P<0.01).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otal P, total K, Cu, Mn, Zn and TOC
(P<0.01), which suggested the increases in these fractions due to mineralization of organic matter during
composting. However, there existed no correlations between available Cu, Zn, Mn and TOC.【Conclusions】From
the 23rd to 28th day, the compost temperatures is high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 for non-hazardous livestock.
The C/N ratio is reached ideal level and the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s the highest on the 28th day, The metal
contents become stable after the 23rd day, except that for Mn content. Therefore, after the 28th day, the compost is
matured completely and in the highest safety and nutrition level.
Key words: swine manure; compost; nutrients; heavy metals; dynamic change

 

规模化、集约化畜禽养殖业饲料中，存在滥用

或超剂量使用微量元素如 Cu、Zn、Fe、As添加剂的

现象。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的微量元素添加剂约

l5～18 万吨，至少一半以上因未被动物利用而释放

到环境中[1]。由于畜禽对微量元素的利用率很低，如

Cu、Zn 通过畜禽粪便排泄的量约占总量的 95% 以

上，畜禽对饲料中无机 Cd 的吸收率仅为 1%～3%，

对有机 Cd 的吸收率为 10%～25%，导致畜禽粪便重

金属含量升高甚至超标，增加了有机肥料农用的环

境风险。相比较而言，猪粪重金属的残留和超标较

为严重, 其中 Zn、Cu 的超标率可达 63% 和 70%[2]。

科学合理地利用畜禽粪便资源是关系到环境安全和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高温堆肥是畜禽粪

便使用前必须的一个环节，堆肥过程是高温下有机

物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分解过程。堆肥过程中

微生物种类及酶活性的变化[3–4]，不同种类的辅料对

堆肥过程的影响[5–6]，以及堆肥过程中抗生素的变化

等问题已经有不少报道[7]。本文从安全角度对猪粪堆

肥过程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

系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安全高效地利用畜禽粪便资

源生产有机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7 年 5—6 月在江苏省农科院温室进

行，所用猪粪取自江苏省农科院六合基地。新鲜猪

粪在阴凉通风处风干到含水率在 60% 左右开始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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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取基地废弃砻糠作为辅料。猪粪与辅料的混合

应该符合一定的 C/N，一般认为堆肥合适的起始

C/N 在 20～30∶1 [ 8 ] ,  猪粪与辅料的质量比可在

5∶1 到 2∶1 范围之内，由于砻糠的透气性不如秸秆

等辅料，本试验采用猪粪∶砻糠以质量比 (鲜重) =
6∶1 混合堆肥。堆肥所用原料的基本性质见表 1。
堆肥在 1 m × 1 m × 1 m 的正方形塑料箱内进行，塑

料箱外盖一具有 6 孔 (直径 4 cm) 的薄膜板，重复

3 次。堆肥过程中每天测定温度，每周翻堆一次。分

别在堆肥第 1 天、第 13 天、第 23 天、第 28 天、第

41 天和第 55 天的上午 10:00—11:00 取样，各堆肥箱

按照四分法随机取样 300 g 然后混合均匀。鲜样先取

小部分测定 pH 值；另取部分称鲜重，烘干至恒重称

重；其余样品烘干至恒重以后磨细，过 0.15 mm 筛

备用。

1.2    测定指标及方法

称重法获得各取样时间的含水量。pH 值测定按

照水肥比 10∶1 的比例 (20 g 去离子水∶2 g 肥料) 震
荡 1 h 后过滤，电极法测定滤液 pH 值[3]。堆肥温度

测定参考曹云等 [ 3 ]的方法；全氮用流动分析仪

(AA3，德国) 方法测定[9]；总有机碳 (TOC) 测定采用

重铬酸钾容量法[10]；Cr、Cd、Cu、Mn、Ni、Zn总量

及其有效态含量 (采用 DTPA 方法浸提[10]) 、全磷和

全钾含量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CP-OES

710，美国 Agilent 公司) 测定[11]；Pb、Hg、As 总量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谱 (ICP-MS, NexLON
300X，美国 Perkin Elmer 公司) 测定[12]。ICP-OES /
ICP-MS 仪器运行条件：雾化器压力 190 KPa；氩气

流速 1.10～1.20 L/min；等离子体流速 15～18 L/min；
雾化器功率 1 .10  W；发射功率 1 .60  kW；泵速

13～20 rpm。Cr、Cd、Cu、Mn、Ni、Zn、Pb、Hg、
As标准品 (1000 mg/L) 以及标准大米 (GBW10010) 均
购自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浓硝

酸、浓硫酸均为优级纯。使用标准大米用作质量控

制，所有测定的指标均重复 5次。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07 进行统计和作图，用

One-way ANOVA (SPSS 17.0) 分析不同堆肥时间测定

组份 (元素) 含量之间的差异性 (LSD 多重比较法，

P < 0.05) ，Pearson 相关关系 (两尾) 分析不同组分之

间的相关性 (P < 0.01) 。

2    结果与分析

2.1    含水率、pH 值和温度的变化

图 1 显示，堆肥过程中含水率不断下降，第

13 天下降到 44.89%，比第 1 天降低了 29.44%；第

2 8 天下降到 3 7 . 0 6%；第 4 1 天比第 1 天下降

52.20%；第 55 天堆肥结束时含水率为 21.08%，比

第 1 天下降了 66.87%。pH 值总体为碱性，在第

表 1   堆肥物料基本性质

Table 1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ting materials

原料

Material

有机碳

Organic C
(g/kg)

全氮

Total N
(g/kg)

碳氮比

C/N ratio

全磷

Total P
(g/kg)

全钾

Total K
(g/kg)

Cu
(mg/kg)

Zn
(mg/kg)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

pH

猪粪

Swine manure
435.72 ± 12.36 23.68 ± 1.25 18.41 ± 0.78 7.15 ± 1.48 9.88 ± 0.45 100.97 ± 10.04 1108.48 ± 23.64 63.62 ± 4.48 1.766 ± 0.12

砻糠

Rice chaff
558.63 ± 19.14 3.70 ± 0.11 150.92 ± 10.47 0.86 ± 0.02 2.73 ± 0.22 5.56 ± 0.03 23.14 ± 1.85 9.70 ± 0.69 6.34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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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堆肥过程中含水量、pH 和温度的变化

Fig. 1   Variation of moisture, pH and temperature during the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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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  pH 上升到最高，达 9.01，比堆肥前升高了

16.10%，到后期趋于稳定。在堆肥的前 13 天内温度

从第 1 天的 25.3℃ 迅速升高到 56.3℃，然后缓慢下

降；在第 1 3～ 2 3 天温度波动范围在 5 1 . 3℃～

56.2℃，平均 53.8℃；在第 23～28 天温度又快速上

升，变化范围在 51.3℃～72.7℃，平均 66.6℃；到后

期温度基本维持在 34℃ 左右，这与以前报道的猪粪

堆肥温度的变化趋势一致[3, 6]，堆肥高温的温度和持

续时间均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13]。

2.2    TOC、全氮、全磷、全钾和 C/N 比的变化

堆肥过程是微生物参与的各种代谢过程，TOC
可以为微生物提供碳源，有机碳的变化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堆肥的腐熟度[6, 14]。图 2 显示，堆肥过程中

TOC含量不断下降，在第 28天比第 1天下降 26.85%，

到后期 TOC 趋于稳定，这与文献报道的结果一

致[5–6]。全氮含量先下降再升高然后下降，在前 13 天

略有下降；在第 23 天比第 1 天升高了 15.82%；第

41 天显著下降，此后趋于稳定。全磷含量不断升

高，在前 23 天基本稳定；第 28 天开始上升，比第

1 天上升了 23.30%；在第 41 天又显著升高，比第

1 天上升了 41.32%，此后趋于稳定。全钾含量不断

升高，在第 13天显著上升，比第 1天上升了 38.31%；

在第 41 天又显著升高、比第 1 天上升了 78.82%，此

后趋于稳定。

C/N 比是评价堆肥腐熟及稳定程度的重要参

数 [15]。由图 3 可知，C/N 由最初的 26.28 下降到第

23 天的 14.98，此后基本稳定。这与胡雨彤等[6]研究

结果一致。在第 55 天 C/N 达到 15.12，符合堆肥的

腐熟要求 [16]。综合温度、全氮和 C/N 的变化可知，

在 23 天到 28 天温度变化范围内 51.3℃～72.7℃，平

均 66.6℃，C/N 在 14.98 到 15.05，全氮达到峰值。

高温的平均温度和持续时间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的

要求，C/N 和全氮都维持在比较理想的水平。因

此，到 28天基本达到腐熟，这是堆肥的关键时间。

2.3    Cr、Cu、Mn、Ni、Pb、Zn 和 As 含量的变化

2.3.1  对标准大米的测定结果　　表 2 显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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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堆肥过程中总有机碳、全氮、全磷、全钾含量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the total organic carbon, N, P and K contents during the composting
[注（Note）：线上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取样日期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li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ing dat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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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堆肥过程中 C/N 比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the C/N ratio during the composting
[注（Note）：线上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取样日期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li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ing dat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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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d、Hg 未检测出，其余 6 种元素两种方法测定

的含量基本在标准大米允许含量范围内。 ICP -
OES 测定的回收率 (测定值与标准大米参考值的比

值) 在 81.48%～96.12%；ICP-MS 测定的回收率在

100%～120%，说明方法准确度较高，可以用于分析

测定。

2.3.2  堆肥 Cr、Cu、Mn、Ni、Pb、Zn、Cd、Hg 和

As 总量的变化　　Cr、Cu、Mn、Ni、Zn、Pb 和

As 等 7 种元素含量范围分别为 6.99～10.43 mg/kg、

106.01～120.81 mg/kg、663.51～899.48 mg/kg、
11.32～20.67 mg/kg、1245.18～1552.13 mg/kg、
0.09～0.56 mg/kg、0.58～1.25 mg/kg；其中 Cr、Pb、
As 的含量未超出我国堆肥 /有机肥的限量标准

(NY52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Cu、Mn、Ni、
Zn尚没有限量标准；Cd、Hg未检测出。

由图 4 可知，Cr 含量先下降、后升高、再下降

直至平稳：在第 13 天比第 1 天下降了 32.90%；在

第 23天显著升高并达到峰值，比第 1天升高了 67.41%；

表 2   ICP-OES/ICP-MS 测定标准大米 (GBW10010) 的元素含量精度

Table 2   Determinations precise of the elements in standard rice (GBW10010) by ICP-OES and ICP-MS

元素

Element
ICP-OES测定值 (μg/kg)

Value by ICP-OES
回收率 (%)
Recovery

ICP-MS测定值 (μg/kg)
Value by ICP-MS

回收率 (%)
Recovery

标准物质参考值 (μg/kg)
Referenced value

Cr — — 0.09

Ni 0.22±0.02 81.48 0.27

Cu 4.12±0.13 84.08 4.90

Zn 19.94±0.15   86.70 23.0

As 0.12±0.01 120 0.10

Cd — — 0.09

Pb 0.08±0.01 100 0.08

Mn 16.34 96.12 17.0

Hg — — 0.01

        注（Note）：“—” 表示未检测出 Means not detected.

1 13 23 28 41 55
96

108

102

114

120

126

C
u
 (

m
g
/k

g
)

0

20

1 13 23 28 41 55

C
r 

(m
g
/k

g
)

4

8

12

16

0

25

N
i 

(m
g
/k

g
)

1 13 23 28 41 55

d
dc

c c

a

b

b

c

a

b b b
b

b

a

b b b

5

10

15

20

0

1000

1 13 23 28 41 55

M
n
 (

m
g
/k

g
)

堆肥时间 Composting time (d) 

0

2000

Z
n
 (

m
g
/k

g
)

1 13 23 28 41 55 1 13 23 28 41 55
0

1.5

A
s 

(m
g
/k

g
)

e
d d

c
a b

200

400

600

800
d

c bc b
a b

400

800

1200

1600
ac

bc
b

ab

a

ab

0.3

0.6

0.9

1.2

 
图 4   堆肥过程中 Cr、Ni、Cu、Mn、Zn 和 As 总量的变化

Fig. 4   Changes of the total concentrations of Cr, Ni, Cu, Mn, Zn and As during the composting
[注（Note）：线上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取样日期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li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ing dat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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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天比第 23 天下降了 41.92%。Ni 的变化与

Cr 十分相似：先下降、后升高、再下降直至平稳，

在第 23 天显著升高并达到峰值，比第 1 天升高了

48.41%；第 28 天比第 23 天下降了 36.72%，此后趋

于平稳。Cu 含量先缓慢升高到后期显著升高：在第

41 天达到峰值，比第 28 天升高了 11.65%；在第

55 天较第 41 天下降 4.22%，但是比第 1 天升高

9.20%。Mn含量的变化与 Cu相似，先缓慢升高到后

期显著升高：在第 28 天比第 1 天升高 23.81%；在

第 41 天比第 28 天升高 9.50%，比第 1 天显著升高

35.62%；在第 55 天显著下降，但是仍比第 1 天升高

32.43%，Mn 含量的峰值也出现在第 41 天。Zn 含量

的变化与 Mn 十分相似，缓慢升高到后期显著升

高：在第 28 天比第 1 天升高 19.22%，第 41 天比第

28 天显著升高并达到峰值；第 55 天比第 41 天下降

5.62%，但是仍比第 1 天显著升高 17.46%。As 的变

化总体是先下降、再升高：在第 23 天比第 1 天显著

下降 4 8 . 7 3%；在第 4 1 天比第 2 3 天显著升高

12.82%、此后基本稳定。Pb 的变化与其余元素不

同：在第 13 天和 23 天分别比第 1 天显著下降

61.22% 和 81.63%；在第 28 天又显著升高，分别比

第 13 天和 23 天升高 66.12% 和 83.90%，但在第

41天以后其含量没有检出。

2.3.3  堆肥有效 Cu、Zn、Mn 含量的变化　　有效

Cu、Zn、Mn 的含量远低于其元素总量，分别为

2.35～5.79 mg/kg、47.39～70.29 mg/kg、17.82～

20.28 mg/kg；有效 Cu、Mn 占总量的 2.21%～

4.82%，Zn 的有效性略高，为 3.80%～4.52%。有效

Cu 含量先升高、再下降直至平稳：在第 13 天显著

上升，比第 1 天升高了 134.52%，在第 13～23 天达

到峰值；在第 28 天显著下降，比第 23 天下降

39.41%，但是仍比第 1 天显著高 42.13%；28 天以后

趋于稳定。有效 Zn 的变化经过两次从升高到下降的

波动：第 13 天显著上升，比第 1 天升高 48.32%；

第 28 天显著下降，比第 13 天下降 25.93%；第 41 天

又显著上升，第 55 天显著下降。有效 Mn 的含量在

28 天以前基本不变，但是 28 天以后显著上升并在

第 41 天达到峰值，在第 55 天显著下降   (图 5)  。

Pearson 相关关系的分析 (2-Tailed, n=24) 表明，有效

Cu 和有效 Zn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R2=0.913，

P<0.01)；有效 Zn 与有效 Mn 之间也呈极显著正相关

关系 (R2=0.613，P<0.01) (表 3)。

2.4    堆肥养分全氮、全磷、全钾、TOC 与重金属

元素 Cu、Mn、Zn 之间的相关关系

Pearson 相关关系分析 (2-Tailed, n = 24) 的结果

表明 (表 3) ，全钾、全磷、Cu、Zn、Mn 与 TOC 之

间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P<0.01) ，这与 Kong 等[17]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全钾、全磷、Cu、Zn 与

Mn 含量的升高由堆肥过程中有机质的矿化引起。而

有效 Cu、有效 Zn、有效 Mn 与 TOC 之间不存在相

关关系。有效 Cu 与有效 Zn、有效 Zn 与有效 Mn 之

间呈极显著相关关系、这与 Yang 等[12]的研究结果一

致。表 3同时显示，全氮与 Cu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P<
0.01) ，表示氮的矿化可能影响 Cu 的含量。Lu 等[18]

研究表明，猪粪堆肥过程中 OM /TOC 与总 Cu、交

换态 Cu、交换态 Zn 呈极显著相关关系，有机质的

降解过程不仅影响 Cu、Zn 的有效性和可移动性，而

且影响不同形态 Cu、Zn 的转化。然而，影响重金属

有效性及形态转化的因素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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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堆肥过程中有效 Cu、Zn、Mn 含量的变化

Fig. 5   Changes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available Cu, Zn and Mn during the composting
[注（Note）：线上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取样日期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li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ing dat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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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影响堆肥质量的因素

堆肥是通过生物降解把有机废弃物转化为稳定

末端产物的过程，该过程很大程度上受 C/N、水

分、温度、pH 和通气状况的影响，其中 C/N 是影响

反应过程和堆肥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本研究表

明，在堆肥后期 C/N 稳定在 15 左右，基本达到腐熟

要求[16]，也有研究认为堆肥理想的 C/N 在 20～30[19]。

Wu 等[8]发现，在猪粪堆肥中以玉米秆为辅料，在初

始 C/N 为 25 条件下可进一步降低脲酶活性，有效降

低 Cu 的移动性，即通过影响脲酶的活性而影响金

属离子的含量。本研究以砻糠为堆肥辅料，砻糠与

稻草、秸秆、木屑等其他辅料相比有一定的硅质

化，氮的含量较低、透气性不好，有机物不易降

解，影响了可溶性有机碳的释放，降低了 C/N。但

是，使用砻糠在大规模堆肥条件下可以节约一定的物料

成本。

堆肥过程中物料的降解与水分的散失和 pH 的变

化是密切相关的。适度的含水量和 pH 有利于物理和

化学反应的进行[20], 微生物降解反应适宜的 pH 值为

7～8[21]。曹云等[3]研究表明，在猪粪堆肥的第 11 天

含水量快速下降到 39% 左右，pH 上升到 8.50 左

右。Hazarika 等[22]在造纸厂污泥堆肥过程中发现，随

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含水量逐渐减少，在第 16 天含水

量急剧下降，比堆肥前下降了 23.20%；pH 值大幅度

上升，从 7.60 上升到 8.10。胡雨彤等[6]发现，牛粪和

锯末堆肥的 43 天内含水量不断下降，堆肥结束时含

水量在 50% 左右；堆肥的 pH 值在前 5 天逐渐下

降，此后升高并稳定在 8.0 左右。李帆等[5]的研究表

明，猪粪和锯末堆肥过程中含水率不断下降，不加

过磷酸钙的对照组含水率减少了 35.4%；pH 值在前

5 天内下降，此后缓慢升高并维持在 7.5 左右。本研

究显示，堆肥结束时含水量在 30% 以下，低于文献

报道的类似堆肥的含水量，这可能与辅料的性质和

堆肥时间的延长有关。Kong 等[17]发现，在鸡粪与稻

草堆肥过程中含水量逐渐下降，在第 55 天含水率下

降到 25.66%，第 85 天含水率下降到 23.93%。堆肥

过程中 pH 的升高与有机酸的降解以及有机碳的矿化

引起氨的释放有关[8]。

NH+4

NH+4

堆肥过程中全氮含量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共同影

响：一， -N 在高温条件下挥发为 NH3 造成的含

量减少；二，有机质分解而引起的含量增加[5]。本研

究显示，堆肥过程中 pH 值缓缓上升并且维持在碱性

范围，这种条件下氮以 NH3 的形式挥发而使全氮含

量降低。有研究表明，猪粪堆肥前期 (0～6 天) 全氮

含量下降，说明以 -N 的挥发为主，后期全氮含

量稳步升高，则由于浓缩效应引起[5–6]。本研究全磷

含量在堆肥过程中不断升高可能是由于磷脂、核酸

等有机物的降解、有机磷的矿化和微生物磷的不断

增加[5]。全钾在堆肥过程中含量的上升与有机物的快

速分解和腐殖化过程钾的释放有关。胡雨彤等 [ 6 ]

研究表明，牛粪在堆肥过程中全钾和全磷逐渐升高

到后期基本稳定，速效钾、有效磷的变化趋势与全

钾和全磷一致。另有研究表明，堆肥过程 K、Ca 等

养分的增加还与水分散失及干物质的减少有关[23] 。

表 3   猪粪堆肥中养分与 3 种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n = 24)
Table 3   Pearson coefficients of the tested nutrient components and 3 heavy metal elements during swine composting

项目

Item
全钾

Total K
全磷

Total P
总有机碳

TOC
全氮

Total N
有效铜

Avail. Cu
有效锌

Avail. Zn
有效锰

Avail. Mn
Cu Zn Mn

全钾 Total K 1 0.924** –0.883** –0.374 0.133 0.120 0.160 0.861** 0.866** 0.945**

全磷 Total P 1 –0.720** –0.509* –0.223 –0.172 0.145 0.836** 0.746** 0.908**

总有机碳 TOC 1 0.177 –0.280 –0.227 –0.088 –0.720** –0.894** –0.887**

全氮 Total N 1 0 .267 0.126 –0.320 –0.512* –0.231 –0.404

有效铜 Avail. Cu 1 0.913** 0.265 0.001 0.212 0.034

有效锌 Avail. Zn 1 0.613** 0.108 0.254 0.082

有效锰 Avail. Mn 1 0.387 0.304 0.246

Cu 1 0.862** 0.894**

Zn 1 0.936**

Mn 1

        注（Note）：*—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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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响堆肥过程重金属元素变化的因素

3.2.1  影响堆肥重金属含量及形态变化的因素　　本

研究表明，堆肥过程中 Zn、Mn 和 Cu 的含量不断升

高，Cr 和 Ni 在堆肥中期显著升高 (图 3) 。Hazarika
等 [ 2 2 ]的研究表明，造纸厂污泥在堆肥过程中 Cd、
Cu、Fe、Ni、Pb、Cr、Zn 和 Mn 的含量不断升高；

Singh 等[13]在园林废弃物堆肥过程中也发现重金属含

量的升高。堆肥过程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升高主要

与有机质的降解和矿化导致的干物质减少有关[24]。然

而，本研究中 As、Hg 和 Pb 含量变化与其余元素有

所不同，它们都是容易挥发的金属，在堆肥中的含

量本身就较少，加上高温条件下样品的氧化分解也

容易带来质量的损失，导致样品中的含量很低甚至

低于仪器检测限。研究表明，在 As 超积累植物如中

国蕨堆肥过程中，总As和水溶性As分别减少了 25%、

32%，As 的损失主要由于溶解在堆肥渗出液中 As 的
挥发以及 As3+向 As5+的转化，利用 X 射线衍射和扫

描电镜证实了转化过程伴随着砷酸镁的形成 [ 2 5 ]。

Knoop 等 [26]在市政有机废弃物厌氧消解过程中发现

Cd 和 Pb 有大量的散失，原因可能与厌氧消解过程

有机化合物的溶解有关，金属离子可以与溶解的有

机碳表面功能区结合形成可溶性的有机金属复合

物，并通过渗透作用向周围运移[27]。

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毒性和淋洗不仅与其总

量有关，还与它们的化学形态有关[28]。Tessier 等[29]

的方法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提取堆肥或生物炭中

Cu 和 Zn 形态的方法，提取后的组分有以下五种：

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还原型 Fe-Mn 结合态、有

机物结合态及残留态。在污泥堆肥的终产物中，

70% 以上的 Cu 属于有机物结合态，Zn 主要以还原

型 Fe-Mn 结合态和交换态形式存在[30]。Meng 等[31]对

猪粪堆肥过程中 Cu 和 Zn 的形态转化做了比较详细

的研究，结果表明堆肥中 40%～73% 的 Cu 为有机物

结合态，在堆肥初期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 Cu 快速

下降，但在 28 天以后趋于稳定；有机物结合态和残

留态 Cu 分别从最初的 224.65、17.17 mg/kg 上升到

末期的 625.77、101.61 mg/kg；还原型 Fe-Mn 结合

态 Cu 在堆肥过程中变化很小。与 Cu 不同的是，约

一半以上的 Zn 为还原型 Fe-Mn 结合态，交换态和碳

酸盐结合态 Zn 随堆肥进程而逐渐降低，还原型 Fe-
Mn 结合态 Zn 和有机物结合态 Zn 随堆肥进程而逐渐

升高，分别从堆肥初期的 432.98、73.60 mg/kg 上升

到末期的 976.68、239.99 mg/kg，其中末期还原型

Fe-Mn 结合态和有机物结合态 Zn 分别占总 Zn 的

67.93%、16.71%。除了 Cu 与 Zn，畜禽粪便中还含

有一定量的 As。Yang 等[12]对 200 多份畜禽粪便的研

究表明，二甲基砷酸盐 (DMA) 是主要的有机态 As，
约占总 As 的 47%～62%；As3+是主要的无机态 As，
约占总 As 的 24%～33%。单甲基砷酸盐 (MMA) 只
在猪粪中检测到，约占总 As 的 24%。堆肥中 As 主
要为 As5+，占总 As 的 36%～100%，其次是单砷酸

盐，含量占总 As的 31%。

本研究中有效 Cu、Zn、Mn 的含量占总量的

2.21%～4.82%，其值小于由鲍艳宇等 [ 32 ]测定的值

(20%～50%) 。Hazarika 等[22]研究表明，造纸厂污泥

在堆肥过程中有效 Cu、有效 Zn、有效 Mn 占总量的

5.03%～23.01%。本研究中有效 Cu、有效 Zn 在堆肥

前期升高，后期降低基本回到堆肥前的水平，这与

文献报道的不同类型的畜禽粪便好氧堆肥中有效

Cu、有效 Zn 的变化趋势一致[32]。Cu、Zn 有效性的

降低可能与高有效性组份向低有效性组份的转化有

关。另有研究表明，水花生堆肥过程中有效 Cu、有

效 Ni 含量不断升高[13]，而有效 Cu、Zn、Cd、Pb 的

含量变化与堆肥温度和水溶性碳呈显著相关关系[8]。

总之，有关堆肥过程中重金属的散失与转移，形态

的转化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尚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3.2.2  降低畜禽粪便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方法　　研

究表明，堆肥过程中添加生物炭、磷灰石、沸石可

提高重金属的钝化作用 [33]，生物炭一般呈碱性，在

高 pH 值下金属离子形成复杂的氢氧化物吸附在生物

炭表面，显著降低了交换态组分的比例。在污泥堆

肥过程中，添加生物炭使有效 Pb、Cu、As 的含量分

别降低了 51.9%、59.54%、56.32%[34]。在猪粪堆肥过

程中，添加 5% 磷灰石促进了交换态、还原态 Cu 向

有机结合态、残留态的转化，显著降低了有效 Cu 的

含量；同时促进了 Zn 由交换态向残留态的转化[18]。

研究还发现，堆肥过程中重金属的失活与富敏酸的

形成有密切关系，富敏酸通过影响不同形态重金属

的分配对其形成一定的钝化作用，而小分子的腐殖

质能提高 Cu、Zn 的毒性和移动性[35]。在猪粪堆肥过

程中，添加玉米炭∶木炭∶生物富敏酸 (1∶3∶3) 混
合组分把交换态 Cu 从 21.50 mg/kg 降低到 1.22
mg/kg；钝化率达 94.98%[36]。除了化学钝化方法，还

可以通过生物方法如蚯蚓堆肥来降低重金属的有效

性，蚯蚓和牛粪混合堆肥显著降低了交换态 Cd、Pb
的含量，提高了残留态 Cd、Pb 的比例，减少了总

Cr 的含量，然而交换态 Cr 的含量有所上升，重金属

总量的减少可能与蚯蚓肠道或皮肤的吸收有关[37]。

热解是生物质在厌氧条件下通过超高温度降解

2 期 尹晓明，等：猪粪堆肥过程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动态变化 261  



产生生物气、油和固体生物炭的方法。污泥、畜禽

粪便等与不含重金属的生物质共热解可以降低堆

肥、生物炭中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是降低畜禽粪

便重金属污染风险的可行方法。Jin 等 [38]研究发现，

污泥和竹子废料共热解可以使污泥中的重金属转化

成更加稳定的组分。Meng 等[39]研究表明，600℃ 高

温下猪粪∶稻草 = 3∶1 共热解，可显著降低乙酸铵

提取态、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的 Cu 和 Zn 的比

例，减小 Cu 和 Zn 环境释放的风险，因为通过热

解，猪粪中的交换态 Cu 和 Zn 向有机物结合态和残

留态转化、对 Cu 和 Zn 起到固定作用，降低了

Cu 和 Zn 的有效性。Meng 等[31]通过 120 天的土壤培

养试验表明 ,  添加猪粪堆肥土壤中的 DTPA-Cu、
DTPA-Zn 的含量远高于添加生物炭的土壤，说明通

过 700℃ 热解显著降低了猪粪堆肥中 Cu 和 Zn 的有

效性，减小了重金属对土壤污染的风险。

4    结论

猪粪∶砻糠以 6∶1 的比例混合进行堆肥，从

23 天到 28 天平均温度和持续时间均符合畜禽粪便无

害化的要求，C/N 和全氮都维持在相对理想的水

平，28 天基本达到腐熟，是堆肥的关键时间节点。

全钾、全磷、Cu、Zn 和 Mn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全钾、全磷、Cu、Zn、Mn 与 TOC 之间呈极显

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这几种组分总量的变化由有机

质的矿化引起。有效 Cu、有效 Zn、有效 Mn 彼此之

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与 TOC 不存在相关关

系。因此，畜禽粪便堆肥应充分考虑养分与重金属

二者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提高肥效、降低

重金属的污染风险。

参 考 文 献：

贾武霞, 文炯, 许望龙, 等. 我国部分城市畜禽粪便中重金属含量及

形态分布[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6, 35(4): 764–773.

Jia W X, Wen J, Xu W L, et al. Content and fraction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livestock manures in some urban areas of China[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6, 35(4): 764–773.

[  1  ]

李书田, 刘荣乐, 陕红. 我国主要畜禽粪便养分含量及变化分析[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9, 28(1): 179–184.

Li S T, Liu R L, Shan H. Nutrient contents in main animal man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09,  28(1):

179–184.

[  2  ]

曹云, 常志州, 黄红英, 等. 畜禽粪便堆肥前期理化及微生物性状研

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4(11): 2198–2207.

Cao  Y,  Chang  Z  Z,  Huang  H  Y,  et  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anges  during  early  stage  of  composting  of  different  animal

waste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5,  34(11):

[  3  ]

2198–2207.

倪治华, 薛智. 猪粪堆制过程中主要酶活性变化[J]. 植物营养与肥

料学报, 2005, 11(3): 406–411.

Ni Z H, Xue Z. Changes of main enzymes activities of pig manure

during composting[J].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Science, 2005,

11(3): 406–411.

[  4  ]

李帆, 钱坤, 武际, 等. 过磷酸钙用量对猪粪堆肥过程及磷形态变化

的影响[J]. 植物营与肥料学报, 2017, 23(4): 1037–1044.

Li  F,  Qian  K,  Wu  J,  et  al.  Influence  of  applying  calcium

superphosphate  on  swine  manure  composting  and  phosphorus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17,

23(4): 1037–1044.

[  5  ]

胡雨彤, 时连辉, 刘登民, 等. 添加硫酸对牛粪堆肥过程及其养分变

化的影响[J].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2014, 20(3): 718–725.

Hu Y T, Shi L H, Liu D M, et al. Effects of adding sulphuric acid on

composting  process  of  cattle  manure  and  changes  of  main

nutrients[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14, 20(3):

718–725.

[  6  ]

温沁雪, 曹永森, 陈志强. 猪粪堆肥过程中金霉素去除及重金属形

态变化[J]. 环境科学, 2017, 38(10): 4403–4411.

Wen Q X, Chao Y S, Chen Z Q. Removal of chlortetracycline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heavy metals in swine manure us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7,  38(10):

4403–4411.

[  7  ]

Wu S H, Shen Z Q, Yang C P, et al. Effects of C/N ratio and bulking

agent on speciation of Zn and Cu and enzymatic activity during pig

manure  composting[J].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

Biodegradation, 2017, 119: 429–436.

[  8  ]

Yin X M, Luo W, Wang S W, et al. Effects of nitrogen starvation on

the response of two rice cultivars to nitrate uptake and utilization[J].

Pedosphere, 2014, 24(5): 690–698.

[  9  ]

鲍士旦. 土壤农化分析 (第三版)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Bao S D. Agricultorl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soil  (3rd ed.)[M].

Beijing: China Agricultore press, 2000.

[10]

Wang  H,  Dong  Y  H,  Yang  Y  Y,  et  al.  Changes  in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animal  feeds  and  manures  in  an  intensive  animal

production region of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 25(12): 2435–2442.

[11]

Yang X P,  Li  Q,  Tang Z,  et  al.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and

arsenic speciation in animal manure composts in China[J]. Waste

Management, 2017, 64: 333–339.

[12]

GB7959-2012,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S].

GB7959-2012, Sanitary standard for the non-hazardous treatment of

night soil[S].

[13]

Chefetz B, Hatcher P G, Hadar Y, et al. Chemical an d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organic matter during composting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96,  25(4):

776–785.

[14]

Bemai M P, Paredes C, Srnchez Monedero M A, et al. Maturity and

stability  parameters  of  composts  prepared  with  a  wide  range  of

organic waste[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1998, 63(1): 91–99.

[15]

黄懿梅, 苟春林, 梁军峰. 两种添加剂对牛粪秸秆堆肥化中氮素损

失的控制效果探讨[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8, 27(3): 1219–1225.

[16]

 262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25 卷



Huan  Y  M,  Gou  C  L,  Liang  J  F.  Effect  of  two  amendments  on

nitrogen loss from composting of cattle manure and corn straw[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08, 27(3): 1219–1225.

Kong Z J, Wang X Q, Liu Q M, et al. Evolution of various fractions

during the windrow composting of chicken manure with rice chaf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07: 366–377.

[17]

Lu D A, Wang L X, Yan B X, et al. Speciation of Cu and Zn during

composting of pig manure amended with rock phosphate[J]. Waste

Management, 2014, 34: 1529–1536.

[18]

Sweeten J M, Auvermann B W. Composting manure and sludge[M].

Texas: Agrilife Extension, 2008.

[19]

Kalamdhad, A S, Singh Y K, Ali M, et al. Rotarydrum composting of

vegetable waste and tree leave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9,

100(24): 6442–6450.

[20]

Nakasaki K, Yaguchi H, Sasaki Y, et al. Effects of pH control on

composting of garbage[J]. Waste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1993,

11(2): 117–125.

[21]

Hazarika J, Ghosh U, Ajay S,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elemental toxic

metals into immobile fractions in paper mill sludge through rotary

drum composting[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7, 101: 185–192.

[22]

Singh  J,  Kalamdhad  A  S.  Assessment  of  bioavailability  and

leachability of heavy metals during rotary drum composting of green

waste (water hyacinth)[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3, 52: 59–69.

[23]

Amir S, Hafidi M, Merlina G, et al. Sequential extraction of heavy

metals during composting of sewage sludge[J]. Chemosphere, 2005,

59(6): 801–810.

[24]

Cao X D,  Ma  L  N,  Shiralipour  A,  et  al.  Biomass  reduction  and

arsenic  transformation  during  composting  of  arsenic-rich

hyperaccumulator Pteris vittata  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0, 17: 586–594.

[25]

Knoop C, Tietze M, Dornack C, et al. Fate of nutrients and heavy

metals  during  two-stage  digestion  and  aerobic  post-treatment  of

municipal  organic  waste[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8,  251:

238–248.

[26]

Kunhikrishnan  A,  Choppala  G,  Seshadri  B,  et  al.  Impact  of

wastewater derived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on reduction, mobility,

and bioavailability of As (V) and Cr (VI) in contaminated soils[J].

Biogeochemistry of Trace Elements Environmental, 2017, 186(2):

183–191.

[27]

Wang  L  M,  Zhang  Y  M,  Lian  J  J,  et  al.  Impact  of  fly  ash  and

phosphatic  rock on metal  stabiliza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during

sewage sludge vermicomposting[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

[28]

136(5): 281–287.

Tessier  A,  Campbell  P,  Bisson  M,  et  al.  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dure for the speciation of particulate trace metals[J]. Analytical

Chemistry, 1979, 51: 844–851.

[29]

Cai Q Y, Mo C H, Wu Q T, et al. Concentration and speci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ix different sewage sludge-composts[J]. Journal of

Hazard Materials, 2007, 147(3): 1063–1072.

[30]

Meng J, Wang L, Zhong L B, et al. Contrasting effects of composting

and pyrolysis on bioavailability and speciation of Cu and Zn in pig

manure[J]. Chemosphere, 2017, 180: 93–99.

[31]

鲍艳宇, 娄翼来, 颜丽, 等. 不同畜禽粪便好氧堆肥过程中重金属

Pb、Cd、Cu、Zn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环境科

学学报, 2010, 29(9): 1820–1826.

Bao Y Y, Lou Y L, Yan L, et al. Dynamic Change characteristic of

heavy  metals  Pb,  Cd,  Cu  and  Zn  during  aerobic  composting  of

different  manure  and the  analysis  of  effect  factor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0, 29(9): 1820–1826.

[32]

Gondek K, Mierzwa-Hersztek M, Kopeć M. Mo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andy soil  after  application of  composts  produced from maize

straw,  sewage  sludge  and  biocha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10: 87–95.

[33]

Liu  W,  Huo  R,  Xu  J,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and  heavy  metals  in  sludge  composting[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7, 235: 43–49.

[34]

Zheljazkov V D, Warman P R. Phytoavailability and fractionation of

copper,  manganese, and zinc in soil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two

composts to four crop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4, 131(2):

187–195.

[35]

Zhou H B, Meng H B, Zhao L X, et al. Effect of biochar and humic

acid  on  the  copper,  lead,  and  cadmium  passivation  during

composting[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8, 258: 279–286.

[36]

Wang Y, Han W, Wang X Y, et al. Speci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bacteria  in  cow  dung  after  vermicomposting  by  the  earthworm,

Eisenia fetida[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7, 245: 411–418.

[37]

Jin J W, Wang M Y, Cao Y C, et al. Cumulative effects of bamboo

sawdust addition on pyrolysis of sewage sludge:biochar propertie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from metal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7, 228: 218–226.

[38]

Meng J, Liang S J, Tao M M, et al.  Chemical speci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of Cu and Zn in biochars derived from co-pyrolysis of pig

manure with rice straw[J]. Chemosphere, 2018, 200: 344–350.

[39]

2 期 尹晓明，等：猪粪堆肥过程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动态变化 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