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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污染的治理方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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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土壤有机污染问题也更加严峻。想要对土壤有机污染问题进行

有效改善，需要对土壤有机物污染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治理方法，确保土壤有机污染

得到妥善治理。本文对该治理方法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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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makes the problem of soil organic 
pollution even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oil organic pollution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oil organic pollution,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methods on 
this basis, to ensure that the soil organic pollution is properly controll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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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有机污染物的来源以农药、废水废气等为

主，污染物进入到土壤之中，不仅会严重损坏土壤

的结构和功能，还会残留在植物之中，对人体健康

产生一定的威胁。因此，对土壤有机污染实施治理

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妥善治理土壤有机污染成为

研究的全新内容，本文从以下方面来对此进行阐述。 
1 土壤有机污染的定义 
土壤有机污染指的是有机物所引起的土壤污

染。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以农药、多环芳烃、石油、

甲烷等为主，最主要的有机污染物是农药[1]。 
把降解性难易程度当成标准来进行划分，可以

把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易分解类，

如有机磷农药、三氯乙醛等。另一类是难分解类，

如有机氯。土壤有机污染会导致农作物出现明显的

减产现象，甚至污染物会残留在植物之中，会对人

体健康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2]。 
2 土壤有机污染的主要来源 
2.1 污水排放 
由于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使得人们生活

水平也随之提高，同时工业废水以及生活污水量也

持续增加。废水和污水中包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微量

元素，如钾、氮等，经过处理之后用作农田灌溉，

以此来使产量得到一定的增加。但同时也存在大量

的氰化物或重金属酚，此时依然用作农田灌溉，就

会导致农田中存在大量的有机物，从而产生土壤污

染的现象。 
2.2 废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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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时所产生的毒气废气是大气污染的主

要来源，与污水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的范围相对较

广，并对土壤产生更加严重的损害。从污染物形状

中可知，工业废气污染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气

体污染，如一氧化碳[3]。另一类是气溶胶污染，如

粉尘等固体颗粒污染，其在沉降或降雨的作用下进

入到土壤之中，从而形成相应的土壤有机污染。 

 
图 1 土壤污染示意图 

2.3 化肥污染 
向农作物施加适量的化肥可以增加产量，若施

肥缺乏合理性时，就会形成土壤有机污染。比如对

尿素进行长期大量应用，就会导致土壤结构受到严

重破坏。尿素属于氮、碳等构成的有机化合物，若

施加量明显高于农作物吸收标准，并存在外界因素

作用时，就会形成缩二脲或三聚氰胺等，使得土壤

出现板结现象，从而导致土壤的生物学性质失效。 
2.4 农药污染 
对农作物喷洒适量农药，能够预防病虫害，以

此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但是农药也具有一定的危

害性，若使用不当就会形成土壤有机污染[4]。比如

速灭磷这种农药属于有机化合物，在使用的过程中，

只有部分农药能够起到杀虫、防病的作用，剩余部

分进入到土壤之中，致使土壤有机污染的形成。 
3 土壤有机污染的特点 
3.1 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存在化学键，该化学键具有较强键

能，导致有机污染物具备较强的抗化学分解、光解

作用。若直接被排入到自然环境中，无法被自然界

物质所分解，就会一直存在于土壤或大气等环境介

质中，不仅仅会对动植物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还

会借助于食物链来威胁人类的健康。 
3.2 半挥发性 

有机污染物存在一定的半挥发性，这种特点能

够加快有机污染物的挥发，使得土壤或水体中的污

染物不断挥发到大气之中，并在大气中滞留，甚至

能够吸附大气中的颗粒物，发生长距离迁移现象[5]。

伴随颗粒物沉降到地表之上，对土壤产生一定的污

染。 
3.3 生物富集性 
有机污染物的亲油性比较强，可以从周边土壤

或水等介质中逐步向生物体中富集，伴随食物链的

不断延展，富集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时

间的不断延长，捕食生物体中的有机物浓度会持续

积累。 
3.4 高毒性 
有机污染物的毒性较强，借助食物链会被人体

所吸收，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比如破

坏人体的神经系统等。与此同时，不断形成慢性或

急性毒素，对人体生命安全产生持续威胁。 
4 土壤有机污染的治理难度 
4.1 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从实际情况中可知，土壤有机污染源相对复杂，

并且土壤有机污染治理监管合力有待加强[6]。比如

对工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来讲，不仅需要全面监测

企业建设用地污染状况，还要对明确企业生产工艺

和污染防治技术。因此，要对监管力度不断加强，

并对监督指标体系不断完善，以此来对土壤污染状

况进行全面掌握，从而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参考依

据。 
4.2 农业面源污染严峻 
我国属于农业生产大国，由于每年要使用大量

的农药和化肥，导致土壤有机污染现象比较严重。

另外，农业生产机械化以及集约化程度依然具有较

大的上升空间，耕地土壤污染存在明显的分散性、

监测难度大等特点，并普遍存在于农村地区。另外，

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农业地膜，由于地膜的回收

率非常低，就会导致农业面源不断加剧，以此来使

农村土壤污染现象更加严峻[7]。 
4.3 系统污染治理薄弱 
土壤有机污染治理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

术性，并且要对系统化治理措施进行全面应用。在

整个过程中要遵循系统化治理的理念，有利于治理

合力的形成。但是从当前的土壤治理现状中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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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污染系统性治理基础存在一定的薄弱性。 
5 土壤有机污染的治理方法 
5.1 物理治理工艺 
物理法治理土壤有机污染物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方法：一种是土壤挖掘填埋法，这种治理方法比较

常见。该方法通过挖掘的方式将受到污染的土壤运

送到特定位置，并完成相应的填埋工作，以此来确

保清除污染物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但需注意的是，

该方法只能够对运送含有机污染物的土壤，并未全

面清除，同时挖掘以及回填过程中的成本较高，只

要在特定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处理中应用。另一种

是通风去污法，通常在石油泄漏所引起的土壤有机

污染物治理中应用，其原理为液体污染物泄漏到土

壤之中，在土壤中发现横向或纵向迁移，从而残存

在土壤颗粒之中[8]。有机污染物的挥发性以及毒性

都相对较强，通过其处理受到污染的土壤，则要在

受污土壤中打井，使得外部空气能够进入到受污土

壤之中，有利于提升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挥发速度。

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会受到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浓

度以及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要对其进行不断深

入的探究。 
5.2 原位微生物修复 
（1）生物通风修复 
生物通风修复的流程为：在受污土壤中打地下

井，通常以 3-5 个为宜，在鼓风机的作用下使得外

界空气进入到土壤之中。之后利用真空泵来抽出空

气，同时也可以有效排出土壤中的有机挥发物。想

要治理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在将空气输入到土壤之

中时，可以将微生物所需的营养物质加入其中，以

此来使有机污染物降解速度得到明显提升。 
（2）生物强化修复 
生物强化修复的原理是对生物降解中的微生

物活性或强度进行改变，来对土壤中的有机物污染

实施治理。具体流程为：对降解能力相对较强的菌

根真菌进行选择，或选取适宜的共生植物，来对土

壤有机污染现象实施治理。如利用种植紫花苜宿来

对多氯联苯引起的土壤污染实施治理，通过不断检

测土壤的污染程度可以发现，多氯联苯的浓度呈现

不断降低的态势，由此可知，该方法的效果比较明

显。 
5.3 植物治理工艺 
利用植物治理工艺来对土壤有机污染物进行治

理的难度较大，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无法有效分析

有机物在植物体中存在的形态，并且代谢产物的复

杂性较高，甚至无法顺利观测代谢产物在植物体内

的转化过程[9]。通过植物治理工艺来对土壤有机污

染实施治理时，利用植物来直接吸收有机污染物，

或者对植物生长过程中释放的各种酶进行充分应

用，来有效激活微生物的活性，有利于生物转化功

能的持续加强。同时在酶直接分解功能的辅助下，

确保有机污染物得到有效分解。除此之外，对植物

根区以及共生菌群来讲，会对根区的有机物矿化进

行不断加强，以此来对土壤有机污染治理效果进行

不断提升。在治理的过程中，要对土壤理化性质、

有机污染物性质等进行全面考量，并从经济性、可

操作性等方面来分析和选择相关治理技术。 

 
图 2 土壤修复的生物技术应用示意图 

5.4 化学治理工艺 
（1）化学焚烧法 

在土壤有机污染治理中，可以使用的方法之一

为化学焚烧法。该方法的原理是在高温状态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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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比较容易被分解。通过高温焚烧的方式，来对

有机污染物进行去除。利用该方法来去除有机污染

物，可以让去除效果比较彻底。但需注意的是，在

去除污染物的同时，也会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产生一

定的不良影响，导致土壤无法得到在进行科学利用。 
（2）化学清洗法 
该方法指的是在有机污染土壤之中添加化学溶

剂，以此来对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实施清洗，确保

污染物被洗脱出土壤，从而妥善完成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工作。在治理土壤有机污染物时，化学清洗法

又包括以下几种方式：第一，表面活性剂清洗法。

利用表面活性剂来处理憎水性有机化合物，可以明

显提升该化合物的亲水性以及生物可利用性。该过

程中可以使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来对土壤有机碳

含量进行改善，但会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如土壤

与污染物之间的接触时间。另外，也可以使用生物

表面活性剂，该活性剂的优势体现在易降解、清污

效果佳等方面，可以对该种活性剂进行全面推广。

第二，有机溶剂清洗工艺。在有机污染的土壤中加

入有机溶剂，确保有机污染物得到有效去除。第三，

超临界萃取法，即通过超临界萃取装置，来对土壤

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解析，如多氯联苯，同时在特

定温度或压力下，将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有效去除。 
（3）化学栅防治法 
化学栅的透水性、吸附性都相对较强，在土壤

次表层含水层中放置化学栅，使得污染物会在固体

材料中得到有效滞留，以此来对污染物扩散现象进

行有效防止，以此来达到净化土壤的效果。由于化

学材料和性质存在差异，可以分成沉淀栅以及混合

栅等，一般情况下，吸附栅以及混合栅在土壤污染

治理中的应用效果更加明显。在应用化学栅时，要

对化学栅老化等约束性因素进行妥善解决。 
6 土壤有机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 
未来土壤有机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主要为：第

一，向绿色环境友好型转变。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下，微生物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的使用频率和范

围不断扩大，该技术不仅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还能够同时处理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具备良好的发

展前景。第二，向多重原位土壤治理方向发展。与

其他技术相对比可知，多重原位土壤治理技术的成

本低、效果好，具有全力推广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对土壤有机污染实施治理具有重要

意义，不仅可以强化土壤结构，降低被污染的几率，

而且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想要达到这样

的目的，则要对治理方法进行重点分析研究，从而

使土壤环境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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