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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胶凝材料固结垃圾焚烧飞灰效果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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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利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固结垃圾焚烧飞灰存在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采用微生物胶凝材料固结飞灰,研究其对飞灰的固结效果,
并通过 X 射线衍射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和原子吸收光谱等测试技术分析其固结飞灰的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拌合介质(水、上清液、
微生物溶液、化学碳酸钙、微生物胶凝材料、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微生物溶液)均能将松散的飞灰颗粒固结为一个整体,但其

中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为介质拌制的飞灰固结体强度和重金属离子固化效果最优(Pb 离子和 Cd 离子的固结率分别为 33%和 32%)。 微生

物胶凝材料具有双重固结飞灰的作用,一方面它与其他介质固结飞灰相同,均是在固结体内部形成了水化产物 Ca2SiO4·0郾 30H2O;另一方面,微生

物胶凝材料中的有机基质能分别与飞灰和方解石中 Si鄄O 键、C鄄O 键的 O 原子作用形成大量的分子间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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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ordinary Portland cement to consolidate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MSWI) fly ash brings about the problems of larg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iming at relieving this problem,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was employed to consolidate

the MSWI fly ash, and its consolidation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Furthermore, the consolidation mechanism of MSWI fly ash by microbial cemen鄄
ting material was analyzed by X鄄ray diffrac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nfrared spectroscope and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e. Re鄄
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solidation of loose MSWI fly ash particles as a whole could be achieved by various mixing media, inclu鄄
ding water, supernatant, bacterial fluid, chemical CaCO3, microbial gelling material,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supernatant fluid,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bacterial fluid. While,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supernatant fluid exhibited superior consolidation strength and con鄄
solidation effect of heavy metal ions of MSWI fly ash among those mixing media, presenting 33% and 32% consolidation rate for Pb and Cd, re鄄
spectively. Regarding to the mechanism, there were dual effects of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in consolidation of MSWI fly ash. Specifically
speaking, one action was the generation of the hydrated product (Ca2SiO4· 0郾 30H2O) which was the same with other consolidation products,
another action was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ermolecular hydrogen bond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rganic matrix in
the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and the O atom of Si鄄O bonds and C鄄O bonds in MSWI fly ash and calcite respectively.
Key words摇 摇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MSWI) fly ash,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hydrogen bonds, consolidation

0摇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日益增多。 当

前国内外大都采用焚烧技术来处理生活垃圾,这势必会造成

垃圾焚烧飞灰的日益增多。 而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1] ,
垃圾焚烧飞灰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其在一定条件下会渗

出到外界,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因此,GB16889鄄2008《生活

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中明确规定[2] ,垃圾焚烧飞灰必须

经过适当的固化 /稳定化处理后才可填埋。 目前,国际上大

都采用水泥固结技术来处理垃圾焚烧飞灰[3] ,尽管关于该技
术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进展[4鄄7] ,但水泥的生产
在耗费大量资源的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 CO2,加剧了温室效

应。 因此,急需寻找一种新的固化材料以解决上述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制出一种能耗低且绿色环保的微

生物胶凝材料,并依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沈吉云[8] 采用

生物碳酸盐水泥灌浆技术对粘土砖的开裂处进行修复,发现

修复过的粘土砖抗拉强度高达 0郾 5 MPa。 Leelm 等[9] 利用巨

大芽孢杆菌诱导形成的碳酸钙来处理马来西亚地区的残积

土,提高了残积土的抗剪强度和抗渗性。 笔者课题组[10鄄11] 利

用微生物胶凝材料成功将松散砂颗粒胶结为具有一定力学

性能的砂柱,并进一步对其胶结机理进行了研究,得出生物

法形成的方解石中含有有机基质,其与砂中的 Si 原子相互作

用形成分子间氢键,从而使该材料具有胶结性。
由此可见,学者们已对微生物胶凝材料在多孔材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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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筑材料修复、松散砂和土壤颗粒的固结等领域的应用

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研究。 而关于微生物胶凝材料是否能够

固结粒径更小、比表面积更大、含有重金属离子的垃圾焚烧

飞灰颗粒的研究,国内外尚无相关报道。 为此,本研究首先

对比了不同介质拌合垃圾焚烧的飞灰效果,然后利用 X 射线

衍射(XRD)仪、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FTIR)仪以及原子吸收光谱仪对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化学

CaCO3 以及不同拌合介质下所得飞灰固结体的特征进行对

比分析,依此确定出最佳拌合介质,并揭示微生物胶凝材料

固结飞灰机制。

1摇 实验

1郾 1摇 原材料

1郾 1郾 1摇 微生物及其培养

试验采用的微生物为巴氏芽孢杆菌,它是一种碳酸盐

矿化菌。 该菌的培养过程为:首先在 1 L 去离子水中加入

5 g 蛋白胨、3 g 牛肉膏,然后将其 pH 值调至 7郾 0,置于

120 益、0郾 15 MPa 条件下灭菌 40 min,再于无菌环境中冷却

至室温后接入 2% 体积分数的巴氏芽孢杆菌种液,最后在

35 益、170 r / min条件下振荡培养 24 h 后存于 4 益冰箱中待

用。
1郾 1郾 2摇 垃圾焚烧飞灰

试验所采用的垃圾焚烧飞灰取自秦皇岛某生活垃圾焚

烧厂,其矿物组成和微观形貌的分析结果见图 S1 和图 S2。
1郾 2摇 微生物胶凝材料的制备

25 益 条件下向 100 mL 培养好的菌液中加入 50 mL
2 mol / L的尿素溶液和 50 mL 2 mol / L 的 CaCl2 溶液,搅拌均

匀,静置 12 h 后分离沉淀与上清液(收集上清液待用),再将

沉淀置于 45 益烘箱中烘干,研磨后所得粉末样品为微生物

胶凝材料。
1郾 3摇 化学 CaCO3 的制备

分别配制浓度为 2 mol / L 的 NaCO3 溶液和 CaCl2 溶液,
将其等体积混合搅拌均匀,静置 12 h 后分离沉淀与上清液

(收集上清液待用),再将沉淀置于 45 益烘箱中烘干,研磨后

所得粉末样品为化学 CaCO3。
1郾 4摇 不同介质固结飞灰

(1)不同液体介质固结飞灰。 首先向多个装有 30 g 飞灰

的烧杯中分别加入 19 mL 蒸馏水、上清液和菌液,搅拌均匀

后将其倒入塑料模具(椎3 cm伊12 cm)中振荡密实;然后将模

具放入 45 益烘箱中养护 3 d 后拆模,再将所得制品于 100 益
烘箱中烘干 7 d,取出打磨至 椎3 cm伊3 cm 后待用。

(2)来源不同的胶结质固结飞灰。 向多个装有 30 g 飞灰

的烧杯中分别加入 12郾 86 g (占总质量的 30% )的微生物胶

凝材料和化学 CaCO3,混合均匀后加入 19 mL 蒸馏水,其他操

作同(1)。
(3)相同胶结质不同液体介质固结飞灰。 向多个装有

30 g 飞灰和 12郾 86 g 微生物胶凝材料的烧杯中分别加入

19 mL上清液和菌液,其他操作同(1)。

2摇 固结效果

不同介质拌合飞灰的效果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

出,不同介质均能使松散的飞灰颗粒固结为一个整体,其各

自的抗压强度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不同介质固结飞灰

得到的固结体强度不同,其中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为

介质拌制的飞灰固结体强度最高(0郾 59 MPa),而以化学 Ca鄄
CO3 和水为介质拌制的飞灰固结体强度最低(0郾 11 MPa)。

图 1摇 不同介质固结 MSWI 飞灰制品:(a) 水、(b) 上清液、(c) 菌液、(d) 化学 CaCO3 和水、(e) 微生物胶凝材料和水、( f) 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
液、(g) 微生物胶凝材料和菌液
Fig郾 1摇 Consolidation products of MSWI fly ash mixed with various media: (a) water, (b) supernatant fluid, (c) bacterial fluid, (d) chemical CaCO3 and water,
(e)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water, ( f)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supernatant fluid, (g)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bacterial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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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不同介质固结 MSWI 飞灰制品的强度
Fig郾 2摇 Strength of MSWI fly ash products consolidated by different media

2郾 1摇 不同液体介质固结飞灰

对比图 2 中的(1)、(2)和(3)可知,水、上清液和菌液三

种液体介质相比,以菌液为介质固结飞灰体的强度最低

(0郾 13 MPa)。 对不同组飞灰固结体样品进行 XRD 检测,结
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与单纯的飞灰相比,不同介质

拌制的飞灰固结体中均出现了新的物质 Ca2SiO4·0郾 30H2O
(b 峰)。 这是因为飞灰中含有 Ca2SiO3及 CaAl2Si2O8 等矿物

(图 S1),这些矿物遇水后会发生水化反应,生成胶凝物质

Ca2SiO4·0郾 30H2O,且在不同拌合介质下,Ca2SiO4·0郾 30H2O
的生成量不同,表明水化反应程度不同,这可部分解释不同

介质固结飞灰制品强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其中以水和上清

液为拌合介质时,b 峰没有明显变化,而以菌液为介质时,b
峰降低,水化胶凝物质 Ca2SiO4·0郾 30H2O 减少,因此其强度

最低。

图 3摇 不同介质拌制 MSWI 飞灰固结体 XRD 图
Fig郾 3摇 XRD patterns of consolidation products of MSWI fly ash mixed with
various media

分别对不同液体介质(水、上清液和菌液)拌制的飞灰固

结体进行微观形貌检测,结果如图 4 所示。 与图 4a、b 相比,
图 4c 中飞灰颗粒表面被菌液中的大量微生物及有机物覆

盖,虽然可以降低固结体内的孔隙率,但也阻碍了飞灰颗粒

与水分子的接触,使得飞灰的水化反应严重受阻,胶凝物质

Ca2SiO4·0郾 30H2O 的生成量大幅减少。 这种单纯依靠有机

物间的相互黏结作用并不能弥补水化反应不足所造成的强

度损失,因此菌液拌制的飞灰固结体强度最低。

图 4摇 不同液体介质固结 MSWI 飞灰的微观形貌图:( a) 水、( b) 上清
液、(c) 菌液
Fig郾 4摇 Morphologies of MSWI fly ash consolidated by different fluid media:
(a) water, (b) supernatant fluid, (c) bacterial fluid

2郾 2摇 来源不同的胶结质固结飞灰

对比图 2 中的(4)和(5)可以看出,以微生物胶凝材料为

胶结质固结的飞灰体强度(0郾 26 MPa)要高于化学碳酸钙的

飞灰体强度(0郾 11 MPa),这表明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化学 Ca鄄
CO3 两种来源不同的胶结质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

解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分别对其进行 XRD 和 SEM 检测,结
果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由图 5 的物相分析结果可知,微生物

胶凝材料和化学 CaCO3 均为方解石,两者主特征峰的位置基

本一致,但前者的峰强低于后者,这表明微生物诱导形成的

方解石结晶程度较低。 同时结合图 6 可以看出,虽同为方解

石,但两者的微观形貌截然不同,微生物水泥晶体多以球状

形式存在,而化学 CaCO3 则以斜六方晶体为主。 笔者认为是

微生物代谢产生的不可溶有机质(IM)和水可溶有机质(SM)
具有调控方解石晶体形成、抑制其生长的作用。 SM 带负电

荷,其不断地与钙离子发生碰撞,致使其表面的负电荷不断

被中和,从而使许多有机质分子聚集成一个大分子团,当晶

体生长到一定尺寸后,受到不同单元其他大分子基团的排斥

作用,晶体不再正常生长,从而导致微生物诱导法形成的方

解石结晶程度较差。 同时,SM 能够吸附在方解石的特定晶

面上,导致不同晶面之间相对生长速率发生变化,进而改变

方解石的晶体形貌结构[12鄄14] 。

图 5摇 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化学 CaCO3的 XRD 图谱

Fig郾 5摇 XRD patterns of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chemical Ca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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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a)微生物胶凝材料和(b)化学 CaCO3 微观形貌图

Fig郾 6摇 Morphologies of (a)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b) chemical
CaCO3

为进一步了解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化学 CaCO3 之间的差

异,分别对两者所拌制的飞灰固结体进行 FTIR 检测,结果如

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以看出,与纯飞灰固结体(曲线 a)相比,
化学 CaCO3(曲线 b)和微生物胶凝材料(曲线 c)拌制的飞灰

固结体中均出现了新加入的方解石中 C鄄O 键的对称伸缩振动

峰(872郾 75 cm-1和 874郾 45 cm-1),不同的是,由于微生物胶凝

材料中含有微生物生长代谢产生的有机基质,使得曲线 c 中

还出现了新的有机多肽的振动峰(1 512郾 13 cm-1)。 此外,与
曲线 a 相比,曲线 b 中 C鄄O 键及 Si鄄O 键的特征峰几乎没有发

生变化,仍位于原来的位置,而曲线 c 中 Si鄄O 键的反对称伸缩

振动峰(1 140郾 54 cm-1)及对称伸缩振动峰(712郾 14 cm-1 )和
C鄄O 键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峰(1 457郾 22 cm-1)则发生了很大改

变,与曲线 a 相比分别改变了 16郾 12 cm-1(向右)、42郾 14 cm-1

(向左)和 16郾 57 cm-1(向左)。

图 7摇 MSWI 飞灰固结体的 FTIR 谱
Fig郾 7摇 FTIR spectra of consolidation products of MSWI fly ash

上述结果表明,化学 CaCO3 固结飞灰体中飞灰所处的环

境与纯飞灰基本相同,而微生物胶凝材料固结飞灰体中飞灰

所处的环境则发生了改变。 笔者认为是因为微生物胶凝材

料中含有一定量的有机基质,其中鄄OH 等可分别与体系中的

C鄄O 键及 Si鄄O 键的 O 原子作用,形成分子间氢键 O鄄H鄄鄄鄄O。
分子间的氢键作用使得 C鄄O 键及 Si鄄O 键中的电子云密度向

O 原子方向偏移,导致 C鄄O 键及 Si鄄O 键的电子云密度发生变

化,进而造成两者的振动能力发生改变,使得微生物水泥固

结飞灰体中 Si鄄O 键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峰由 1 124郾 42 cm-1变

为 1 140郾 54 cm-1, 对称伸缩振动峰由 754郾 28 cm-1 变为

712郾 14 cm-1;C鄄O 反对称伸缩振动频率由 1 473郾 24 cm-1变为

1 457郾 22 cm-1。 图 8a、b 分别为鄄OH 键与 C鄄O 键及 Si鄄O 键之

间形成分子间氢键的示意图。

图 8摇 分子间氢键形成示意图:(a) 鄄OH 键和 C鄄O 键、(b) 鄄OH 键和 Si鄄O
键
Fig郾 8摇 Illustration of intermolecular hydrogen bonds formation: ( a) 鄄OH
bond and C鄄O bond, (b) 鄄OH bond and Si鄄O bond

图 9a、b 分别为化学 CaCO3 和微生物胶凝材料固结飞灰

后的微观形貌图。 从图 9 可以看出,由于后者中的颗粒间存

在氢键作用,晶体颗粒较为紧凑、致密地吸附并填充在飞灰

颗粒之间,而前者中的颗粒间不存在氢键作用,晶体颗粒则

填充得较为松散,这与微生物水泥固结飞灰体强度高于化学

CaCO3 的结论相一致。

图 9摇 MSWI 飞灰固结体微观形貌图:( a) 以化学 CaCO3 和水为介质;
(b) 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水为介质
Fig郾 9摇 Micrographs of MSWI fly ash consolidation products with various mi鄄
xing media: (a) water and chemical CaCO3, (b) water and microbial ce鄄
menting material

2郾 3摇 相同胶结质不同液体介质固结飞灰

对比图 2 中的(6)和(7)可知,均以微生物胶凝材料为胶

结质时,利用上清液固结的飞灰体强度(0郾 59 MPa)高于利用

菌液固结的飞灰体强度(0郾 15 MPa)。 对这两种固结体进行

微观形貌检测,结果分别如图 10a、b 所示。 由图 10 可以看

出,菌液中含有的大量有机基质填充在飞灰表面和颗粒之间,
结合图 3 可知,在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菌液为介质拌制的飞

灰固结体中,b 峰降低,水化胶凝物质 Ca2SiO4·0郾 30H2O 的生

成量减少。 这表明菌液中大量的有机质阻隔了飞灰与水分

子的接触,阻碍了其水化反应的进行,而仅依靠有机物之间

的黏结作用不足以弥补胶凝物质生成量大幅降低所造成的

强度不足,因此菌液固结飞灰强度最低。

图 10摇 MSWI 飞灰固结体微观形貌图:(a) 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
为介质;(b) 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菌液为介质
Fig郾 10摇 Morphologies of MSWI fly ash consolidation products with various
mixing media: (a)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supernatant fluid, (b)
microbial cementing material and bacterial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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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4摇 重金属离子固结效果

不同介质拌制飞灰固结体中 Pb 离子和 Cd 离子的浸出

浓度如图 11 所示。 由图 11 可以看出,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

上清液为介质固结飞灰体的重金属离子浸出率最低,结合

表 S1 可知,Pb 离子和 Cd 离子的固结率分别为 33%和 32%,
固结后两者的浸出浓度分别为 4郾 733 6 mg·L-1 和 1郾 685 2
mg·L-1,前者的浸出浓度低于固体废弃物浸出毒性鉴别标

准,而后者却始终高于该标准。

图 11摇 不同介质拌制 MSWI 飞灰固结体中 Pb 离子和 Cd 离子的浸出浓
度
Fig郾 11摇 The leaching concentration of Pb ion and Cd ion of MSWI fly ash
consolidated by different media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固结体中重金属离子浸出浓度的降

低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1)固结体内水化生成的胶凝

物质 Ca2SiO4·0郾 30H2O 对重金属离子具有一定的吸附包裹

作用;(2)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的加入使得固结体内生

成了大量的分子间氢键,而氢键的存在加强了颗粒间的相互

作用,对重金属离子起一定的束缚固结作用;(3)微生物细胞

及其分泌的胞外聚合物可以与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发生空

泡吞饮作用,从而产生一定的固结效果,使得固结体内重金

属离子的浸出浓度降低。

3摇 结论

(1)不同拌合介质均能将松散的垃圾焚烧飞灰颗粒固结

成具有一定力学性能的整体,这主要是因为飞灰中含有

Ca3SiO5及 CaAl2Si2O8 等矿物,其遇水后会发生水化反应生成

胶凝物质(Ca2SiO4 ·0郾 30H2O)。 同时,微生物胶凝材料与

上清液中均含有微生物分泌的有机基质,其中的鄄OH 键能

分别与飞灰和方解石中 Si鄄O 键、C鄄O 键的 O 原子作用形成

大量 的 分 子 间 氢 键 ( O鄄H鄄鄄鄄O )。 正 是 由 于 Ca2SiO4 ·
0郾 30H2O 和 O鄄H鄄鄄鄄O 的双重固结作用以及微生物对重金属

离子的空泡吞饮,使得以微生物胶凝材料和上清液为介质

固结的飞灰体强度最高,重金属离子固结效果最好。 固结

后 Cu、Zn 和 Pb 离子的浸出浓度均低于固体废弃物浸出毒

性鉴别标准,而 Cd 离子的浸出浓度略高于此标准。 对此,
根据以上固结机制,如若在后期试验中增加微生物胶凝材

料的掺量,理论上讲能够继续降低 Cd 离子的浸出浓度,从

而使其低于该标准。
(2)微生物胶凝材料和化学 CaCO3 均为方解石,但在结

构和性能方面,两者却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晶体多以球状形

貌存在,且含有微生物分泌的有机基质,其中的鄄OH 键能与

体系中 C鄄O 键及 Si鄄O 键的 O 原子作用,形成分子间氢键

O鄄H鄄鄄鄄O,方解石晶体颗粒较为紧凑、致密地吸附并填充在飞

灰颗粒之间;而后者多为斜六方体,不能与飞灰颗粒发生作

用生成分子间氢键,晶体颗粒较为松散地覆盖在飞灰表面和

颗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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