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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深圳市污泥产量与变化趋势图

1.1 深圳市污泥产量与变化趋势

张金松1
张金松2 姜维3

姜维4



幻灯片 3

张金松1 1、应与全国和其他城市对比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2 2、2010年处理量下降的原因？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3 经查，2009和10年的降雨量较2008年大幅下降了45%，可能是造成污水处理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Wei Jiang, 2015-4-15

姜维4 已加到下一张ppt中
Wei Jiang, 2015-4-15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深水集团原特区内污水厂日均处理水量、深水集团原特区内污水厂日均处理水量、80%80%含水率污泥量含水率污泥量
（（20152015年）年）

盐田
6.5万m3/d 

60t
罗芳
30万
m3/d 
250t

滨河
28万m3/d 
230t

西丽
4万m3/d 
35t

南山
56万
m3/d 
735t

蛇口
3万m3/d 
25t

洪湖（拟建）

福田
56万
m3/d 
735t

宝安区

光明新区

龙华新区

南山区 福田区

龙岗区

罗湖区
盐田区

坪山新区

大鹏新区

张金松3
张金松4

姜维5
姜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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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3 1、南山厂已处于超负荷生产，目前泥量？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4 2、应补各厂位置图，并在图上说明相关数据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5 南山污水厂过去一年的平均产泥量为678t/d，最大值和最小值为1139和103t/d。
Wei Jiang, 2015-4-15

姜维6 污水厂的分布图已添加
Wei Jiang, 2015-4-15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深水集团原特区内污水厂深水集团原特区内污水厂““十三五十三五”” 污泥量预测污泥量预测

注：1）2015年罗芳、滨河两厂的污泥量按现状污水处理量来预测；2020年污泥量均按污水设计规模来
预测。2）远期预测为蛇口厂规模到6万m3/d，新建洪湖污水处理厂5万m3/d，南山厂远期增加一组二级处
理到80万m3/d，其他厂达到设计处理能力。 3）脱水污泥以含水率80%计，下同。

近期2015年 远期2020年

污水处理规模 干污泥量 脱水污泥量 污水处理规模 干污泥量 脱水污泥量

万m3/d tDS/d t/d 万m3/d tDS/d t/d
南山 56 140 700 80 204 1020
西丽 4 7 35 5 9 45
蛇口 3 5 25 6 10 50
盐田 6.5 12 60 12 21 105
罗芳 30 50 250 35 65 325
滨河 28 46 230 30 49 246
福田 0 0 0 40 105 525
洪湖 0 0 0 5 9 45
合计 167.5 365 1300 213 472 2361

张金松3
张金松4

姜维5
姜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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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3 1、南山厂已处于超负荷生产，目前泥量？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4 2、应补各厂位置图，并在图上说明相关数据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5 南山污水厂过去一年的平均产泥量为678t/d，最大值和最小值为1139和103t/d。
Wei Jiang, 2015-4-15

姜维6 污水厂的分布图已添加
Wei Jiang, 2015-4-15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1.2深圳市污泥处置设施基本情况

深圳市污水厂与污泥处理设施分布图

深圳市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污水厂共31座，污

水处理设计规模达到479.5万方/天，实际污泥产

量约为3100吨/天（含水率80%）。

张金松5
张金松6

姜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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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5 1、用地图和现场图片说明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6 2、相应地要说明深圳市的情况，如污水厂分布、处理量、污泥量等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7 已添加
Wei Jiang, 2015-4-15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t/d) 运营状况
运营单价
（元/吨）

处理工艺

1 深南电污泥干化 400 390 带式热干化

2 蛇口厂蒸汽热水解 30 248
蒸汽热水解+深度

脱水+制肥

3 坪山厂生物干化 100 255 生物干化

4 上洋深度脱水厂 300 298 深度脱水

5 福永二期 700

营运

265 填埋

6 下坪应急 共处理77万吨 215 填埋

7 福永一期
300，共处理
108.3万吨

172 填埋

8 龙岗周转厂
300，共处理
31.3万吨

223 填埋

9 福永一期应急 共处理13万吨

停止营运

230 填埋

10 燕川深度脱水厂 300 建成未营运 299 深度脱水

11 老虎坑焚烧厂（一期） 800 停建 - 半干化焚烧

12 上洋厂（一期） 800 2014年底建成 - 半干化焚烧

13 外运（应急） 共处理26.2万吨 停止营运 650

14 外运 营运 397-448

注：原特区内的污水厂污泥由带式/离心脱水至含水率80%后进行厂外处置

1.2深圳市污泥处置设施基本情况

深南电污泥干化工程处理规模

为400t/d，实际日处理能力320~400 

t/d，可利用锅炉余热对南山污水处

理厂湿污泥进行热干化处理。

扣除深南电与蛇口厂的污泥污

泥量，近期深水集团下辖原特区内

污水厂需新建污泥处理设施规模基

准值为1425t/d（含水率80%），包

括南山、西丽和蛇口三个厂（共计

400t/d）、滨河厂（230t/d）、罗芳

厂（250t/d）、盐田厂（100t/d）、

以及待建福田厂（525t/d）。

张金松25
张金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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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25 1、用地图和现场图片说明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26 2、相应地要说明深圳市的情况，如污水厂分布、处理量、污泥量等
张金松, 2015-4-13



1. 外运异地存在环境风险；
2. 部分设施营运期间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纠纷；
3. 焚烧工程推进难度大；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1. 外运异地存在环境风险；

老虎坑污泥焚烧厂

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外运异地存在环境风险；
2. 部分设施营运期间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纠纷；

张金松7

张金松8

姜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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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7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8 老虎坑污泥焚烧厂进展慢的原因分析及图片？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8 老虎坑污泥焚烧厂因遭到当地居民反对，自2010年10月份被迫停工至今，预计损失浪费包括：已完工程及已到货设备投资（已签订合同金额3.7亿
元，实际已支付1.63亿元）、设备仓储费500万元、设备二次转运费356万元。网上已经找不到居民反对闹事以及现状的照片
Wei Jiang, 2015-4-15



一、深圳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与问题

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张金松10
姜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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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0 填埋库容饱和、相关财政政策（污泥处置成本与运营单价核定办法）有待完善
具体情况？；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9 下坪填埋场已拒收污泥，福永一期已经封场，福永二期将在1-2年内库容饱和而封场。
污泥按泥量还是污水处理量定价机制不完善。
此外，我市污泥处置设施运营单价定价原则不一致，一事一议，有正式定价、暂定价；有测算定价、参考定价、文件批示定价。其中测算定价的
成本和利润的确定标准不一致，采取的有实际成本和测算成本、成本利润率和投资利润里、利润率3-6%等各种方式。上述情况不符合《深圳市公
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规定：（1）公用事业单位价格应当根据社会平均成本、经营者合理收益、社会承受能力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予以确定；
（2）市政府应当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银行利率和物价指数等因素确定公用事业各行业的收益率水平。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监管部门每年
对公用事业各行业的收益水平进行考核，必要时报市政府予以调整；（3）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定期审价制度，设立成本资料数据库，形成有效
的成本约束机制。
Wei Jiang, 2015-4-15



总体思路：厂内减量、厂外处置、近期利用、远期焚烧
选取原则：技术先进、土地集约、环境友好、能源回用、成本合理

二、深圳水务集团的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

从污水厂分布和预留用地情况拟建设四个污泥厂内处理中心

2.1 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选取

南山厂（西丽厂）

盐田厂

福田厂

罗芳厂（滨河厂）

姜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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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27 图不清晰，应更换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0 已更换图片
Wei Jiang, 2015-4-15



2.2 技术方案比选

序号 污泥减量技术 技术简介 工程案例

１ 热干化
通过热能将污泥中的水分蒸发，可将污泥含水率最低

降至10%。

重庆唐家坨污水处理厂、

苏州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嘉兴嘉爱斯热电厂

２
加药调理后

深度脱水

常规脱水后污泥中加入化学调理药剂，通过板框压滤

深度脱水，污泥含水率降至50%

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

厦门石渭头等污水处理厂、

厦门集美污水处理厂

３
热水解后绿色能

源回用

热水解破坏污泥结构，提高污泥的生物可降解性，确

保污泥甲烷产率，回收绿色能源。

法国Saumur污水处理厂

布鲁塞尔北部污水处理厂

意大利Monza污水处理厂

４
热水解后

深度脱水

蒸汽热解方式破坏污泥持水结构，经高温高压及板框

压滤深度脱水，污泥含水率降至50%

深圳蛇口污水处理厂

日本留萌市市政污泥处理厂

日本青森污水处理厂

５
好氧发酵/

生物干化

通过好氧发酵处理污泥，使其达到无害化、稳定化和

生物脱水的效果

秦皇岛市绿港污泥处理厂

上海市松江污水处理厂

6 连续高速炭化

80%含水率污泥通过干化+炭化将污泥含水率降低，污

泥有机质在高温下充分降解和回收，最终得到含水率

10%污泥炭化产品

武汉市汤逊湖污泥炭化示范工程

鄂州市污泥炭化工程

美国加州Rialto污泥炭化厂



2.2 技术方案比选

技术经济比较

项目 热干化
加药调理

深度脱水

热水解+绿色

能源回用

热水解后

深度脱水

好氧发酵/生

物干化
连续高速炭化

投资 高 低 高 高 中 高

运行费 高 低 低 中 低 中

占地 中 小 中 中 大 中

减容量 大 小 中 中 中 大

热值削减 小 中 中 中 小 大

环境影响 大 中 大 大 小 小

成熟程度 中 高 高 中 中 中

最终出路
焚烧

绿化肥

焚烧

填埋

绿化肥

焚烧

填埋

绿化肥

焚烧

填埋

绿化肥

绿化肥

燃料

土壤改良剂

吸附剂

姜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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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5 栏目布置家与P10一致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1 已调整至一致
Wei Jiang, 2015-4-15



二、深圳水务集团的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

2.3 工程规划方案-南山污水厂污泥处理中心

化学调理后深度脱水，污泥自浓缩

池后依次经过机械浓缩、化学调理、

板框脱水，处理后污泥含水率降至60%

以下，脱水泥饼量180吨左右；

原污泥

污泥预处理系统

隔膜压滤机

泥饼料斗

含水率40-60%泥饼

高
低
压
进
料
泵

输
泥
泵

药剂1

药剂3

药剂2

储气罐空压机

吹脱

正吹

压榨水箱
压榨泵

清洗水箱
清洗泵

滤液储池
返回污水处理

系统

输
送
机

除臭系统 达标排放

收
集
管
道

收
集
管
道

处理对象：南山、蛇口和西丽污水厂污泥；

处理规模：近期400吨/天，远期800吨/天；

预计建成时间：2015年；

污泥最终处置：脱水后外运制砖

工程投资：半地下方式，总投资13164万元。

处理成本：233元/吨。

污泥调理预处理

板框压滤机

泥饼料斗

除臭系统

姜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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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6 方案图应按不同功能用色块区分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2 已用不同颜色区分
Wei Jiang, 2015-4-15



二、深圳水务集团的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

2.3 工程规划方案-罗芳污水厂污泥处理中心

处理对象：罗芳和滨河污水

厂污泥；

处理规模：500吨/天；

预计建成时间：2017年；

污泥最终处置：产品可制绿

化肥、建材；

项目总投资29732万元

处理成本：416元/吨

污泥连续高速炭化工艺，80%

含水率污泥通过干化+炭化将污泥

含水率降低，污泥有机质在高温下

充分降解和回收，最终得到含水率

10%污泥炭化产品80-90吨/天；

与其它工艺相比，该工艺污泥

减容减量率高，环境影响小，产品

应用范围广可资源化！



二、深圳水务集团的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

2.3 工程规划方案--盐田污水厂污泥处理中心

80%含水率污泥通过热水解后

板框脱水，最终得到含水率50%以下

的污泥炭产品40吨/天；

压滤液可做液态肥、污水厂

碳源、厌氧产沼气或回收蛋白等资

源做发泡剂，低碳环保！

处理对象：盐田污水厂污泥；

处理规模：100吨/天；

预计建成时间：2015年；

污泥最终处置：外运制绿化肥；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3940万元。

处理成本：306元/吨。污泥蒸汽热水解+深度脱水工艺流程图盐田污水厂污泥蒸汽热水解+深度脱水工

程平面布置图

张金松17
姜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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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7 1、工艺名称？2、应补平面布置图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3 已添加
Wei Jiang, 2015-4-15



二、深圳水务集团的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

2.3 工程规划方案-福田污水厂污泥处理中心

福田污水厂将不设常规脱
水系统，污泥经重力浓缩后直接
进入深度脱水系统处理。

采用工艺同南山污水处理厂
污泥深度脱水处理工程，最终污
泥产品含水率60%以下；

处理对象：福田污水厂污泥；

处理规模：525吨/天；

预计建成时间：2015年；

污泥最终处置：综合利用或焚烧；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9527万元。

处理成本：207元/吨。张金松18
姜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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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8 成本与南山不同？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4 南山污泥为半地下式结构，成本福田厂较高
Wei Jiang, 2015-4-15



3.1城市污泥是不是一种资源？

含有有机物、氮、磷、钾和热值

含有重金属、致病菌、POPs与PPCPs等环境污染物，资源化时需要付出

代价：

人力：政府部门与老百姓的支持、先进的技术、科学的运行管理

物力：可靠的污泥处理处置设备、末端接受对象

财力：支撑产业链可持续发展

三、污泥处理处置再思考与研发热点



3.2 成功的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技术特点

总体思路

因地制宜

源头减量

集中处置

技术路线选取原则

技术先进

土地集约

环境友好

能源回用

成本合理

源头减量技术

OSA（好氧-沉淀-缺氧）类工艺、长HRT或SRT工
艺设计（如延时曝气）、运行参数调整（如高活
性污泥浓度、DO）、投加污泥减量微生物菌剂

回收资源和能源的污泥减量技术（蓝色思维）

以厌氧消化为核心的相关衍生技术，如热水解-厌
氧消化、高固体浓度厌氧消化



源头减量，在工艺过程中减少污泥产生；减量效果在20%左右；无需工程改造；投资与

运行成本均较低，绿色节能；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菌剂投加污泥源头减量技术方案

技术优势

工作基础

• 完成中试规模的微生物菌剂污泥减量实验

• 在滨河污水厂进行了生产性实验

• 研发复配出具有污泥减量效果的微生物菌剂，正在进行发酵工艺优化研究

向污水处理工艺中投加微生物菌剂，辅以工艺调控，通过水解酸化作用和循环利

用，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实现污泥产量削减，绿色低碳。

滨河污水厂生产性实验-30万m3/d

罗芳中试-300m3/d
实验室小试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菌剂投加污泥源头减量技术方案-试验结论

主要结论：

污泥减量率20%左右；

投加微生物菌剂对出水COD、BOD5 、氨氮、 TN 、pH值、SS基本没有影

响，但可能会造成TP超标；菌剂组排泥存在磷累积，排泥含水率基本没有差

异，污泥脱水性能得到一定的改善，菌剂组污泥存在污染物累积现象；

活性污泥的明显衰减，是导致污泥减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外加不同微生物的作用下，活性污泥系统内源呼吸比好氧速率增大；

外加功能微生物可以导致活性污泥絮凝体破坏；

污泥产率试验表明，在高F/M（0.75 gCOD/MLSS d）和低F/M（0.15 

gCOD/MLSS d）条件下，投加酵母菌E7、乳酸菌L2和芽孢杆菌B135都可以降

低污泥产率；

商业推广应用的瓶颈：在水质水量和污水厂运行参数的波动以及没有对照组

的情况下难以确定污泥减量率。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臭氧化污泥减量与碳源回用研究

溶胞产物作为碳源的可行性研究溶胞产物作为碳源的可行性研究

碳源回用碳源回用污泥减量污泥减量

臭氧污泥减量与碳源回用技术臭氧污泥减量与碳源回用技术

臭氧溶胞效果研究臭氧溶胞效果研究 臭氧对污泥性状的影响臭氧对污泥性状的影响静态试验静态试验

污泥减量效果污泥减量效果
溶解性产物分
析

溶解性产物分
析

污泥沉降性
能

污泥沉降性
能

获取最佳臭氧投加量获取最佳臭氧投加量

臭氧投加量臭氧投加量臭氧浓度臭氧浓度 初始污泥浓度初始污泥浓度

筛选重要的影响因素筛选重要的影响因素

臭氧溶胞的影响因素分析臭氧溶胞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环境影响分析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污泥臭氧化
+

活性污泥生化处理

污泥臭氧化
+

活性污泥生化处理

对出水水质和污泥性质的影响分析对出水水质和污泥性质的影响分析

1

23

4

5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臭氧化污泥减量与碳源回用研究

主要结论：

除总磷外，出水水质未受明显影响；

减量效果与经济可行性：

投加量
g O3/ g SS treated 

减量率
SS       VSS

消耗量
g O3/ g SS reduced 

运行成本
RMB/ t SS 

reduced

0.054 36.5%    64.5% 0.0942 1356

0.080 41.4%    70.8% 0.0953 1368

注：假设采用空气源的臭氧发生器，单位耗电量为18 kW·h/ kg O3计，单位电价
为0.8 RMB / kw·h计算) 



• 重要的过渡技术

减量明显（40-50%）

机械脱水成本较热干化低

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含水率40-60%）

调理剂的大量添加带来不良后果
固体增量大（干基增量常大于20%）、腐蚀性强、热值低、易板结、恶臭和

强碱等二次污染、末端处置工艺选择面窄

3.3 如何评价污泥深度脱水技术？

低化学药剂投加量的、末端处置方式
多元化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

发展方向



通过调理剂配方、滤布选型、板框压滤机操作参数三方面的协同优化，可在药
剂干基投加量5%左右时，将含水率97%、有机质含量50%左右的污泥一次脱水
至含水率45%左右，且压滤液的主要污染物含量与污水厂进水相当

3.4 深水集团开展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研发

1、针对不同末端处置方式的常规药剂调理配方

2、臭氧催化氧化调理工艺

3、低药剂投加量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

可在药剂干基投加量5%（4%吸附剂+1%无机盐）、臭氧投加量0.5 g/kgSS时，将含水
率97%、有机质含量55%左右的污泥一次脱水至含水率55%左右。

已申报相关专利3项



蛇口污水厂示范工程

4、污泥热水解调理+板框深度脱水工艺

3.4 深水集团开展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研发张金松19
姜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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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19 提法再酌
张金松, 2015-4-13

姜维15 这个标题是否合适？
Wei Jiang, 2015-4-15



中试实验设备

5、微电流高级氧化+板框深度脱水工艺

微电流高级氧化技术是改性金属电极板在外接电场的作用下，利用高能粒子束轰击
污泥中的水分子，使水分子发生电离，生成离子、激发分子、次级电子，这些
辐射产物在向周围介质扩散前会相互作用产生反应能力极强的物质，例如OH自
由基、·O、O2-和H、H2O2，特别是获得大量特殊激发态势的羟基自由基，从而

达到有机物减量、除臭和细胞破壁的三重主要效果。

强粒子束

正电荷离子

中性离子

负电荷离子

· OH撞击
水
分
子
分
离

轰
击

H2O2

HClO

O2
-

次级电子

· O

3.4 深水集团开展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研发



5、微电流高级氧化+板框深度脱水工艺

主要实验结论和技术优势：

污泥无害化效果较好：处理后的污泥无明显臭味，粪大肠杆菌去除率达99.9%以

上，污泥的B/C值由0.25提升至0.45；

污泥直接减量效果明显：原泥COD或MLSS的直接减量率可达30%；

污泥的脱水性能显著提高：在添加0.2%PAM（kg/kg DS）的条件下通过普通板框

压滤机可使泥饼含水率降低至55%左右；

污泥处理过程绿色环保：本技术化学药剂投加量少，末端处置方式选择多，生产

过程环境影响小，无臭味以及噪音等扰民问题和安全隐患；

污泥的综合减量率高：若采用板框压滤机对微电流氧化后的污泥进行处理，外运

湿污泥量可比常规脱水工艺减少65%。

3.4 深水集团开展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研发



3.5 污泥热解碳化技术

污泥热解是在无氧条件下加热污泥至一定温

度，使污泥中的有机物热分解转化成为生物油、

热解气和焦炭产物，部分产物的燃烧可作前置干

燥与热解的热源，剩余能量以油的形式回收。

(1) 是一项绿色、没有二次污染的热处置技术。

(2) 能源利用率高、减容率高、运行费用低。

(3) 从根本上解决污泥中重金属问题。

(4) 无二噁英和呋喃产生，不会因为环境问题扰民。

(5) 燃烧后，需要处理的废气量小。占地小，组合灵活。

(6) 回收可再生能源，有CO2减排意义，有CDM（清洁发展

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收益。

热解技术的显著特点如

右：该技术可产生良好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

微波破解污泥分子结构，具有定向性、准确性、

能效性的优势。但是单纯的污泥微波热解技术存在能
耗高、处理规模小的缺陷。

传统热源下的干化和热解在机理研究、反应控制

等方面发展较为成熟。
将两者结合应用，扬长避短，是解决目前污泥处

理技术困难瓶颈的一个积极思路。
减少微波辐射剂量，即微波诱导是否能够为传统

热源干化/热解技术带来优势，还需要通过实验进行验

证。相应地微波诱导下污泥干化和热解反应机理模型
也需要深入研究，使该项技术得到深层次的理论支撑
和改善依据，微波诱导技术各项参数的制订更需要在
此技术研究中进一步优化。

张金松20

张金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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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松20 1、该技术在集团的研发基础？
张金松, 2015-4-13

张金松21 2、PPT的版式与前面应统一
张金松, 2015-4-13



研究框架



2.实验用管式炉

实验台架与设备

1.污泥热解实验台架系统图

3.工业微波炉



部分实验条件

样品名称 编号 制作方法

干燥样 P1 污泥S1在105 ± 3℃下干燥24h至恒重，研磨至200目以下。

W21
辐射强度10W/g，对P1进行60s的消解处理。处理后的湿样放

入烘箱，105 ± 3℃干燥24h至恒重，样品研磨至200目以下。

W23
辐射强度20W/g，对P1进行60s的消解处理。处理后的湿样放

入烘箱，105 ± 3℃干燥24h至恒重，样品研磨至200目以下。

微波制样

利用频率2450 MHz、

功率0‐2000 W 的微波消

解装置

W24
辐射强度25W/g，对P1进行60s的消解处理。处理后的湿样放

入烘箱，105 ± 3℃干燥24h至恒重，样品研磨至200目以下。

B1 P1中添加200目麦秆（干燥），质量比为麦秆5%，P1占95%。

混合生物质

B2 P1中添加200目木屑（干燥），质量比为木屑占5%，P1占95%。



600℃的微波诱导热解生物油GC图谱

微波诱导提高扩散系数2.9倍，大幅缩短干化时间。

部分实验分析数据



泥在600℃时热解生物油的组分主要含有乙酸、异亚丙基丙酮、二丙酮醇和苯
酚等，占比30%。污泥生物油中的链烃含量很低，氧含量很高，不适合用于生产人

造石油，适合用于化工原料。

热解气主要以CO、CO2、H2 和CH4 为主。初沉污泥的热解气的热值达到约
14MJ/Nm3，而剩余污泥热解气的热值分别约为7-10MJ/Nm3 （天然气约为
38MJ/Nm3）。

初沉污泥焦炭热值15MJ/Kg，具备燃料特性，随着热解终温的提高，焦炭的

CO2 气化反应的活化能和指前因子都呈现增加的趋势，CO2气化转换率40%以上。

除大部分Cr 和Co 释放到气相中外，其他重金属(Cu、Mn、Ni、V 和Zn 等)主
要被固定在焦炭中，不易浸出。

结论：污泥常规热解三态产物组分及热值



• 微波诱导使热解反应的活化能降低 ，促进作用明显。

• 微波诱导对反应级数影响不大。

• 添加5%木屑和麦秆提高污泥热解失重率。

• 500℃是较佳反应温度。

•GC-MS分析发现，污泥热解生物油中多以单环芳香化合物和含氮芳

香化合物为主；而微波诱导条件下，热解生物油成分发生了较大改
变，含氮芳香化合物含量增加，胺和酮的含量分别提高了152%和
118%（400℃下）。

•Micro GC分析发现，相对普通污泥，微波破解污泥在较低终温下气

体产率更高，而最大产率没有提高。

•FTIR光谱对比分析显示，微波破解处理的污泥热解残渣中烷烃、烯

烃、醇、酮有机物含量均比普通污泥低。

结论：微波诱导热解研究



污泥热解技术应用的瓶颈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

需要提高污泥燃料含固率，发展深度脱水技术☼

研究最佳污泥干化方式☼（包括污泥干化能耗研究、高
效能源利用率技术）

完成技术向商业转化（热解技术日渐成熟，但是缺乏设
备配套，缺少小规模示范）

资源化审慎乐观（产物的出路）

缺少产业政策支持☼

技术方向和局限性



1）超临界水氧化(SCWO)是在水的温度和压力均高于临界值(温度为

374.3℃，压力为22.05MPa)时，以超临界水作为反应介质与有机物发生强

烈的氧化反应，生成CO2、H2O、N2 和盐类等。

2）湿式氧化法(WAO) 是指在高温(150~370ºC)和高压(0.5~20MPa)条件

下，以空气中的氧作为氧化剂，在液相中将有机物分解为CO2、水等小分

子有机物的化学过程。湿式氧化技术具有反应快、适应性强、抗冲击负荷、

去除效率高等优点。特别适合于含有高浓度、有毒有害、生物难降解物质

的废水、污泥、活性炭的处理。

3）近年来，国外将城市垃圾和含可燃组分的工业垃圾与污泥进行联合

热解，可以更有效地回收热能。

4）含水污泥直接热解技术，与煤共热解的气化技术。

联合热解法可以直接回收有用无机物，同时回收利用有机物的热能，

提高污泥作为能源的竞争能力。

污泥热处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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