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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污泥高温热水解？ 

 

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三、怎样利用热水解技术？ 
 

四、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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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污泥高温热水解？ 

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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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污泥高温热水解？ 

 

1.污泥热水解处理
能提高污泥微生物
的降解速率。 

2.改善污泥脱水性
能。 

3.污泥处于高温
（约150℃），高
压（约1MPa）环境
下，停留时间超过
1并具有消毒效果。 

污泥浆化罐 

污泥热水解罐 污泥泄压闪混罐 

进泥自污泥 

 

出泥
至消
化池 

蒸汽 

工艺气 

工艺气 

97℃ 165-170℃ 102℃ 

污泥热水解即对污泥进行加温使污泥中的
一部分细胞物质水解、从大分子转化为小分
子物质，从而便于后序污泥的消化。 

污泥热水解系统主要包括：污泥浆化罐、
污泥热水解罐、污泥泄压闪混罐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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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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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目前运行的9座污
水处理厂处理污水总量
约为106万m3/d，日产
80%含水率的污泥523吨
。目前脱水后污泥直接
送往长沙市垃圾处理中
转站，进行机械化整装
后，送至长沙市黑糜峰
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
置，给垃圾与污泥填埋
压实带来困难。 

 

     

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1. 2005年4月~2007年9月 

2. 项目规模750t/d 

3. 污泥处理方案为污泥
干化工艺，干化后污
泥采用制砖及制肥模
式，摸索干化污泥资
源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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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泥制砖产品品种及规格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mm） 
孔洞率 
（%） 

重量 
（kg） 

折合标准砖 
（块） 

比例 
（%） 

承重砖（KP1） 240×115×90 ≥25 3.5 1.7 80 

非承重砖 
240×180×115 ≥40 4.5 3.3 

20 
240×115×240 ≥40 5.8 4.4 

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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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隧道窑制砖 

轮窑制砖 
项目 数据 单位 

单砖砖坯重量 4.50 公斤/块 

砖坯含固率 89 ％ 

单砖干固量 4.01 公斤/块 

单砖污泥含量 35 ％ 

单砖污泥干固量 1.40 公斤/块 

单砖页岩干固量 2.60 公斤/块 

页岩原料含固率 98 ％ 

单砖湿页岩含量 2.66 公斤/块 

单砖湿污泥含量 1.84 公斤/块 

需要的湿污泥含固率 76 ％ 

烧失量 13.00 ％ 

烧结转重量 3.48 公斤/块 

日耗污泥干固体量 140 吨 

每天需要制砖量 99875.16 块/天 

年制砖量 3645.44 万块/年 

折合标准砖 1.7 块 

年制标砖量 6197.25 标砖万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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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1.制砖工程日消纳污泥干固体
140吨，则烧结多孔砖年生产
量可达3645万块，折合标准砖
为6200万块.工程近期建设一
条5000万标块制砖生产线. 

2.按日消耗污泥干固体10吨计，
则日制肥19.63～24.10吨，推
荐近期建设一条日制肥25吨中
试生产装置，折合年制肥规模
为9125吨，以生产林业及园林
绿化用肥为主. 

3.预处理为干化 

4.当时投资约4亿 

序号 名    称 

1 含水20%的污泥 

2 粉煤灰(III级) 

3 除臭剂FeSO4 

4 除臭剂MgSO4 

5 尿 素 

6 氮肥(NH4)2SO4 

7 磷肥(NH4)2HP4 

8 钾肥KCl 

9 制成肥 

 

配料装置 造粒装置 计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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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2.  2009年4月污泥干化焚烧方
案。 

3.  2011年3月厂址移至黑糜峰
垃圾填埋场。 

 工程问题—技术问题—市
场商业问题 

 污泥处理的产物不能全部
等于产品 

 “邻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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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厂址设于：长沙市黑糜峰垃圾填埋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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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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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内污泥中有机物含量大
部分都很低，对于污泥处理处置工
程采用污泥消化和干化工艺时，缺
少热源的问题将越发严重，因此为
保证整个污泥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
提高污泥的消化降解程度、并实现
污泥的无害化和稳定化，所以在污
泥处理工程增设热水解污泥消化预
处理装置。 

二、为什么要利用热水解技术进行污泥处理？ 

1.污泥热水解处理
能提高污泥微生物
的降解速率。 

2.改善污泥脱水性
能。 

3.污泥处于高温
（约150℃），高
压（约1MPa）环境
下，停留时间超过
1并具有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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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沙市污水处理厂污泥集中处置工程 

近期（2015年）建设规模为500吨/日，远期（2020年）建设规模
为1000吨/日。 

2）推荐长沙市黑糜峰垃圾填埋场厂址作为项目工程建设厂址。 

3）处理工艺采用热水解+污泥厌氧消化+脱水+干化工艺。 

4）干化后污泥按照《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处置 混合填埋用泥质》
（GB/T23485-2009）的要求，作为垃圾填埋场覆盖土的添加料。 

最终确定的工程设计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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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利用热水解技术？ 

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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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泥 条 件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500 t/d，考虑污泥中有机质含
量较低，掺混部分餐厨垃圾，因此工程处理污泥量434t/d、
餐厨垃圾66 t/d。 

    该工程主要污泥指标为：进泥含水率80%；进泥中
有机物含量为45%。 

    餐厨垃圾指标如下：垃圾颗粒小于10mm为浆状；餐
厨垃圾中固体物中的有机物含量大于80%；餐厨垃圾量
为66 t/d，含水率60%。 

三、怎样利用热水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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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利用热水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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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果图及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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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热水解处理系统设计 

浆化设备进泥

自料仓
反应罐 热交换器

闪蒸罐

混合罐 储泥罐 出泥至

消化

一次蒸汽

自锅炉

闪蒸蒸汽

餐厨垃圾冷水 热水

超越

Case 1: 130~150°C运行模式

70~80°C 100°C 68°C 58~60°C 58~60°C

9bar

1~2bar

稀释水加

在料仓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污泥热水解的关键设施，主要设备共两套，分别包括 

A. 污泥浆化罐 1套 ，每套包括：污泥浆化罐 1套 Q=20m3/h；污
泥循环泵 4台2用2备用 Q=20m3/h N=22Kw。 

B. 污泥热水解罐8套 DxH=1.6mx4m  

C. 热交换器     2套 N=5.0kW 

D．混合及储泥罐 1套 N=7.5+22kW  

 

浆化设备进泥

自料仓
反应罐 热交换器

闪蒸罐

混合罐 储泥罐 出泥至

消化

一次蒸汽

自锅炉

闪蒸蒸汽

餐厨垃圾冷水 热水

超越

Case 1: 130~150°C运行模式

70~80°C 100°C 68°C 58~60°C 58~60°C

9bar

1~2bar

稀释水加

在料仓

污泥热水解处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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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实 景 图 

    热水解反应罐中利用锅炉蒸汽加热至130~150℃，保压一段时间后泄压，泄

压蒸汽进入闪蒸蒸汽罐后再进入浆化设备预热生泥，泄压后反应罐内的污泥通过
出浆泵排至热交换器。热水解反应罐一个周期为90min，分为进泥（15min）、加
热（15min）、保压（30min）、泄压（15min）、排泥（15min）5个过程，6个反
应罐联动形成连续工作。 

A 浆化设备 

   污泥从料仓柱塞泵提升至浆化设备，在浆化设备中利用闪蒸蒸汽加热浆化至
70~80℃，然后泵输送至热水解反应罐。浆化设备运行时为连续进料连续出料的

形式，反应罐过来的闪蒸蒸汽通过浆化设备内部的分配管和阀门通至浆化设备的
不同部位。通过压力表、安全阀、安全水封等措施保证浆化设备内的压力安全。 

B．热水解反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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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实 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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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水 解 站 工 程 实 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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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座柱型消化池 

消化温度35-38℃ 

消化时间23day 

干污泥量113000kg/d 

污泥含水率89% 

单池池容V=12000m3 

进泥中有机物含量53% 

混合污泥分解率57% 

消化后污泥含水率92 % 

产气量27358Nm3/ day 

系统无循环加热系统 

 

污泥消化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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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后污泥出料间及 

干化后污泥实景图 

工 程 实 景 图 
脱水采用6台板框式压滤脱水机，进泥含水率92.52%；出泥含水率60%。 

脱水采用6台板框式压
滤脱水机 

进泥含水率92.52% 

出泥含水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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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1套带

式干化设备，
最大蒸发量
2.6t/h，进泥
52吨/天，含
水率为60%，

出泥含水率为
44%。 

污泥干化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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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系统设计 

污水处理能力 

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为1200 m3/d，回
用水处理装置处理能力为750m3/d，处理完
出水部分用于生产， 

其余部分经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站出水
管线排放， 

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站出水也作为本工
程生产用水的备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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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系统—厌氧氨氧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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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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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厌氧氨氧化反应池 

厌氧氨氧化反应池共2座，每座有效容积1100m³。 

总水力停留时间58.6hr。每个反应周期为8hr，其中反应
7hr，沉淀0.5hr，出水0.5hr。 

设计水温：30~35℃； 

MLSS：3.0 g/L； 

最大水深：6m；                     

最小水深：5.2m； 

需氧量：4890kg/d； 

2）AO生物池 

两级AO反应池：两级AO反应池1座，建设规模为
900m3 /d 

总水力停留时间48.6hr。其中一级A段水力停留时间
12hr，一级O段水力停留时间13.3hr；二级A段水力停留时
间11.3hr，二级O段水力停留时间12hr。 

设计水温：30℃； 

MLSS：8.0 g/L； 

总泥龄：30d； 

污水处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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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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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国家目前的产业政策，污泥回归土地还是大势所趋。污泥经过高
温/高压的热水解+消化工艺，在不进行污泥焚烧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
做到了污泥的“稳定化、无害化、减量化”，完全满足土地利用的要求，
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2. 从项目的投资及运行费用对比来看：由于设备费用目前按照完全进口
进行计算，一次性投资较高。 

 

    

 

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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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运行成本对比表 

项目 单位 增加热水解后 未增加热水解 数据对比 

工程总投资 万元 37785.36 32076.96 5708.4 17.80% 

年总生产成本 万元 6350.87 5684.27 666.6 11.73% 

单位生产成本 元/吨湿污泥 347.99 311.47 36.52 11.73% 

年总经营成本 万元 2944.74 2959.2 -14.46 -0.49% 

单位经营成本 元/吨湿污泥 161.36 162.15 -0.79 -0.49% 

虽然增加热水解系统投资增加了1.1亿，但由于增加热水解系统后消化/脱水/干化等
系统的设计及运行负荷全都有所降低，故而工程总投资只增加5000多万元，与不
设热水解系统相比投资增加17.8%；实际经营成本不但未增加反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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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泥消化污泥脱水后，脱水液中TN和COD都较高，可达
2000mg/l以上，以往常规的处理工艺很难降解，目前国内
外多家单位广泛应用的厌氧氨氧化污水处理工艺极其适合
此种水质，污水处理难度和处理费用都大幅度降低，由此
产生的困难也迎刃而解。 

 

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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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泥热水解有以上较多优点，但也存在不足，目前国内
大规模污泥厂运行实例少，且系统运行较为复杂，又同时
涉及高温的压力容器，系统要求的运行管理水平较高。 

5. 目前国内合流制系统的污泥中有机物含量低，不利于热
水解工艺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但随着城市雨污分流制
的工作不断进行，管网建设的不断完善，污水厂处理的城
市生活污水量将逐步提高，这样将有利于热水解和污泥消
化工艺的广泛推广。 

 

 

 

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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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早上，生机勃勃的污泥处理厂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谢 谢！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