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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项目介绍PART ONE



建设背景

u北京城区污水厂提标改造三年行动方案实施后污泥产量将多出一倍

n12座再生水厂

  总规模413万m3/d（新增

150万m3/d ）

n5座污泥处理中心

   总规模6128t/d



建设背景

u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中指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

单位应当安全处理处置污泥，保证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u2015年，北京排水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订了《北京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

和再生水利用特许经营服务协议》。

    协议中明确提出了污泥处理处置标准及对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要求。



建设背景

u北京治理空气污染，本市火力发电厂将逐步改为燃气电厂，蒸汽价格居高不下，

大大提高了现有污泥消化系统的成本。

u如采用污泥热干化技术，需外购蒸汽等能源，成本大幅增加。

北京市发改委调整本市燃气热
电厂热力出厂价格（京发改
〔2014〕1876号），由65元/
吨上涨到267元/吨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京政发〔2013〕27
号），到2015年底，四大燃煤电
厂全改燃气。



污泥的出路问题？

填埋：北京市填埋资源枯竭，填埋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无法作为长期稳定

处置方式使用；

焚烧：华北地区扩散条件差易形成重污染雾霾天气，焚烧方式难以获得政府及

公众的支持；

建材：在调整产业结构背景下，建材利用及污泥协同焚烧方式在北京难以开展，

且受市场需求影响处置稳定性差。  

土地利用：华北地区土地贫瘠，北京市污水为市政生活污水，其所含的有机质

和氮磷等营养元素有利于缓解土壤沙化等问题。

选择土地利用为主要污泥处置方向，途径包括林地抚育、苗圃、沙荒

地改良等。



北京城区污泥处理技术路线的探索

技术路线

系统的能
耗 生物固体

品质

卫生学要
求现有污泥

设备

系统集成
商特点和
经验

以消化为
基本



污泥处理技术路线的确定

形成 “热水解+高级厌氧消化+板框脱水+土地利用”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资源化、低碳化



污泥处理技术路线

五个污泥处理中心 一个主要处置利用方向一条主流处理工艺路线

热水解+厌氧消化+板框脱水 高碑店/小红门/槐房/高安屯/清河二 以土地利用为主

处理中心
规模

（吨/日）

小红门 900

高碑店 1358

槐  房 1220

高安屯 1836

清河二 814

合计 6128

小红门处理中心
清河二处理中心

高碑店处理中心



高碑店污泥处理中心简介
    北京高碑店污泥处理中心，是北京排水集团污泥处置路线“151” 模式中（一条主流处理工

艺路线；五个污泥处理中心；一个主要处置利用方向）第二个成功实施的污泥高级消化项目。处

理规模达1358吨/天（80%含水率），主工艺路线采用“热水解+高级消化+板框高干脱水”。

    北排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污泥系统总承包方（EPC），历时2年完成工艺设计、设备定型、系统

交付。该项目热水解系统采用挪威CAMBI公司技术，由北排建设对关键设备按照ASME标准进行国产

化，国产化率达85%以上，并对系统内工艺设备、电控及仪表进行系统化集成。

    该项目已于2016年年底满负荷试运行，效果达到并个别指标超出预期，有效提高了污泥厌氧

降解率和沼气产率，改善了污泥脱水性能，完全杀灭所有病原菌，实现了污泥“无害化、稳定化、

减量化、资源化”的处理目标 。



高碑店再生水厂泥区改造简介

改造后

初沉污泥

剩余污泥

改造前

初沉污泥

剩余污泥
厌氧消化 带式脱水 外运利用



土地利用回到污水厂

污泥

滤液

厌氧氨氧化系统

高级厌氧消化工艺示意图

“红菌”



u  浓缩机房

u预脱水机房及污泥泵房

u  热水解车间及其冷却水调配间

u现况消化池改造

u板框脱水机房

u厌氧氨氧化系统 

u沼气锅炉房

u配电和控制室

u脱硫系统

u废气燃烧器

u沼气柜

u除臭系统

u现况管线拆除和拆改地下管线

u配套电气、自控、暖通、消防

改造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厌氧氨氧化系统

消化池热水解车间板框脱水机房



高碑店厂泥区改造建设情况

u 2014年12月工程开工建设

u 2015年12月完成8个消化池、10个浓缩池的拆除及地基清理

u 2016年10月完成设备交货和安装

u 2016年10月18日消化池进泥

u 2016年12月26日热水解系统进泥，与消化池联动进行调试

   高碑店泥区改造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改造完成历时22个月，其中拆除施工历时12个月

美国华盛顿特区Blue Plains 项目（
1900吨/天），建设历时3年。

英国曼彻斯特Davyhulme项目（1250
吨/天），建设历时5年2个月



02 调试运行分析PART TWO



高碑店高级厌氧消化系统调控思路

u以消化池的调控为主，热水解单元作为消化池的预处理

u制定消化池负荷提升计划，热水解处理量满足消化池需求

u热水解单元重点调控及评价指标：VFA、能耗（蒸汽消耗率）、卫生学指标、运行保障性

u消化单元重点调控及评价指标：温度、PH值、VFA、TAC、氨氮、沼气产率、有机物分解率



调试启动方式选择

u没有热水解高级消化污泥作为接种污泥时，常规启动消化池，再

采用热水解污泥进行置换的方式启动（方式一）

u采用热水解高级消化污泥接种，直接启动（方式二）

启动方式 优点 缺点

方式一 启动平稳，费用低
周期长，需要按照消化池常规启动后，

才能进热水解污泥

方式二
启动快，节省了污泥培养的时间，

能够马上进热水解污泥

需要从其他已运行的热水解高级厌氧消

化项目接种污泥，产生运输等费用

两种启动方式比较



高碑店泥区运行数据分析
热水解系统调试进泥情况

u 高碑店热水解系统（单条生产线）从2016年12月26日开始进泥，经过28天，达到满负

荷的60批次/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高碑店



高碑店泥区运行数据分析

u 热水解进泥浓度满足设计值的情况下，蒸汽消耗量基本保持在1.1t/tDS，达到设计

要求。



高碑店泥区运行数据分析
消化产气率情况分析

u 到目前为止，热水解消化污泥产气率基本上稳定在400m3/tDS以上，比未改造前消化污泥产

气率高近一倍,并能够完全满足热水解工艺的能量平衡问题。说明，污泥在水解阶段发生了

较彻底的水解酸化，大大提高了消化池的反应效率。

热水解满负荷运行，消
化池全部进热水解污泥

消化池达
满负荷

热水解已运行

消化池产气率变化图



高碑店泥区运行数据分析

u在调试过程中，通过对消化池温度、PH值、VFA/TAC、氨氮和游离氨等数据的监测和控制，

保证了消化池在负荷提高时的稳定运行，同时平稳度过微生物的转换期，成功完成整个系统

的启动。

热水解满负荷运行，消
化池全部进热水解污泥

热水解运行
消化池达
满负荷

热水解满负荷运行，消
化池全部进热水解污泥

热水解运行 消化池达
满负荷

转换期

转换期

热水解满负荷运行，消
化池全部进热水解污泥热水解运行

消化池达
满负荷热水解满负荷运行，消

化池全部进热水解污泥
消化池达
满负荷

转换期



高碑店泥区运行数据分析

u热水解满负荷运行以来，板框脱水机的效果未受到影响，出泥含水率基本保持在60%以

下，平均含水率为54.7%。



小结：
        
u系统运行温度、PH值、VFA、TAC、氨氮等指标充分表明了高级厌氧消化启动运

行成功。

u热水解达满负荷启动时间仅一个月，为热水解技术在国内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u污泥产气率超出预期目标，除满足热水解能量平衡的需要外，还有余量。

u小红门、高碑店污泥处理中心的成功启动运行，表明了污泥高级厌氧消化技术

的可靠、稳定，为国内的污泥处理又探索出了新思路。



03 建设心得PART THREE



引进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实现合作共赢

BPC联合体

与PURAC公司、CAMBI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



形成EPC工程建设模式，提供全流程服务



ASME

双标设计及计算成果

WPS

GB

检测标准

产品验收

建立技术标准体系，保证过硬的工程质量

高级厌氧消化设备采购、工

艺安装、调试、试运行的标

准流程规范

热水解系统国内设计、制造

及安装标准



82套板框压滤机

194650立方米容积

127座压力容器

38套浓缩、脱水设备

20座污泥料仓

18条热水解生产线

17座新建钢制消化罐

10800米污泥压力管线

实现技术转化及装备本地化，降低建设成本

热水解、高级
消化系统设备
的国产化率达
到85%以上



EPC模式
市场竞争

能力

形成核心竞争力，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u整合先进的技术，提供污泥处理处置的

菜单式的解决方案。

u系统设备的模块化加工生产，可为客户

提供各种不同规模的定制化生产。

u具有高效的建设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

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全流程服务。



“以点带面”，推动北排集团相关产业链发展



突破方向        
u高级厌氧消化技术建设与运行成本的进一步优化；

u已建污泥处理设备设施能力的进一步挖潜；

u高级厌氧消化技术与其他污泥处理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与系统设计；

u沼气的综合利用；

u污泥产物的资源化。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的发展任重道远，我们只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抓住理念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核心，才能真正推动污

泥处理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北排建设公司将与各位同仁一道，共同努力，精诚

合作，努力为祖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企业愿景

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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