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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泥处理处置现状
1.总体情况
•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设市城市、县（以下简称城镇，不含其它建制镇）

累计建成污水厂4063座，污水处理能力1.78亿立方米/日，年产含水率80%的
湿污泥5000多万立方米。

•  截至2013年底，全国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规模仅完成43.4%。在2014、
2015年的通报中没有看到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仅看
到对污泥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置的要求。

•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规划》，到2015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
率达到80%，其他设市城市达到70%，县城及重点镇达到30%。 

• “水十条”规定，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应于2020年底前达
到90%以上。

• 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大多与污水厂建设脱节，污泥处理处置没能同污水处理一
样严格执行量化考核，是导致污泥处理处置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污泥处里处置现状

• 自2010年前后广泛开展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研究与学术交流，
国内污泥处理处置方向基本明确，相应的法规、技术标准正
在不断完善，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污泥处
理处置工程正在开始规划建设。

• 按目前的建设速度污泥处理率在“十三五”期间会有大幅提
高。

• 2016年住建部明确了污泥处理处置的主责任主体是地方人民
政府，污泥出路在满足无害化条件下更强调“以资源化带动产
业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技
术路线上强调绿色、循环、低碳，监管上，对各种不规范的
污泥处置行为扣减该部分污泥对应的城镇污水处理COD和氨氮
消减量，更具有可操作性。污泥排放的严格监管为污泥处理
处置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污泥处理处置现状

2. 我国污泥处理处处置技术情况

• 目前，各种污泥处理主流工艺在国内都有不少应用案例，普及程度低。

• 总体看，形式单一，稳定化、减量化程度不高。相当部分城市污泥处理主流
工艺仍为浓缩脱水外运，脱水污泥含水率为50--80%左右，减量化、稳定化效
果不明显。后续处置问题多，目前应用较多的深度脱水没解决稳定化问题，
仅为过渡方案。

 

• 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能力不足，污泥处理处于建设的普及阶段。

•  污泥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与设备还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污泥深度脱水技术与
设备的开发（降低药耗减少二次污染）；污泥消化技术需进一步优化提高；
各种堆肥技术与设备的开发；污泥热干化、焚烧技术与设备的集成开发；

• 污泥堆肥后土地利用的潜在环境风险跟踪研究。



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序号 分类 范围 备注

1
污泥土

地利用

园林绿化
城镇绿地系统或郊区林地建造和养护等的基质材料

或肥料原料

土地改良 盐碱地、沙化地和废弃矿场的土壤改良材料

农用 农用肥料或农田土壤改良材料

2
污泥填

埋

单独填埋 在专门填埋污泥的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

混合填埋
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混合填埋（含填埋场覆

盖材料利用）

3

污泥建

筑材料

利用

制水泥 制水泥的部分原料或添加剂

制砖 制砖的部分原料

制轻质骨料 制轻质骨料（陶粒等）的部分原料

4
燃料利

用

碳化后污泥作燃料 在专门污泥焚烧炉焚烧或参烧

与垃圾混合焚烧 与生活垃圾一同焚烧

污泥燃料利用 在工业焚烧炉或发电厂焚烧炉中作燃料利用



处置途径可行性分析（某城市）

途径
现状

可接纳污泥量

远期预测

可接纳污泥量

占远期规划
污泥量（%）

绿化用土 100万吨/年 100万吨/年 100

湿污泥电厂

直接焚烧

250吨/天
（湿污泥）

250吨/天
（湿污泥） 4.3

干化污泥

电厂焚烧

1366吨/天
（含水率30%，掺混

比2%）
全接纳 100

干化污泥

水泥厂骨料

（振兴水泥厂）

150吨/天
（干污泥，含水率

30%）

150吨/天
（干污泥，含水率

30%）

7

建材用料

（天津宝通公司）

1000吨/天
（湿污泥）

1000吨/天
（湿污泥） 17

垃圾填埋场

覆盖土

临时200吨/天
（含水率40%）

临时 200吨/天
（含水率40%） 7

结论：土地利用、干化后焚烧或综合利用是可实施的处理处置途
径



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 在污泥处置途径选择上，应综合考虑污泥泥质特征、当地
的土地资源、可利用的协同处理资源、环境背景状况、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在稳定化、减容、减量、无害化
基础上充分考虑资源化。在坚持“安全、环保”的原则下，
实现污泥的综合利用。

• 因地制宜的确定本地区的污泥处置方式或组合。（垃圾与
污泥协同处理/利用区域资源多渠道处理处置污泥）

• 国内污泥处理主要单元技术有；
     污泥热水解预处理、厌氧消化、深度脱水、好氧堆肥、炭

化、热干化、单独焚烧、协同焚烧、石灰稳定等。-----根
据处置途径进行工艺路线组合。



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目前污泥处理处置的主要方向

• 南方大城市以污泥干化、焚烧填埋或建材利用
为主，堆肥土地利用以绿化为主途径的为辅助
（深圳、杭州、上海、重庆），有条件时开展
污泥厌氧消化。

• 北方大城市以污泥厌氧消化、干化综合利用为
主、堆肥土地利用为辅。（北京、天津、长春、
青岛）

• 中等城市以污泥厌氧消化、堆肥土地利用为主
（绿化）



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

从低碳经济、循环利用角度分析，优先序为
• 高温热水解预处理——厌氧消化—深度脱水—高温好氧发酵—土地利

用

• 高温热水解预处理—厌氧消化—深度脱水--干化—土地利用/燃料利用

• 脱水污泥--高温好氧发酵—土地利用

• 污泥热解—回收蛋白—深度脱水—绿化用土/建材用土/燃料

• 污泥干化--焚烧—建材利用/填埋

• 污泥干化—（水泥窑/电厂/垃圾厂/陶粒）焚烧—建材利用

过渡期或应急处理可采用

• 石灰处理/改性---土地利用



三。工程应用案例



1、污泥厌氧消化
1）天津市津南污水厂高浓度污泥厌氧消化
•   津南污水处理厂近期污水55万m3/d、污泥800t/d（含水率

80%）

• 污泥处理工艺：高浓度污泥厌氧消化+板框脱水+干化

• 干化后产生含水率40%的污泥202t/d，交天津市环境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生产有机肥料的原料。

• 污泥脱水和消化产生的高浓度滤液2000m3/d，采用“磷酸铵
镁除磷+ANAMMOX菌脱氮”工艺，处理后出水排至津南污水
厂进水区进行再处理。除磷产生的鸟粪石500t/d，作为肥
料外售。

• 本项目厂区占地面积6公顷，投资约59963万元



1、污泥厌氧消化

（2）长沙污泥集中处置工程---高温热水解厌氧消化

规模500m3/d，其中餐厨垃圾66m3/d，混合污泥有机物
含量53%

• 1.提高消化速率，减小污泥消化时间，污泥的流动性更强，可提高进
入消化池污泥浓度，减小消化池容积约；40-50%

• 2.污泥处于高温，高压环境下，细菌、病毒等基本均被灭活，因此经
消化处理后的污泥细菌指标可达到美国EPA503中A级农用标准；

• 3.提高可溶解COD，沼气量得到较大的提高，沼气中H2S的含量更低，
更有利于沼气的利用，消化过程中泡沫的产生量极少，污泥臭味小；

• 4.热水解消化后的污泥，经板框脱水含固率可以达到40%，可以减少
污泥热干化的蒸发量。

• 工程总投资37785.36万元

• 单位生产成本347.9元/吨湿污泥

• 单位经营成本161.36元/吨湿污泥



                  污泥厌氧消化的体会

• 污泥厌氧消化技术是一种有效、低成本的污泥稳定化技术，随着国内污
泥有机质含量的升高+污泥厌氧消化技术的提高，工程应用逐步增加。原
因，生物能回收率高、碳减排、综合成本低、环境友好。

• 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增强，污泥厌氧消化系统建在污水厂内，比单独建
设污泥处理厂更容易实施

• 高浓度污泥厌氧消化、高温热水解污泥厌氧消化在一段时间会共同发展。

• 加快工艺与设备国产化将促进该技术的发展。

• 高效污泥厌氧消化+高效脱水+干化的污泥解决方案系统完整、适应面宽
(燃料/肥料）。

• 投资与运行成本接近污泥好氧堆肥。碳减排量更大,碳足迹更低。

                       



2、污泥深度脱水

 

•深度脱水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一般指污泥

含固率大于常规脱水含固率时就为深度脱水。

•因污泥后处理的要求:含率固达到25%以上

时，一般选用高干污泥脱水设备，

•当污泥含固率要求大于25%时，一般通过

增加离心机台数来实现。如，10万m3/d的污

水厂污泥，采用常规脱水时需要2-3台离心

脱水机，当要求污泥含固率大于25%时需要

8台离心脱水机。

•当污泥含固率要求达到30-50%时，一般采

用板框脱水机，污泥的调理需要加石灰、无

机絮凝剂，生物沥浸、臭氧氧化、碱式热水

解等来满足条例要求。。



2010年环保部157号文件要求，污水处理厂以储存为目
的将污泥运出厂界的，必须将污泥脱水至含水率50%以
下。技术上，从板框的滤板、滤布性能、自动卸料、药
剂等方面已经能满足工程所需；
1）常压板框
2）高压板框
3）滤布
4）药剂
5）低温真空负压抽吸

臭氧氧化+催化污泥深度脱水，
脱水污泥含水率小于60%

2、污泥深度脱水



2、污泥深度脱水

污泥碱性热水解+板框
脱水

泥饼含水小于40%

体会
一种常温臭氧氧化、二
种污泥热水解后脱水仅
需按常规加药量都可使
污泥含水小于60%，在满
足深度脱水要求前提下
为污泥后续处理留有更

多选择

污泥低温碳化
后脱水污泥含
水小于60%



2、污泥深度脱水

生物沥浸污泥改性脱水



      3.热干化实例

国内某240T污泥/d的二段干化工程，投资1.8亿元，
热源用天然气。

国内某100T污泥/d的二段干化工程，投资1.4亿元，
（包括二期100T污泥/d的厂房）热源为垃圾焚烧厂的
蒸汽，经营成本246元/ T污泥。

国内某400T污泥/d的带式干化工程，初步设计概算为
18634万元，单位生产成本为303元/吨湿污泥

占地0.95公顷。 干化热源热电厂的烟气转换成90℃
的热水，将湿污泥干化至60%含固率后填埋。



污泥热泵低温干化

• 污泥热泵低温干化
（蒸汽压缩制冷除湿）

• 特点：低温干化温度
45-55度，封闭干化通
过处理消除VOS积累。

• 水冷；4KG水/度电

• 电耗；由80%含水干化
至绝干220度，至30%
含水200度，至40%含
水185度



超级干燥机

运营现场

碧诺环保



超级干燥机

运营现场

    干燥后
含水率25%

   干燥前
含水率75%

项目概况
处理量 5吨/天

初始含水率 75%

干燥后 25%

运行成本 242元/吨

■ 整体减量70%

■10个月内可收回成本

碧诺环保



解决胶黏相问题

    干燥机内部独特的粉碎搅拌装置，在筒体内干燥污泥的同时

高速旋转，将污泥彻底粉碎成细小颗粒，可解决干燥过

程中污泥胶黏相问题；

    运行成本低，热能可回收利用

    通过燃烧干馏气体进行炭化，无需提供额外的燃料；

    污泥体积减少85%以上

    污泥经干燥和炭化后，最终的体积和总量减少85%以上；

    产品可资源化，具有广泛的用途

    最终产品粒径为1-5mm性质稳定的颗粒，重金属被固化，  

    产品可用于土壤改良、园林绿化、建材材料及能源颗粒（可

替换部分煤能源）等。

干化炭化系统

碧诺环保



4、污泥干化焚烧
湿污泥循环流化床一体化焚烧工艺及特点

   在一个系统中，将湿污泥干
化和焚烧有机耦合，全过程
设备高效，结构紧凑，占地
面积小

   负荷调节范围宽,可在
0～110％之间变动

   污泥初始含水率为74％ 

(干基热值3143 kcal/kg)时，
可实现污泥的自持燃烧

   直接-间接联合干燥，
实现能耗最低

   高效燃烧，
低污染排放

投资和运行成本低



示范工程

100t/d循环流化床一体化
污泥焚烧炉 杭州七格污水厂100 t/d污泥焚

烧示范工程外观



 

不同热值的污泥处理成本测算-按污泥含水率80%计算

序

号

项目

名称
单位

脱水污泥（含水率80%）处理运行费用（单位  元/吨）

污泥干基热值
1500kcal/kg

污泥干基热值
2400kcal/kg

污泥干基热值
3100kcal/kg

助燃-油 助燃-煤 助燃-油 助燃-煤 助燃-油 助燃-煤

1 电费 0.7元/kWh 35 35 35 35 35 35

2
柴油费 9500元/吨 380 — 219 — 95 —

煤费（标煤） 1000元/吨 — 80 — 46 — 20

3 石灰石 800元/吨 24 24 32 32 32 32

4 氮气费 38元/瓶 6 6 6 6 6 6

5 高岭土 680元/吨 7 7 7 7 7 7

6 人工费 6000元/月 44 44 44 44 44 44

7 汇总 496 196 342 170 219 144

l辅助燃料为柴油时，燃料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43-77%



 

不同含水率的污泥处理成本测算
-按污泥干基热值3100kcal/kg计算

序
号

污泥含水率（%）
辅助燃料为油

运行费用
（元/吨）

辅助燃料为煤
运行费用
（元/吨）

备注

1 75 117 117 不添加辅助燃料

2 78 174 130

3 80 219 145

注：运行费用包括电费、燃料费、石灰石费、氮气费、高岭土费、人工费

l使用煤为辅助燃料较经济



焚烧示例2
将有机与无机分离后单独焚烧有机污泥

 



污泥干化焚烧

• 体会与问题

• 在土地资源稀缺与人口密度较高东部区域干化

焚烧是污泥处理处置的重要出路。

• 污泥焚烧选址困难（在污水厂内、协同焚烧）

• 加强工艺与设备成套技术研发有利于推进工程
应用

• 设备制造与投资结合是技术产业化的主要力量



四、污泥处理技术发展方向

污水高效分离+污泥高效高温消化 建设费用降低25%、运营费用降低38%
温室气体降低44%、电力使用量减少58%

摘自；日本下水道年会资料



污泥处理技术发展方向

污泥高温热水解+厌
氧消化
脱水污泥干化后；肥
料或燃料



www.penyao.com.cn

超高温好氧发酵
发酵温度最高达120℃
       在我国目前有资料显示的发酵最高不超过80℃，本技术可通
过YM细菌分解有机物自然发热至120℃，一般运行温度为90℃-
120℃。

发酵后含水率低于35%，减量可达80%
      由于发酵温度高，水份得到充分蒸发，发酵后含水率低于
35%。同时发酵彻底，剩余物质少，减量可达80%。一般好氧
发酵率低，一般不超过30%，减量不超过50%，由于需添加桔
杆等辅料，处理后污泥体积基本未减少。

发酵不需添加任何辅料，成本低
      YM菌超高温发酵只需把发酵后的产物与污泥混合，即
可完成发酵，发酵不需添加任何辅料，成本比国内发酵技
术大大降低。而国内大部分发酵都需添加桔杆等辅料才能
发酵。



五、污泥处理处置的发展

• 污泥排放的严格监管是污泥处理处
置的前提与动力

• 选择污泥处理处置工艺路线要因地
制宜，在一座城市可有几种方式，
实现互补。

• 近几年污泥处理的技术研讨与工程
实践为污泥处理工程的普及建设起
到了指导作用

• 随着碳减排要求的提高，污泥处理
从稳定化、减容、减量、无害化向
资源化过度发展



五。污泥处理处置的发展

• 污泥热水解厌氧消化

• 高浓度污泥厌氧消化

• 高效污泥脱水技术

• 污泥碳化技术

• 污泥干化/焚烧

• 污泥高效堆肥技术

• 高氨氮污水厌氧氨氧化

• 回收消化液氮、磷的技
术

• 从焚烧灰回收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