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150529.7

(22)申请日 2016.12.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325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1

(73)专利权人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28313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1号

(72)发明人 林智　胡珂珂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胡枫

(51)Int.Cl.

C02F 11/00(2006.01)

C02F 11/122(2019.01)

C02F 11/14(2019.01)

C02F 11/143(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102249514 A,2011.11.23

CN 205398436 U,2016.07.27

CN 106145589 A,2016.11.23

JP 特开2007-14954 A,2007.01.25

JP 特开平9-316467 A,1997.12.09

审查员 何智媚

 

(54)发明名称

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

系统，包括化浆模块、研磨模块、除臭模块和脱水

模块；所述化浆模块包括化浆池和振动筛，原泥

送入化浆池加水化浆再经过振动筛筛去污泥中

的大颗粒；研磨模块包括搅拌浆池和研磨机，所

述搅拌浆池接收振动筛滤过的泥浆，并通过泥浆

泵将泥浆投入研磨机研磨破壁；所述除臭模块包

括反应池和药剂添加器，研磨后的泥浆投入反应

池并且药剂添加器向反应池内添加化学试剂；所

述脱水模块包括隔膜泵和压滤机，所述隔膜泵将

泥浆从反应池中提送至压滤机脱水使得污泥的

含水率降至25-60%，脱水后的污泥送至成品池，

回收污泥压滤后产生的水至回收水池。采用本发

明，可有效除臭杀菌，污泥的含水率大大降低，运

行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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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化浆模块、研磨模块、除臭模块

和脱水模块；

所述化浆模块包括化浆池和振动筛，原泥送入化浆池加水化浆，直至泥浆的含水率达

到80-98%，再经过振动筛筛去污泥中的大颗粒；

研磨模块包括搅拌浆池和研磨机，所述搅拌浆池接收振动筛滤过的泥浆，并通过泥浆

泵将泥浆投入研磨机研磨破壁；

所述除臭模块包括反应池和药剂添加器，研磨后的泥浆投入反应池并且药剂添加器向

反应池内添加化学试剂；

所述化学试剂依次投放的顺序为首先是含氯酸盐，然后是含硫化合物或含氯化合物，

再者为弱碱，最后为絮凝沉降剂；

所述含硫化合物为过硫酸钠、硫酸铝、硫酸铁、聚合硫酸铝、聚合硫酸铁、聚合硫酸铝铁

中的一种或组合；

所述含氯化合物为氯化铝、氯化铁、聚合氯化铝、聚合氯化铁、聚合氯化铝铁中的一种

或组合；

所述含氯酸盐、含硫化合物或含氯化合物的加入量为原始污泥重量的0.01-5%；

所述脱水模块包括隔膜泵和压滤机，所述隔膜泵将泥浆从反应池中提送至压滤机脱水

使得污泥的含水率降至25-60%，脱水后的污泥送至成品池，回收污泥压滤后产生的水至回

收水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筛筛网目数为

10-60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机包括球磨

机、破碎机和砂磨机。

4.如权利要求1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化浆池与回收水池

连通，采用回收得到水进行化浆。

5.如权利要求1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氯酸盐为氯酸

钠。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032568 B

2



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泥处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污水处理时并没有专门的除臭工艺，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带有臭

味，这是因为在污泥中包含了如细菌、原生动物和藻类等微生物，经过长期的繁衍使得污泥

变臭。现如今通常采用的除臭方式是污泥中温厌氧消化工艺（如CN104163553A一种污泥处

理方法），然而微生物的代谢转化时间长，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气量少，不利于快速处理

污泥。

[0003] 除此之外，城市污泥的含水率高达80%以上，未处理的污泥直接填埋后，填埋场的

地表会形成沼泽状，且其中的水份会慢慢溢出形成剧毒的污泥渗滤液污染水源和土壤。未

处理的污泥很难被资源化利用，因为含水量太高，只要产生运输，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运输

成本在水份上（含水量80%左右）。而且是稀泥，给运输造成很大困难。污泥的其中一个最大

的利用方向是焚烧发电，而没处理的污泥含水率太高，要浪费很大的热能在蒸发水分上。

[0004] 而污泥的处理运行费用高，目前，传统的方法是通过投加混凝剂、助凝剂进行调

理，然后机械脱水处理，形成含水率为  80％以上的泥团外运进行卫生填埋、焚烧处理、发酵

制肥，这种方式因含水率太高对填埋场的周边环境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或需进一步干燥才

能进入焚烧炉处理及发酵制肥。然而经过机械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很高的原因是污泥中生

物细胞及胶体含有大量的“间隙水”无法通过传统机械脱水的压力全部挤出，同时污泥含水

率在80％左右时呈粘浆状，水分子被一层胶体包裹，这个区域称之为污泥的“粘胶相区”，是

污泥脱水最难的阶段，用传统的机械脱水的方法是很难进一步脱除的。所以，必需采取特殊

的手段破解细胞间的结构及污泥“粘胶相区”，使得部分“间隙水”被排出，再通过机械压滤

的方式滤除。现有的破壁技术一般有高温干燥技术、机械和超声波的技术、强氧化药剂破壁

技术。高温干燥技术在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等有害废气，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用机

械和超声波的技术进行细胞破壁，除了设备投入较大外，运行时还需消耗大量的电力。所

以，运行费用大。采用强氧化药剂进行污泥细胞破壁方法，由于80％含水率的污泥浓度高，

药剂很难进行充分融合，添加量大，成本也高。因加入了化学药剂后，可能对污泥的后续处

理带来了不利因素。

[0005] 因此，亟需提供一种新的除臭及脱水的处理系统以解决现有城市污泥除臭时间

长，脱水减量难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可有效

除臭杀菌，污泥的含水率大大降低，运行成本低。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包括化

浆模块、研磨模块、除臭模块和脱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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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化浆模块包括化浆池和振动筛，原泥送入化浆池加水化浆，再经过振动筛筛

去污泥中的大颗粒；

[0009] 研磨模块包括搅拌浆池和研磨机，所述搅拌浆池接收振动筛滤过的泥浆，并通过

泥浆泵将泥浆投入研磨机研磨破壁；

[0010] 所述除臭模块包括反应池和药剂添加器，研磨后的泥浆投入反应池并且药剂添加

器向反应池内添加化学试剂；

[0011] 所述脱水模块包括隔膜泵和压滤机，所述隔膜泵将泥浆从反应池中提送至压滤机

脱水使得污泥的含水率降至25-60%，脱水后的污泥送至成品池，回收污泥压滤后产生的水

至回收水池。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振动筛筛网目数为10-60目。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研磨机包括球磨机、破碎机和砂磨机。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化浆池与回收水池连通，采用回收得到水进行化浆。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化学试剂依次投放的顺序为首先是含氯酸盐，然后是

含硫化合物、含氯化合物或聚合氧化物，再者为弱碱，最后为絮凝沉降剂。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含氯酸盐为氯酸钠、亚氯酸钠和次氯酸钠中的一种或

组合。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含硫化合物为焦硫酸钠，过硫酸钠、硫酸铝、硫酸铁、聚

合硫酸铝、聚合硫酸铁、聚合硫酸铝铁中的一种或组合。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含氯化合物为氯化铝、氯化铁、氯化钠、聚合氯化铝、聚

合氯化铁、聚合氯化铝铁中的一种或组合。

[0019]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聚合氧化物为聚合氧化铝、聚合氧化铁、聚合氧化铝铁

中的一种或组合。

[0020]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含氯酸盐、含硫化合物、含氯化合物或聚合氧化物的加

入量为原污泥重量的0.01-5%。

[0021] 实施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首创采用化浆研磨的物理破壁方式，使得

污泥颗粒减小，实现包裹型结构的破壁，再通过化学试剂与破壁后的污泥充分接触，除臭效

果显著，而后压滤脱水使污泥的含水率降至25-60%，便于污泥的回收利用。整个处理系统的

工作流程简单可行，无需高温条件和昂贵的大型仪器，运行成本低；也无新的污染物产生，

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绿色环保，安全可靠。且处理后污泥无臭，含水率低，大大地减少污泥的

体积，节约污泥运输费用及处理填埋用地。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地详细描述。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包括化浆模块1、研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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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2、除臭模块3和脱水模块4；

[0026] 所述化浆模块1包括化浆池11和振动筛12，原泥送入化浆池11加水化浆，再经过振

动筛12筛去污泥中的大颗粒；

[0027] 研磨模块2包括搅拌浆池21和研磨机22，所述搅拌浆池21接收振动筛12滤过的泥

浆，并通过泥浆泵将泥浆投入研磨机22研磨破壁；

[0028] 所述除臭模块3包括反应池31和药剂添加器32，研磨后的泥浆投入反应池31并且

药剂添加器32向反应池31内添加化学试剂；

[0029] 所述脱水模块4包括隔膜泵41和压滤机42，所述隔膜泵41将泥浆从反应池31中提

送至压滤机42脱水使得污泥的含水率降至25-60%，脱水后的污泥送至成品池7，回收污泥压

滤后产生的水至回收水池6。

[0030] 现有城市污泥处理方法一般为先对污泥进行除臭杀菌，再进行细胞破壁，进而压

滤，脱水减量。但现有常用的除臭工艺——污泥中温厌氧消化工艺微生物的代谢转化时间

长，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气量少，不利于快速处理污泥。而现有的细胞破壁技术则存在运

行成本高，易造成二次污染，破壁效果不佳导致污泥减量不明显的缺点。研究人员发现污泥

在机械脱水后含水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污泥中生物细胞及胶体含有大量的“间隙水”无法

通过传统机械脱水的压力全部挤出，同时污泥含水率在  80％左右时呈粘浆状，水分子被一

层胶体包裹，这个区域称之为污泥的“粘胶相区”，是污泥脱水最难的阶段，用传统的机械脱

水的方法是很难进一步脱除的。

[0031] 为此，本发明人通过巧妙的设计工艺流程和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得到以下具体

技术思路：

[0032] 将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分为化浆模块1、研磨模块2、除臭模块3和脱水模块4。

[0033] 化浆模块1：包括化浆池11和振动筛12。

[0034] 本发明所要处理的污泥来源为污水处理后的废料污泥，具有含水率高，微生物多，

味臭，处理成本高和脱水难等特点。现有的减量效果差是因为传统的破壁技术难以破坏污

泥的包裹型结构，因此直接脱水困难。而本发明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污泥投入化浆池11中，

然后从水池向化浆池11中抽取水，开启化浆池11的搅拌设备，一边加水一边搅拌，使得污泥

与水混合均匀，直至泥浆的含水率达到80-98%（视不同地区污泥性状而定），形成可流动的

泥浆。此时由于水量增加，泥浆的流动性增加，污泥颗粒可更好地分散在水中。

[0035] 泥浆中还存在着一些粒径较大的颗粒，该大尺寸颗粒如投入研磨机22会严重影响

研磨效果，因此设置振动筛12用于除去泥浆中粒径较大的颗粒，粒径较大的颗粒送至废渣

池5，而经振动滤过的泥浆送至研磨模块2。

[0036] 具体地，根据不同污泥的性状，可选择10-60范围内的振动筛12筛网目数。

[0037] 研磨模块2：包括搅拌浆池21和研磨机22。

[0038] 筛除的粒径较大的颗粒送至渣池，而滤过的泥浆则送至搅拌浆池21，在持续搅拌

下，泥浆的固体颗粒可悬浮在水中，避免出现分层现象。

[0039] 将泥浆投入研磨机22中进行研磨、破壁，一方面，可缩小泥浆中颗粒的粒径；另一

方面，流动性更好的泥浆在研磨机22的高频研磨下更易实现打破上述由污泥颗粒与水形成

的包裹型结构，破坏这种包裹壁，让水分子能够游离出来，与污泥颗粒脱离开。采用本发明

的破壁方式，破壁效果更好，污泥的脱水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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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研磨机22包括球磨机、破碎机、砂磨机等球磨及破碎设备，

视污泥的具体性状进行对应选择。

[0041] 除臭模块3：包括反应池31和药剂添加器32。

[0042] 除臭模块3主要是通过向泥浆投放化学试剂进一步破壁并且主要起到除臭杀菌的

作用。研磨后的泥浆投入反应池31，并且装有不同化学药剂的多个药剂添加器32向反应池

31内依次添加化学试剂。

[0043] 送入反应池31中的泥浆由于经过研磨破壁，投入反应池31中化学试剂能通过该包

裹型结构上的创口与内部的微生物充分接触，除臭、杀菌。其中向反应池31投放除臭化学试

剂的顺序为：1、含氯酸盐；2、含硫化合物、含氯化合物或聚合氧化物；3、弱碱。含氯酸盐兼有

除臭杀菌作用，且反应速度特别快，加入量少；含硫化合物和含氯化合物为常用的除臭试

剂，而聚合氯化物的除臭效果明显。根据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成分性能不同，进行不同

的种类及用量的搭配。最后加入少量弱碱中和泥浆，同时帮助脱水。

[0044] 优选地，含氯酸盐为氯酸钠、亚氯酸钠和次氯酸钠中的一种或组合。含硫化合物为

焦硫酸钠，过硫酸钠、硫酸铝、硫酸铁、聚合硫酸铝、聚合硫酸铁、聚合硫酸铝铁中的一种或

组合。含氯化合物为氯化铝、氯化铁、氯化钠、聚合氯化铝、聚合氯化铁、聚合氯化铝铁中的

一种或组合。聚合氧化物为聚合氧化铝、聚合氧化铁、聚合氧化铝铁中的一种或组合。以上

各种化学试剂选用的种类和用量视污泥性状而定，加入量一般为原污泥重量的0.01-5%。由

于以上化学药剂都是在污泥经过物理破壁后加入，因此能够在加入量很少的情况下起到很

好的除臭杀菌作用。

[0045] 最后向反应池31加入絮凝沉降剂使泥浆中的污泥颗粒聚集，本发明采用的絮凝沉

降剂主要有阴离子絮凝剂和阳离子絮凝剂，视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性能、成分不同而选

择适宜的絮凝剂种类及用量。

[0046] 处理后的污泥氨气含量可以降低为原来的20%以下，硫化氢气体经检测基本为零，

同时无新的污染物产生，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0047] 脱水模块4：包括隔膜泵41和压滤机42。

[0048] 通过隔膜泵41将污泥送入压滤机42，在压滤机42提供的机械压力下可以使污泥在

外力作用下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将包裹型结构内水排出，排出的水流入回收水池6

中，而污泥则送至成品池7。检测发现经脱水模块4处理后的污泥含水率降至25-60%，脱水后

的污泥，可用作发酵制肥，烘干脱水以制作燃料，也可以加入粉煤灰后作为制作环保砖、陶

粒的材料。含水率的下降也大大地减少污泥的体积，节约污泥运输费用及处理填埋用地。

[0049] 综上，本发明所述城市污泥除臭减量处理系统首创采用化浆研磨的物理破壁方

式，使得污泥颗粒减小，实现包裹型结构的破壁，再通过化学试剂与破壁后的污泥充分接

触，除臭效果显著，而后压滤脱水使污泥的含水率降至25-60%，便于污泥的回收利用。整个

处理系统的工作流程简单可行，无需高温条件和昂贵的大型仪器，运行成本低；也无新的污

染物产生，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绿色环保，安全可靠。且处理后污泥无臭，含水率低，大大地

减少污泥的体积，节约污泥运输费用及处理填埋用地。

[0050]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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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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