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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

深度脱水处理技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污泥

与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混合，搅拌萃取反应，使

污泥中极性持水物质相转移至有机相，从而提高

污泥的固液分离性能；然后，通过压滤方式进行

固液分离，分别利用减压蒸馏和减压蒸发有效回

收滤液、脱水泥饼中的溶剂，从而在显著提高泥

饼含固率的同时完成溶剂型污泥脱水调理剂的

循环利用，最终可实现溶剂回收率大于90％，泥

饼含水率低于60％。本方法降低了污泥脱水工艺

对脱水调理药剂的消耗，也降低了污泥热干化处

理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具有重要的社会环境效益

与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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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污泥与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混合，搅拌萃取反应，使污泥中极性持水物质由固液

相界面转移至有机相，进而降低污泥持水能力、提高污泥的固液分离性能；

(2)通过压滤方式进行污泥固液分离；

(3)分别利用减压蒸馏和减压蒸发实现滤液、脱水泥饼中溶剂的有效回收，进而在显著

提高泥饼含固率的同时完成溶剂型污泥脱水调理剂的循环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污泥为

污水处理厂的剩余污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污泥的

含水率为95-9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极性易

挥发有机溶剂为乙腈、丙酮、甲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极性易

挥发有机溶剂与污泥的混合质量比为(0.25～2):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萃取搅拌时

长15～6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压滤脱水的

压力为0.1～0.6MPa，压滤时长15～30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从滤液中减

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60℃，真空度为0.04～0.08MPa，溶剂蒸气冷凝温度10～20

℃。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从固液分离

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60℃，真空度为0.04～0.08MPa，溶剂蒸气冷

凝温度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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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技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涉及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技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污泥是污水生物处理的必然产物，其携带有大量病原菌、重金属及毒害性有机污

染物，如不妥善处置，将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

济建设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污水产生量日益增大，相应地污水收集处理率也逐步提

高，进而产生大量污泥。因此，大量产生的污泥对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及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构成了严峻挑战。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我国污泥的安全处理处置仍然是水污染

控制领域的薄弱环节，随意堆存成为了污水厂污泥的主要排放出路，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

不仅严重威胁了污泥堆场附近的环境质量，而且还与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相悖，因

此，安全、高效、节能、低成本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仍然是环境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成为水

污染控制技术主流的发展趋势。

[0003] 脱水是污泥处理处置的首要步骤，无论是污泥运输、堆肥、焚烧，还是固化稳定化、

填埋，均对污泥的含水率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例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用泥

质(GB/T23485-2009)》规定卫生填埋污泥含水率必须低于60wt.％；而通常认为污泥自持燃

烧的含水率上限应为50wt.％；对于好氧堆肥，则要求污泥含水率低于60wt.％，否则不利于

堆体中的气体传质。然而，污泥组成的成分极度复杂，有机质含量通常占总固体含量的70-

80wt.％，且有机组分具有高度的亲水性和持水性，使得污泥呈胶体状的絮体结构，脱水性

能极差，因此，如何高效、低耗地降低污泥含水率是提高我国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水平的关键

环节。

[0004] 目前，以聚合氯化铝(PAC)、聚合氯化铁(PFC)、聚丙烯酰胺(PAM)为代表的混凝剂、

絮凝剂仍是广泛使用的污泥脱水调理剂，其通过电性中和与吸附架桥作用改变污泥固体颗

粒的表面电性与聚集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泥的间隙水含量，促进污泥自由水的脱

除，但对于表面附着水及结合水的去除并无明显的作用优势，因此采用上述传统调理剂后，

再进行机械脱水，污泥含水率只能降至80wt.％左右。再者，焚烧因其减量化、稳定化、能源

化效益显著而逐渐已成为我国污泥终处置的发展方向，但聚合氯化铝(PAC)、聚合氯化铁

(PFC)的投加向污泥中引入大量氯离子，加剧了污泥焚烧工艺中的二噁英生成风险，Fe3+的

引入则会造成污泥处理设备的腐蚀，上述缺陷严重限制了传统脱水调理剂在污泥深度脱水

+热干化工艺中的可持续推广应用。另外，对于污泥深度脱水工艺而言，生石灰作为脱水固

化药剂而得以广泛使用，但投加量通常达污泥湿重的10-15wt.％，投加量高、增容比大、调

节污泥pH值至碱性等均成为了传统脱水固化剂制约污泥后续资源化利用与处理效率的主

要因素。因此，在兼顾污泥有效深度脱水的前提下，若能实现脱水调理剂的循环回收利用，

对于提高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与良好的

社会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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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首要目的是提供一种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深度脱

水处理技术方法，该处理方法具有不消耗脱水调理剂、低能耗污泥深度脱水、工艺流程简单

易行等特点。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0007] 一种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技术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污泥与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混合，搅拌萃取反应一定时长，使污泥中极性持

水物质由固液相界面转移至有机相，进而降低污泥持水能力、提高污泥的固液分离性能；

[0009] (2)通过压滤方式进行污泥固液分离；

[0010] (3)分别利用减压蒸馏和减压蒸发实现滤液、脱水泥饼中溶剂的有效回收，进而在

显著提高泥饼含固率的同时完成溶剂型污泥脱水调理剂的循环利用。

[0011]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污泥为污水处理厂的剩余污泥。

[0012]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污泥的含水率为95-99％。

[0013]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为乙腈、丙酮、甲醇。

[0014]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与污泥的混合质量比为1～2:1。

[0015] 优选地，步骤(1)中，萃取搅拌时长15～60min。

[0016] 优选地，步骤(2)中，压滤脱水的压力为0.1～0.6MPa，压滤时长15～30min。

[0017] 优选地，步骤(3)中，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60℃，真空度为

0.04～0.08MPa，溶剂蒸气冷凝温度10～20℃。

[0018] 优选地，步骤(3)中，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60

℃，真空度为0.04～0.08MPa，溶剂蒸气冷凝温度10～20℃。

[0019] 由于采用上述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的处理方法简单易行，且无需消耗脱水调理剂、无需污泥预处理工艺过程，

可以克服传统污泥脱水-热干化工艺药剂投加量大、污泥增容比高、脱水效率低、干化能耗

高等缺点，不仅减少污泥调理剂投加可能产生的二次环境污染风险，而且还可以高效降低

污泥含水率；最终可实现溶剂回收率大于90％，泥饼含水率低于60％。另外，本发明的污泥

深度脱水处理过程完成后，蒸馏回收的溶剂可重复利用，均降低了脱水物耗和工艺运行成

本，因此，本发明的处理方法具有较高的社会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实施例所提供调理剂循环型污泥脱水处理技术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调理剂循环利用的污泥深度脱水处理技术方法，通过将污泥与

极性易挥发有机溶剂例如丙酮、乙腈、甲醇混合，搅拌萃取反应一定时长，使污泥中极性持

水物质由固液相界面转移至有机相，进而降低污泥持水能力、提高污泥的固液分离性能；然

后，通过压滤方式进行污泥固液分离，分别利用减压蒸馏和减压蒸发实现滤液、脱水泥饼中

溶剂的有效回收，从而在显著提高泥饼含固率的同时完成溶剂型污泥脱水调理剂的循环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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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实施例1——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25] (1)将初始含水率97.5％的污泥与乙腈混合，混合质量比为1:1，萃取搅拌15min；

[0026]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1MPa，压滤时长15min；

[0027]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50℃，真空度为0.04MPa，溶剂蒸气冷凝

温度20℃；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50℃，真空度为0.04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20℃。

[0028]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87.0％、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93.2％，回收溶剂后泥

饼最终含水率为59.8％。

[0029] 实施例2——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30] (1)将初始含水率97.5％的污泥与丙酮混合，混合质量比为2:1，萃取搅拌30min；

[0031]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6MPa，压滤时长30min；

[0032]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真空度为0.08MPa，溶剂蒸气冷凝

温度10℃；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真空度为0.08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10℃。

[0033]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90.3％、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98.1％，回收溶剂后泥

饼最终含水率为53.7％。

[0034] 实施例3——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35] (1)将初始含水率97 .5％的污泥与甲醇混合，混合质量比为1 .5:1，萃取搅拌

60min；

[0036]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3MPa，压滤时长25min；

[0037]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5℃，真空度为0.06MPa，溶剂蒸气冷凝

温度15℃；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5℃，真空度为0.06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15℃。

[0038]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87.2％、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102.1％(这是因为回

收过程中也有水分的蒸发，导致回收溶剂的总质量高于加入溶剂的质量)，回收溶剂后泥饼

最终含水率为52.7％。

[0039] 实施例4——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40] (1)将初始含水率95％的污泥与乙腈混合，混合质量比为2:1，萃取搅拌15min；

[0041]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5MPa，压滤时长20min；

[0042]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60℃，真空度为0.08MPa，溶剂蒸气冷凝

温度10℃；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60℃，真空度为0.08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10℃。

[0043]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97.5％、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92.4％，回收溶剂后泥

饼最终含水率为55.5％。

[0044] 实施例5——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45] (1)将初始含水率99％的污泥与丙酮混合，混合质量比为0.25:1，萃取搅拌30min；

[0046]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1MPa，压滤时长20min；

[0047]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真空度为0.05MPa，溶剂蒸气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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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15℃；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40℃，真空度为0.05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15℃。

[0048]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95.4％、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96.7％，回收溶剂后泥

饼最终含水率为66.1％。

[0049] 实施例6——上海市某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深度脱水处理

[0050] (1)将初始含水率95％的污泥与甲醇混合，混合质量比为0.25:1，萃取搅拌60min；

[0051] (2)采用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压力为0.6MPa，压滤时长15min；

[0052] (3)从滤液中减压蒸馏回收溶剂，操作温度50℃，真空度为0.07MPa，溶剂蒸气冷凝

温度10℃；从固液分离所得泥饼中减压蒸发回收溶剂，操作温度50℃，真空度为0.07MPa，溶

剂蒸气冷凝温度10℃。

[0053] (4)最终泥饼中溶剂回收率为98.2％、滤液中溶剂回收率为98.7％，回收溶剂后泥

饼最终含水率为54.6％。

[0054] 上述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了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本发

明。熟悉本领域技术人员显然可以容易的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

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原理，不脱离本发明的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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