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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

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釆用含

水率80％的污泥、垃圾灰渣、废植物、生石灰、硫

酸亚铁、硫酸镁、聚丙烯酰胺、二氧化氯，用搅拌

机混合均匀，用皮带运输机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

机内，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100

℃，保持2小时断电，温度保持在60℃以上，加入

嗜高温活性复合菌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搅拌系

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

酵时间为12小时，有效的杀灭污泥中有害微生物

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经过发酵后的熟料，经

陈化粉碎筛分制成粉料，用自动电子包装机包装

后制成有机产品；从而解决了含水率80%的污泥

处理难题，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以减少对自然

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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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重

量配比的原料及方法制成：

含水率80％污泥                        65～75份

垃圾焚烧灰渣粉料                      25～35份

废植物粉料                            26～38份

生石灰粉料                            6～8份

硫酸亚铁                              12～18份

硫酸镁                                15～25份

聚丙烯酰胺                            5～9份

二氧化氯                              6～10份

污泥发酵专用菌种                      0.01～0.05份

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2～0.06份

所述的含水率80%的污泥，是城镇居民、机关、学校、单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由市政管

网集中收集排放的生活污水和下雨时产生的混合污水进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以及

污水表面漂出的浮沫残渣，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其含水率为80％的污泥；

所述的垃圾焚烧灰渣粉料，是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发电后排出的一种废渣，经过分

选、磁选去除废金属、干燥、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045mm的粉料；

所述的废植物粉料，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时产生的树叶树枝和

青草、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

为小于5mm的粉料；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按比例

将含水率80％的污泥、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废植物粉料、生石灰粉料、硫酸亚铁、硫酸镁、聚

丙烯酰胺、二氧化氯，采用双轴加湿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

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采

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

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

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

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

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

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

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

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

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

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

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污泥处理调和剂、有机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

的原料；从而解决了含水率80%的污泥难处理、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污泥的资源化循

环利用，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生石灰粉料的粉碎粒径为小于0.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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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污泥发酵方法为一种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备内的高

温来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隔油层﹙层内电热油﹚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种快速高

温的发酵方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菌种为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污泥混合搅拌采用双轴加湿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均匀搅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废气处理，由活性炭吸收箱及空气增压风机组成；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

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产品包装，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它按下述步骤进行：

取65～75重量份的含水率80％的污泥、25～35重量份的垃圾焚烧灰渣粉料、26～38重

量份的废植物粉料、6～8重量份的生石灰粉料、12～18重量份的硫酸亚铁、15～25重量份的

硫酸镁、5～8重量份的聚丙烯酰胺、6～10重量份的二氧化氯，采用双轴加湿搅拌机进行混

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

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内，启动加

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

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0.01～0.05重量份的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0.02～0.06

重量份的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

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

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

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

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

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

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

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

产品可作为污泥处理调和剂、有机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

为污泥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也为污泥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

的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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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80%的污泥及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具体地说

它是以城市污泥，采用机械化全自动进行高温快速发酵、消毒杀菌、干燥、粉碎、筛分后制成

的污泥衍生物粉料，作为主要原料生产土壤修复改良剂、有机复合肥及生物有机肥料，属废

物处理领域。

[0002] 本发明还涉及该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城市污泥，是城镇居民、机关、学校、单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和下雨时

产生的混合污水，经市政管网集中收集排放到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由污水处理厂采用物理

或化学方法对污水进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质以及污水表面漂出的混合浮沫残渣；城

市污泥是污水中的固体部分，在成分上是一种界于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含水率很高的一种

半固态废弃物；一座二级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量约占总处理污水量的0.005%～0.00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和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城市集中供水量

的需求量逐年增加，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逐歩上升，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产生的污泥量也

随着迅速增加；据中国水网2010年关于污泥处理处置市场报告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

镇污水处理量达280亿吨，污泥产生量为2005万吨，2010年达到2300万吨；而根据报告指出：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国家近年先后发布了“水十条”和“土十

条”，不但给环保技术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有力促进了行业的蓬勃发展；新《水污染

防治法》明确了污泥必须经过处理处置和登记的要求，必须达到国家标准要求；预计到2020

年我国每年将产生约6000～9000万吨含水80%的污泥；“水十条”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实行

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处理率在2020年底前必须要达到90%以上；给污泥处理技术和产

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在建污水处理厂大批投入运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产生量将达到年均增长16%，污泥的年产生量将突破7000万吨，日产生量将超过16万吨；自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以二氧化碳和甲烷为代表的温室气

体排放成为各国开展行业技术革新的重要依据，我国每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中，污泥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系统的碳排放量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如果不把污泥

处理处置好，节能减排的效果就要打一半的折扣，近50%的COD以另一种形式转移到环境中；

目前全国近80%的污泥没有得到稳定化、无害化处理处置，绝大部分仍是送往城市垃圾填埋

场进行简单的填埋，每填埋1吨含水率80%的湿污泥将产生0.5吨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并向

环境排放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为二氧化碳的数十倍，因此，二次污染严重；城市污泥的成

分比较复杂，含水率高，处理难度大，大量积累的污泥，不仅将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且其中的

有害成分如重金属、病原菌、寄生虫卵、有机污染物及臭气将成为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的一大

危害；特别是重金属，若未经处理直接填埋，将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容易产生新的二次

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长期填埋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如何妥善科学地对城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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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进行处理处置，使其达到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

界的关注，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本发明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80%的污泥及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是为污泥的处理处置

创造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也为污泥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是城

镇污泥处理处置最理想一种路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克服现有污泥处理技术的缺陷，而

提供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80%的污泥及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从而解决了城市污泥对环

境产生的污染，还解决了城市污泥的资源化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益，实现了废弃物

的资源良性循环利用。

[0006] 本发明还提供该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实現的；

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重量

配比的原料及方法制成：

含水率80％污泥                       65～75份

垃圾焚烧灰渣粉料                     25～35份

废植物粉料                           26～38份

生石灰粉料                           6～8份

硫酸亚铁                             12～18份

硫酸镁                               15～25份

聚丙烯酰胺                           5～9份

二氧化氯                             6～10份

污泥发酵专用菌种                     0.01～0.05份

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2～0.06份

所述的污泥，是城镇居民、机关、学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由市政管网集中收集排放的

生活污水和下雨时产生的混合污水进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以及污水表面漂出的浮

沫残渣，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其含水率为80％的污泥；

所述的垃圾焚烧灰渣粉料，是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发电后排出的一种废渣，经过分

选、磁选去除废金属、干燥、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045mm的粉料；

所述的废植物粉料，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时产生的树叶树枝和

青草、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

为小于5mm的粉料。

[0008]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生石灰粉料的粉碎粒径为小于0.18mm。

[0009]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污泥发酵方法为一种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备内的高温来源于用电

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隔油层﹙层内电热油﹚是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种快速高温的发酵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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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发酵菌种为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11]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污泥搅拌采用双轴加湿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

[0012]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废气处理，由活性炭吸收箱及空气增压风机组成，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

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

[0013] 所述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

按下述步骤进行：

取65～75重量份的含水率80％的污泥、25～35重量份的垃圾焚烧灰渣粉料、26～38重

量份的废植物粉料、6～8重量份的生石灰粉料、12～18重量份的硫酸亚铁、15～25重量份的

硫酸镁、5～8重量份的聚丙烯酰胺、6～10重量份的二氧化氯，采用双轴加湿搅拌机进行混

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

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采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内，启动

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

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0.01～0.05重量份的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0.02～

0.06重量份的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

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

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

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

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

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

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

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

该产品可作为污泥处理调和剂、有机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的原

料。

[0014] 本发明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80%的污泥及污泥衍生物的制造方法，是采用一种

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备内的高温来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隔

油层﹙层内电热油﹚利用油电导热的一种高温快速发酵的方法，能够使温度快速升高至80℃

～100℃；利用100℃的高温有效杀灭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利

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使整个污泥在

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缩短为8～12小时；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

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

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

于0.18mm的混合粉料，生产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

污泥处理调和剂、有机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为污泥的处理处

置创造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污泥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根据国

务院文件规定，到2020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要达到90%

以上；污泥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在处理污水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半固态或固态物质；污泥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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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置是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泥处理处置应遵循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

原则，根据污泥最终安全处置要求和污泥特性，选择适宜的污泥处理处置工艺，实施污泥处

理处置的目标是实现污泥的减量化、稳定化和无害化；鼓励回收和利用污泥中的能源和资

源；坚持在安全、生态环保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污泥的处理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达

到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001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缺陷，主要是针对国务院文件

规定到2020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要达到90%以上；污泥的

处理量大，为了提高污泥的处理处置效率，进行研究发明的一种污泥处理处置新技术；选用

多种优质的微生物菌种与酵素进行混合、驯化、培养、复活成菌群剂，为通用型自制培养的

一种特殊菌种；作为处理处置污泥的快速发酵菌剂，是一种能够快速发酵、腐熟活化菌剂；

适用于高温发酵一次性快速处理含水率80%的污泥，在处理处置污泥过程中采用一种高温、

速效的发酵方法；利用机械化全自动控制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该设备内的高温来源于

用电加热油的原理﹙层内电热油法﹚利用油电导热的一种高温快速发酵，能够使温度快速升

高至80℃～100℃；利用100℃的高温有效杀灭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

菌体；使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缩短为8～12小时；处理时间短，效果好；能一次性

将含水率80%的污泥制造成为一种有机质的有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污泥处理处置应遵

循从源头削减污泥量的原则；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不需要再送去填埋场填埋，能够节约大

量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还能够节约大量的运力和运输费用；该技术占用场地小，

可以在污水处理厂就近设厂。

[0016] 本发明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含水率80%的污泥处理处置时间短，效果好；能一次性

将含水率80%的污泥制造成为一种可用的有机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污泥处理处置应遵

循从源头削减污泥量的原则；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不需要再送去填埋场填埋，能够节约大

量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还能够节约大量的运力和运输费用；

符合国家关于污泥处理处置规定的最佳可行技术“是针对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

种环境问题，为减少污染物排放，从整体上实现高水平环境保护，所采用的与某一时期的技

术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管理要求相适应，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部门得到应用的，适

用于不同应用条件的一项或多项先进、可行的污染防治工艺和技术”的要求。

[0017] 与国内其它污泥处理技术对比如下：

1、与传统的污泥处理方法对比：

目前，我国对含水率80%的污泥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多种多样的污泥处

理方法；其中：有填埋、焚烧、掺烧、制肥、固化等；但是，这些处理方法的前期，必须对含水率

80%的污泥要再进行一次脱水处理后，达到国家规定的含水率在60%以下才能够进行填埋、

焚烧、掺烧；填埋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还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容易产生新的二次

污染，焚烧、掺烧技术都不成熟，而且焚烧处理成本高，目前全国还没有成功案例。

[0018] 2、与污泥脱水方法比较；其中：有压滤脱水方法、浓缩脱水方法；

目前的污泥处理脱水方法，主要是压滤脱水方法，是将污水处理厂运送来的含水率80%

的污泥送入堆放场，一般采用压滤机再进行二次脱水处理，由于含水率80%的污泥粘性大，

直接采用压滤机脱水根本无法进行，必须要在压滤前期，首先要将污泥通过污泥调节水池，

将污泥用水进行烯释度调节污泥浓度，同时还要在调节水池中掺加多种有机、无机化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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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利用化学药剂对污泥进行破乳处理以后，再用水泵送入压滤机进行压滤脱水；脱水后的

污泥再进行其他工艺处理，同时在压滤脱水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的污水，需要再进行污水

处理，达标后再排放；在处理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不符合国家节约用水政策的规

定，也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政策要求，处理时间过长，处理成本高。

[0019] 3、与传统的污泥堆肥方法比较；

传统的污泥堆肥生产主要是采用堆体的方法进行发酵工艺，在做发酵堆体时不能做得

太小太矮，太小会影响发酵，高度一般在1～1.5米，宽度2米左右，长度在2～4米以上的堆体

发酵效果较好；并在堆顶打孔通气，最后用塑料布将堆体覆盖与地面相接触，堆肥发酵助剂

是耗氧性微生物，所以在发酵过程中应加大供氧措施，做到拌匀、勤翻、通气为宜，否则会因

为厌氧发酵影响物料发酵效果；一般在污泥堆积48小时后，第三天开始翻堆一次，一般情况

下翻堆3～5次即可完成发酵，夏季正常一周左右可发酵完成，需要多次翻堆，堆体温度不

高，杀灭病虫卵、杂草种籽不彻底，冬季需要30至60天，效果差，占用场地大，堆肥时间长。

[0020] 本发明选用垃圾焚烧灰渣粉料作为处理污泥中高含水率的调和剂的原料，主要是

利用所述的垃圾焚烧灰渣经过磨成细粉后的化学活性成分（SiO2和Al2O3），垃圾焚烧灰渣，

是生活垃圾在高温焚烧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废渣，随着生活垃圾在高温燃烧过程中，伴

随着多孔性炭粒中的有机物质被完全燃烧和温度的升高，使垃圾中的矿物质得到脱水、分

解、氧化变成无机氧化物质，此时的垃圾灰渣颗粒变成多孔玻璃体，尽管其形态大体上仍维

持与多孔炭粒相同，但比表面积明显地小于多孔炭粒；使多孔玻璃体逐渐熔溶收缩而形成

颗粒，其孔隙率不断降低，圆度不断提高，粒径不断变小，最终由多孔玻璃体转变为一密度

较高、粒径较小的密实球体，颗粒比表面积下降为最小；不同粒度和密度的灰粒具有显著的

化学和矿物学方面的特征，小颗粒一般比大颗粒更具玻璃性和化学活性；其中垃圾焚烧灰

渣中SiO2含量为：35.63%,～42.56%；Al2O3含量为：12.50%～18.67%；将垃圾焚烧灰渣进行分

选、磁选去除废金属、干燥、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细度粒径为小于0.045mm的粉料；由于

垃圾焚烧灰渣经过制成细粉后的吸附作用及絮凝的作用都有所提高；

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在处理污泥含水率的调和过程中的吸附作用包括物理吸附和化学

吸附；物理吸附，是指垃圾焚烧灰渣粉料与吸附质的污染物分子间，通过分子间引力产生吸

附，这一作用是由垃圾焚烧灰渣粉料的多孔性及比表面积所决定的；化学吸附，是指垃圾焚

烧灰渣粉料存在大量铝、铁、硅的活性成分，对污泥含水中多数带负电的胶体微粒能够进行

强有力的吸附，产生絮凝作用；再加上垃圾焚烧灰渣粉料中还含有助凝剂成分，如镍（Ni）、

钴（C0）、砷（As）、钠（Na）、锂（Li）、钙（Ca），能够促进其沉降；化学吸附特点是选择性强，在通

常情况下，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作用同时存在，但在不同条件的pH值、温度下体现出的优势

各有不同，导致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吸附性能变化；另外，由于垃圾焚烧灰渣粉料是多种颗粒

的机械混合物，孔隙率较大，因此，在污泥高含水率通过垃圾焚烧灰渣粉料时，垃圾焚烧灰

渣粉料能够截留全部悬浮物。

[0021] 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在调和污泥中高含水率的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有：(1)垃圾

焚烧灰渣粉料的粒径细度小和比表面积大，垃圾焚烧灰渣粉料的粒径越细、比表面积就越

大，对污泥中含水率的调和效果就越好；(2)  垃圾焚烧灰渣粉料的化学组分：垃圾焚烧灰渣

粉料中SiO  和A1O的活性物质含量较高，有利于化学吸附；(3)pH值：pH值直接影响污泥的处

理效果，但pH值的影响结果与吸附质的性质有关；(4)温度：温度越低，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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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中高水分的有害物质去除率就越高；(5)吸附质的性质：污泥中所含水分污染物质的溶

解度、分子极性、分子量大小、浓度等对污泥中所含水分的处理效果都有影响；分子量越大、

溶解度越小，处理效果就越好。

[0022] 本发明选用二氧化氯作为污泥处理中的消毒、除臭、杀菌剂，二氧化氯是由氯酸钠

与硫酸和甲醇作用或由氯酸钠与二氧化硫作用而制成的产品；是以氯酸盐为原料，在硫酸

介质中还原制成的二氧化氯；具有杀菌、漂白、除臭、消毒、保鲜的功能；作用机理主要是氧

化作用，二氧化氯分子的电子结构呈不饱和状态，外层共有19个电子，具有强烈的氧化作

用，主要是对富有电子(或供电子)的原子基团(如含巯基的酶和硫化物，氯化物)进行攻击，

强行掠夺电子，使之成为失去活性和改变性质的物质，从而达到其目的；

1、杀菌作用，二氧化氯对细胞壁有较强的吸附和穿透能力，放出原子氧将细胞内的含

巯基的酶氧化起到杀菌作用；

2、漂白作用，二氧化氯的漂白是通过放出原子氧和产生次氯酸盐而达到分解色素的目

的；利用它做漂白剂代替氯气、氯酸盐，因而效果更全面；

3、除臭作用，二氧化氯的除臭是因为它能与异味物质(如H2S、-SOH、-NH2)发生脱水反

应并使异味物质迅速氧化转化为其他物质，同时杀死微生物而不与脂肪酸反应；安全作用，

二氧化氯可以将氰化物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氮，即:2ClO2+2CN=2CO2+N2+2Cl  当氰化物的浓

度为3.0mg/L，二氧化氯的投加量为5.0mg/L，其氰化物的去除率一般都在85%以上；优点，国

外大量的实验研究显示，二氧化氯是安全、无毒的消毒剂，无“三致”效应(致癌、致畸、致突

变)，同时在消毒过程中也不与有机物发生氯代反应生成可产生“三致作用”的有机氯化物

或其它有毒类物质；但由于二氧化氯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应避免在高浓度时(>500ppm)使

用；当使用浓度低于100ppm以下时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影响，包括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

对皮肤亦无任何的致敏作用；因此，二氧化氯也被国际上公认为安全、无毒的绿色消毒杀菌

剂。

[0023] 本发明选用聚丙烯酰胺作为处理污泥中所含水分的絮凝剂，聚丙烯酰胺，中文别

名：絮凝剂3号，简称PAM；聚丙烯酰胺还被称为三号凝聚剂；聚丙烯酰胺分为阴离子聚丙烯

酰胺，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非离子聚丙烯酰胺，两性离子聚丙烯酰胺；英文名称;PAM

(acrylamide），简称：PAM聚丙烯酰胺是由丙烯酰胺（AM）单体经自由基引发聚合而成的一种

为水溶性线性高分子聚合物，不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具有良好的絮凝性，可以降低污水之

间的摩擦阻力，按离子特性分，可分为非离子、阴离子、阳离子和两性型四种类型；聚丙烯酰

胺目数：目数是指物料的粒度或粗细度，目数是单位面积上的方格数，一般定义是指在1英

寸x1英寸的面积内有多少个网孔数，即筛网的网孔数；如600目是每平方英寸有600个方网

孔，聚丙烯酰胺的目数一般为20目～80目，也就是0.85mm～0.2mm之间，这是颗粒状的聚丙

烯酰胺的目数大小，粉状聚丙烯酰胺的目数大小可控制在100目左右，目数越大的聚丙烯酰

胺越容易溶解；聚丙烯酰胺为白色粉末或者小颗粒状物，密度为1.32g/cm3（23度），玻璃化

温度为188度，软化温度近于210度，一般方法干燥时含有少量的水，干时又会很快从环境中

吸取水分，用冷冻干燥法分离的均聚物是白色松软的非结晶固体，但是当从溶液中沉淀并

干燥后则为玻璃状部分透明的固体，完全干燥的聚丙烯酰胺PAM是脆性的白色固体，商品聚

丙烯酰胺干燥通常是在适度的条件下干燥的；一般含水量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浇铸

在玻璃板上制备的高分子膜，则是透明、坚硬、易碎的固体；立体结构以无规立构为主；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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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温度超过120度时易分解；溶解性：溶于水，不溶于有机溶剂，如苯、甲苯、乙醇、丙酮、

酯类等，仅在乙二醇、甘油、甲方酰胺、乳酸、丙烯酸中溶解1%左右；毒性：无毒；腐蚀性：无腐

蚀性；吸湿性：固体有吸湿性。

[0024] 本发明选用废植物粉料作为处理污泥发酵过程中的热能碳源原料提供给微生物

菌种作为食物，使微生物在各种生理活动中获得所需的能量，使机体能进行正常的生长与

繁殖，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废植物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园艺、园林绿化过程中所产生

的树叶树枝和青草，生活垃圾处理分选过程中选出来的废木料、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

渣木屑等废弃物，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的粉料，其中含有粗纤维、粗蛋白

质、糖类、粗脂肪、灰分、磷等多种营养元素，特别是粗纤维含量较高一般在53%以上，容易腐

熟，可作为污泥处理发酵过程中的碳源热能提供给微生物菌群食用，有利于微生物菌群的

吸收。

[0025] 本发明选用农运来污泥发酵专用菌种作为处理污泥发酵菌剂，该产品系中国台湾

高科技生物技术研制开发的生物制剂，含有高浓度的非致病性有益微生物，并添加了能够

分解各种大分子物质的多种酶；该产品中的微生物能够在发酵过程中产生消化酶来分解发

酵污泥中的有机质；在发酵过程中添加本浓缩产品以补充原始菌种，并加强对污泥有机质

的分解以便生成腐殖质，适用于污泥发酵；成分为复合益菌，性状为粉剂，含活菌总数≥1.0

×109cfu/g；  作用机理，好氧条件下，发酵物料中的可溶性有机物透过微生物的细胞壁和

细胞膜为微生物吸收；固体和胶体有机物质先附着在微生物体外，由微生物分泌胞外酶将

其分解为可溶性物质，再渗入细胞，微生物通过自身代谢活动，使一部分有机物被氧化成简

单的无机物，并释放能量，使另一部分有机物用于合成微生物自身细胞物质和提供微生物

各种生理活动所需的能量，使机体能进行正常的生长与繁殖，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发酵中的

微生物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来给发酵物料加热；这种高温对快速分解是必需的，而

且有利于破坏杂草的草种、昆虫的幼虫、有害细菌，并能抑制某些疾病的滋生，以免这些疾

病产生有害微生物阻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酵微生物菌群的添加能够提高分解速度与效

率，因为这些菌群是经过筛选、驯化、培养并改良的高浓缩细菌与真菌混合物；这些菌种被

选来更好的生存与繁殖、同时产生酶，分解有机废物，从而在发酵生成过程中加速有机质的

分解；分解木质纤维素菌体的标准概念是先打开纤维结构使糖可用于不同微生物的新陈代

谢；微生物利用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酶、蛋白酶、分解木质素的酶等从纤维素、半纤维

素、蛋白质、淀粉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中向发酵物中释放糖分；目标菌在发酵过程中的生长加

强了，就能有效抑制杂菌生长，从而防止产生臭味和导致有害物质；发酵特点：(1)自身产生

一定的热量，并且高温持续时间长，不需外加热源，即可达到无害化；(2)使多种难于降解的

有机物质分解，使发酵物料有了较高程度的腐殖化，提高有效养分；(3)产品无味无臭、质地

疏松、含水率低、容重小，使污泥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质为微生物提供食物，而微生物

则维持微生物在摄取食物的同时能产生氮、磷、钾；可作为有机肥的原料。

[0026] 本发明选用多种优质的微生物菌种与酵素进行混合、驯化、培养、复活成菌群剂，

作为污泥的快速发酵剂，它是一种能够快速发酵、腐熟活化菌剂；为通用型自制培养的复合

型菌群剂，其中含有多种特殊功能的光合细菌、固氮芽孢菌、荧光假单胞菌、解磷解钾菌、胶

质芽胞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杆菌、酵母菌、耐高温放线菌等多种微生物；该菌剂经混合

发酵并复合在一起，互不拮抗，能相互协同，是一种复合型微生物发酵菌种；有效活菌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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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超过10亿个/克，最高可达20亿个/克以上；功能强大，加入到污泥有机物料中，可在常温

15℃左右，迅速升温、脱臭、脱水，7天左右完全腐熟；功能全面、效果好，不仅对污泥物料有

强大腐熟作用，而且在发酵过程中还繁殖大量功能性细菌并产生多种特效代谢产物，如激

素、抗生素，养分由无效态和缓效态变为有效态和速效态；使污泥经过腐殖化，发酵处理后

产生大量腐殖酸，并含有多种植物生长素、氨基酸、酶、抗生物质，能促进植物健康生长的功

能性物质，从而刺激作物生长发育，提高作物抗病、抗旱、抗寒能力，功能性细菌进入土壤

后，可固氮、解磷、解钾、增加土壤养分、改良土壤结构、提高肥效利用率；使污泥能够快速腐

熟并消除异味，经过发酵处理后的污泥衍生物作为有机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

有机肥料的原料，养分全面，并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明显改善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从

而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提升污泥衍生物产品的附加值。

[0027] 本发明对污泥进行处理过程中利用生石灰粉进行消毒杀菌，用硫酸亚铁为还原

剂，硫酸镁为二价铁保持剂，可使污泥能够充分分解，达到迅速除臭消毒杀菌的目的。

[0028] 本发明的一种高速处理含水率百分之八十的污泥及衍生物制造方法，按比例将含

水率80％的污泥、垃圾焚烧灰渣粉料、废植物粉料、生石灰粉料、硫酸亚铁、硫酸镁、聚丙烯

酰胺、二氧化氯，采用双轴加湿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

～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采用皮

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

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照配方比例同时加入污

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

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

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

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中产生

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

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

化、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

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

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污泥处理调和剂、有机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

肥料的原料；从而解决了含水率80%的污泥处理难、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污泥的资源

化循环利用，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0029] 按照本发明技术生产的污泥衍生物的有机质产品，经国家规定的有关质量检测部

门检验，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  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

准》和NY525-2002《有机肥料》标准要求。

[0030] 经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和深圳市农科所的产品质量检验

中心检测结果如下：

污泥衍生物有机肥料检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

制标准》和NY525-2002《有机肥料》标准：

产品名称：污泥衍生物有机质产品

检测结果：

a）全氮含量为：3.33%；b）全磷含量为：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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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全钾含量为：0.63%；d）有机质含量42.6%；

e）水分含量：15.6%；  f）pH  6.8；

g）Cu（铜）含量为：626mg/kg；

h）Zn（锌）含量为：1001mg/kg；

i）有效活菌数（cfu）为：0.35亿/g；

j）粪大肠菌群数为：86个/g（mL）；

k）蛔虫卵死亡率为：98%。

[0031] 由于采取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技术具有如下优点及效果：

a）对含水率80%的污泥处理处置时间短，效果好；能一次性将含水率80%的污泥制造成

为一种可用的有机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污泥处理处置应遵循从源头削减污泥量的原

则；

b）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不需要再送去填埋场填埋，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有利于

环境保护；

c）能够节约大量的运力和运输费用；

d）污泥衍生物产品是以污泥、垃圾焚烧灰渣、植物废渣为主要原料，采用密封式高温发

酵机与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高温活性菌复合菌剂进行发酵，产生的一种多元素组成的复

合型产品，可作为有机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

e）为污泥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污泥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

好的有利基础；

f）解决了污泥对城市环境卫生带来的二次环境污染的难题，保护了环境；符合国家发

改委2011第46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泥处理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有关规定；

g）生产工艺简单，无三废排放，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要求精神，且

投资少、見效快、成本低、效益好，适合各级办厂。

[0032]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将污泥，是城镇居民、机关、学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由市政管网集中收集排放的生活

污水和下雨时产生的混合污水进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以及污水表面漂出的浮沫残

渣，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其含水率为80％的污泥；

将垃圾焚烧灰渣，是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发电后排出的一种废渣，经过分选、磁选去

除废金属、干燥、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045mm的粉料；

将废植物，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时产生的树叶树枝和青草、木材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5mm

的粉料；

取上述制备的含水率80％的污泥65kg、垃圾焚烧灰渣粉料35kg、废植物粉料26kg、生石

灰粉料6kg、硫酸亚铁12kg、硫酸镁15kg聚丙烯酰胺5kg、二氧化氯6kg，采用双轴加湿搅拌机

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

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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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

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1kg和嗜热高温活性菌复

合菌剂0.02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

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

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害

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后制

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

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

氮量为：3.28%；含磷量为：2.63%；含钾量为：0.66%；含有机质为：47.8%；含水率：13.5%；pH：

6.3；有效活菌数（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7%；

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02《有机

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4] 实施例2

取实施例1制备的含水率80％的污泥75kg、垃圾焚烧灰渣粉料25kg、废植物粉料38kg、

生石灰粉料8kg、硫酸亚铁18kg、硫酸镁25kg聚丙烯酰胺9kg、二氧化氯10kg，采用双轴加湿

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

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

机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

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5kg和嗜热高温活性

菌复合菌剂0.06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

活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

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

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

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

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

测含氮量为：3.31%；含磷量为：2.62%；含钾量为：0.63%；含有机质为：45.8%；含水率：15.5%；

pH：6.5；有效活菌数（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

98%；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02

《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5] 实施例3

取实施例1制备的含水率80％的污泥68kg、垃圾焚烧灰渣粉料32kg、废植物粉料28kg、

生石灰粉料8kg、硫酸亚铁14kg、硫酸镁18kg聚丙烯酰胺6kg、二氧化氯7kg，采用双轴加湿搅

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

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

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

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3kg和嗜热高温活性菌

复合菌剂0.03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

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

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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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后

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

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

含氮量为：3.28%；含磷量为：2.65%；含钾量为：0.68%；含有机质为：46.8%；含水率：13.8%；

pH：6.5；有效活菌数（cfu）为：0.36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5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

98%；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02

《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6] 实施例4

取实施例1制备的含水率80％的污泥66kg、垃圾焚烧灰渣粉料34kg、废植物粉料30kg、

生石灰粉料7kg、硫酸亚铁16kg、硫酸镁20kg聚丙烯酰胺7kg、二氧化氯8kg，采用双轴加湿搅

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

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

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

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4kg和嗜热高温活性菌

复合菌剂0.04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

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

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

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后

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

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

含氮量为：3.38%；含磷量为：2.66%；含钾量为：0.65%；含有机质为：47.9%；含水率：13.9%；

pH：6.6；有效活菌数（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

97%；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02

《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7] 实施例5

取实施例1制备的含水率80％的污泥70kg、垃圾焚烧灰渣粉料30kg、废植物粉料35kg、

生石灰粉料8kg、硫酸亚铁18kg、硫酸镁23kg聚丙烯酰胺8kg、二氧化氯9kg，采用双轴加湿搅

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

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机

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机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

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5kg和嗜热高温活性菌

复合菌剂0.05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

嗜热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污泥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

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污泥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污泥中的有

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经过发酵后的污泥熟料，再进行陈化、粉碎、筛分后

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

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

含氮量为：3.38%；含磷量为：2.53%；含钾量为：0.68%；含有机质为：46.8%；含水率：13.5%；

pH：6.6；有效活菌数（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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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02

《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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