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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具体公开

了一种污泥干燥机，包括机体、待加工箱、过滤用

的输送带、过滤机构、污水回收机构、烘干机构；

通过两个过滤用的输送带挤压，过滤污泥中的污

水，同时通过注入加热过的气体，使污泥更为快

速的脱水，得到水含量较低的污泥，过滤出来的

带有热量的污水重复利用，同时通过烘干得到更

为干燥的污泥，本发明结构简单、热能利用率高、

干化效果好、应用范围广且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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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上料：将需要干燥的污泥输送到干燥机的加工箱内；

b、平铺：再将加工箱内的污泥平铺到干燥机过滤用的输送带上；

c、过滤：采用过滤装置对输送带上的污泥进行过滤，形成滤饼；

d、污水回收：过滤的污水通过污水回收机构重复利用热能；

e、烘干：采用烘干机构对滤饼打碎再进行烘干，二次去污泥中的污水，得到干燥污泥；

其中，所述干燥机包括机体（1）、待加工箱（2）、过滤用的输送带（3）、过滤机构（4）、污水

回收机构（5）、烘干机构（6），所述的过滤机构（5）包括第一输送带（7）、输送第一输送带（7）

的多个第一转轴（8）、设于第一输送带（7）上部的第二输送带（9）、贴合设于第二输送带（9）

上的滚筒（10）、贴合设于滚筒（10）内壁上的圆弧板（11）、输送第二输送带（9）的多个第二转

轴（12）、驱动第一转轴（8）转动的第一驱动件（13）、驱动第二转轴（12）转动的第二驱动件

（14）、驱动滚筒（10）转动的第三驱动件（15）、固定第三驱动件（15）的固定座（16）、设于滚筒

（10）上的进气管（17），所述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为多层过滤网组成，滚筒上开有多个

通气孔，所述圆弧板固定在机体（1）上，所述滚筒上的进气管（17）连接空压机和对气体加热

装置，第一输送（7）带先对带水的污泥过滤出一部分的水，再输送到滚筒处，经过第一输送

带（7）和第二输送带（9）挤压过滤出一部分水，同时滚筒（10）上的进气管（17）通入带压力的

热气，把夹在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之间的污泥再次脱水，完成对污泥的过滤。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平铺后

污泥厚度偏差在5-10mm。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的过滤的

污水一部分用于待加工箱内，一部分用于烘干机构，多出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的污水回

收机构包括收集板（18）、设于机体（1）上的污水回收箱（19）、设于回收箱（19）内的第一隔板

（20）和第二隔板（21）、设于回收箱（19）内的泵（22）、设于泵（22）上的第一出水管（23）、设于

回收箱（19）上的溢流管（24）、溢流管（24）另一端连接有导热箱（25）、设于导热箱（25）第二

出水管（26），所述收集板（18）倾斜固定设于机体（1）上，机体（1）上设有出水口与回收箱内

的进水口连通，收集板（18）两端固定在机体（1）上，另外两端与第一输送带（7）接触，收集板

（18）把过滤的污水导向送入回收箱内，泵（22）吸取回收箱内的一部分污水，第一出水管把

吸取的污水流入待加工箱（2）内，完成对污泥预热处理，另一部分污水通过溢流管（24）流入

导热箱（25）内，为烘干机构（6）提供热能，完成对污水回收利用。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中的烘干机

构包括固定架（27）、设于固定架上的第三输送带（28）、设于第三输送带（28）上的多个第三

转轴（29）、驱动第三转轴（29）转动的第四驱动件（30）、设于固定架（27）上的搅碎轴（31）、驱

动搅碎轴（31）转动的第五驱动件（32）、设于固定架上的多个风扇（33），所述搅拌轴上设有

多个凸柱和挡板，形成滤饼的污泥掉落在第三输送带上，第三驱动件（30）驱动搅碎轴（31）

转动，把滤饼打碎并平摊，导热箱（25）对平摊在第三输送带上的污泥进行烘干，同时污泥自

身余热，使残留的水快速蒸发，再通过风扇（33）把蒸发出来的水气带走，得到更为干燥的污

泥，完成对污泥的烘干。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342774 A

2



一种污泥干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污泥干燥机。

背景技术

[0002] 干燥污泥的目的是为了从污泥材料获得适合于利用的产物。需要从污泥中去除

水。有利地混合污泥与胶结水硬性组分，然后能更容易地干燥污泥。污泥还被进一步干燥，

利用合适方法进行后处理和分选。储存最终产物且供应以用于进一步使用或加工。

[0003] 去除水需要大量能量和时间，这增加了污泥处理的成本。为了确保具有成本效益

的污泥处理，该过程的效率必须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其解决了上述问题且

消除了已知现有技术的缺点，以及提供了具有合理高效干燥污泥的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上料：将需要干燥的污泥输送到干燥机的加工箱内；

b、平铺：再将加工箱内的污泥平铺到干燥机过滤用的输送带上；

c、过滤：采用过滤装置对输送带上的污泥进行过滤，形成滤饼；

d、污水回收：过滤的污水通过污水回收机构重复利用热能；

e、烘干：采用烘干机构对滤饼打碎再进行烘干，二次去污泥中的污水，得到干燥污泥；

其中，所述干燥机包括机体、待加工箱、过滤用的输送带、过滤机构、污水回收机构、烘

干机构，所述的过滤机构包括第一输送带、输送第一输送带的多个第一转轴、设于第一输送

带上部的第二输送带、贴合设于第二输送带上的滚筒、贴合设于滚筒内壁上的圆弧板、输送

第二输送带的多个第二转轴、驱动第一转轴转动的第一驱动件、驱动第二转轴转动的第二

驱动件、驱动滚筒转动的第三驱动件、固定第三驱动件的固定座、设于滚筒上的进气管，所

述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为多层过滤网组成，滚筒上开有多个通气孔，所述圆弧板固定

在机体上，所述滚筒上的进气管连接空压机和对气体加热装置，第一输送带先对带水的污

泥过滤出一部分的水，再输送到滚筒处，经过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挤压过滤出一部分

水，同时滚筒上的进气管通入带压力的热气，把夹在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之间的污泥

再次脱水，完成对污泥的过滤；第一输送带上带有污水的污泥，第一输送带为多层过滤网组

成，使部分污水通过自身的重力能够通过过滤网，把污泥阻挡在第一输送带上，第一输送带

上设有多个第一转轴，每个第一转轴上设有第一驱动件，第一驱动件驱动第一输送带上的

第一转轴，提供第一输送带输送污泥的动力，第二输送带上设有多个第二转轴，第二转轴上

设有第二驱动件，提供第二输送带运行动力，使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运行过程中更稳；

第二输送带经过滚筒，同时第一输送带经过第二输送带，通过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挤

压去除大部分的水，滚筒上设有多个通气孔，通过滚筒内部充满热气，滚筒内壁上设有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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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控制热气流向，使热气流向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挤压处，使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

带挤压脱水向滚筒外侧流出，避免污水通过滚筒上的通气孔进入滚筒内，同时使污泥在挤

压时快速脱水。

[0006] 所述步骤b中的平铺后污泥厚度偏差在5-10mm；使污泥在挤压脱水时不会产生未

挤压到而影响整体脱水效果。

[0007] 所述步骤d中的过滤的污水一部分用于待加工箱内，一部分用于烘干机构，多出的

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合理利用过滤出来的污水中的热量，节省能源消耗。

[0008] 所述步骤d中的污水回收机构包括收集板、设于机体上的污水回收箱、设于回收箱

内的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设于回收箱内的泵、设于泵上的第一出水管、设于回收箱上的溢

流管、溢流管另一端连接有导热箱、设于导热箱第二出水管，所述收集板倾斜固定设于机体

上，机体上设有出水口与回收箱内的进水口连通，收集板两端固定在机体上，另外两端与第

一输送带接触，收集板把过滤的污水导向送入回收箱内，泵吸取回收箱内的一部分污水，第

一出水管把吸取的污水流入待加工箱内，完成对污泥预热处理，另一部分污水通过溢流管

流入导热箱内，为烘干机构提供热能，完成对污水回收利用；通过斜板把过滤出来的污水集

中在出水口处，并快速进入回收箱内；回收箱内设有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所述第一隔板固

定设在回收箱上壁，第二隔板固定设于回收箱下壁，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留有一定的间隙，

使污水能够通过，通过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使污水中的小颗粒固体形成沉淀，泵设于底面，

对形成沉淀的固体颗粒同水一起被泵吸入待加工箱内，同污泥一起再次进行脱水干燥，所

述收集箱进水口高于溢流管，溢流管低于第二隔板，使溢流出去的污水更为清澈，方便后续

污水处理。

[0009] 所述步骤e中的烘干机构包括固定架、设于固定架上的第三输送带、设于第三输送

带上的多个第三转轴、驱动第三转轴转动的第四驱动件、设于固定架上的搅碎轴、驱动搅碎

轴转动的第五驱动件、设于固定架上的多个风扇，所述搅拌轴上设有多个凸柱和挡板，形成

滤饼的污泥掉落在第三输送带上，第三驱动件驱动搅碎轴转动，把滤饼打碎并平摊，导热箱

对平摊在第三输送带上的污泥进行烘干，同时污泥自身余热，使残留的水快速蒸发，再通过

风扇把蒸发出来的水气带走，得到更为干燥的污泥，完成对污泥的烘干；通过搅拌轴把带有

热量呈滤饼状的污泥进行打散，且使打散的污泥平铺于第三输送带上，使带有余热污泥中

的水更容易挥发，通过导热箱对第三输送带加热，使平铺在第三输送带上的污泥降低温度

下降的速度，增加挥发时间，再通过风扇，把挥发出来的水蒸汽从污泥周边带走，得到更为

干燥的污泥。

[001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滚筒内部充满热气，滚筒内壁上设有弧形板，控制热气

流向，使热气流向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挤压处，使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挤压脱水

向滚筒外侧流出，避免污水通过滚筒上的通气孔进入滚筒内，同时使污泥在挤压时快速脱

水，高效的干燥污泥。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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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4为本发明的前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的剖视示意图一。

[0017] 图7为本发明的剖视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一种污泥干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上料：将需要干燥的污泥输送到干燥机的加工箱内；

b、平铺：再将加工箱内的污泥平铺到干燥机过滤用的输送带上；

c、过滤：采用过滤装置对输送带上的污泥进行过滤，形成滤饼；

d、污水回收：过滤的污水通过污水回收机构重复利用热能；

e、烘干：采用烘干机构对滤饼打碎再进行烘干，二次去污泥中的污水，得到干燥污泥；

干燥机包括机体1、待加工箱2、过滤用的输送带3、过滤机构4、污水回收机构5、烘干机

构6；首先先把污泥输送到代加工箱内，所述待加工箱2包括箱体34、设于箱体底部的多个搅

拌浆35、设于箱体上的第一刮板36和第二刮板37、设于第一刮板36和第二刮板37上的多个

开沟柱38，通过搅拌将35对落下来的污泥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同时向下落污泥，避免污泥

集中下落，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对落下来的污泥再次进行铺平，第一刮板36和第二刮板37

设为弧形，减小污泥对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的撞击，开沟柱对平铺在第一输送带上的污泥

进行开沟，开沟等距排列，使污泥中的污水一部分通过开沟处过滤。

[0019] 进一步通过过滤机构对污泥进行脱水，所述的过滤机构5包括第一输送带7、输送

第一输送带7的多个第一转轴8、设于第一输送带7上部的第二输送带9、贴合设于第二输送

带9上的滚筒10、贴合设于滚筒10内壁上的圆弧板11、输送第二输送带9的多个第二转轴12、

驱动第一转轴8转动的第一驱动件13、驱动第二转轴12转动的第二驱动件14、驱动滚筒10转

动的第三驱动件15、固定第三驱动件15的固定座16、设于滚筒10上的进气管17，所述第一输

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为多层过滤网组成，滚筒上开有多个通气孔，所述圆弧板固定在机体1

上，所述滚筒上的进气管17连接空压机和对气体加热装置，第一输送7带先对带水的污泥过

滤出一部分的水，再输送到滚筒处，经过第一输送带7和第二输送带9挤压过滤出一部分水，

同时滚筒10上的进气管17通入带压力的热气，把夹在第一输送带和第二输送带之间的污泥

再次脱水，完成对污泥的过滤

进一步对污水回收利用，所述污水回收机构包括收集板18、设于机体1上的污水回收箱

19、设于回收箱19内的第一隔板20和第二隔板21、设于回收箱19内的泵22、设于泵22上的第

一出水管23、设于回收箱19上的溢流管24、溢流管24另一端连接有导热箱25、设于导热箱25

第二出水管26，所述收集板18倾斜固定设于机体1上，机体1上设有出水口与回收箱内的进

水口连通，收集板18两端固定在机体1上，另外两端与第一输送带7接触，收集板18把过滤的

污水导向送入回收箱内，泵22吸取回收箱内的一部分污水，第一出水管把吸取的污水流入

待加工箱2内，完成对污泥预热处理，另一部分污水通过溢流管24流入导热箱25内，为烘干

机构6提供热能，完成对污水回收利用。

[0020] 最后经过烘干机构对污泥再次处理，所述烘干机构包括固定架27、设于固定架上

的第三输送带28、设于第三输送带28上的多个第三转轴29、驱动第三转轴29转动的第四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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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件30、设于固定架27上的搅碎轴31、驱动搅碎轴31转动的第五驱动件32、设于固定架上的

多个风扇33，所述搅拌轴上设有多个凸柱和挡板，形成滤饼的污泥掉落在第三输送带上，第

三驱动件30驱动搅碎轴31转动，把滤饼打碎并平摊，导热箱25对平摊在第三输送带上的污

泥进行烘干，同时污泥自身余热，使残留的水快速蒸发，再通过风扇33把蒸发出来的水气带

走，得到更为干燥的污泥，完成对污泥的烘干。综上所述第一驱动件、第二驱动件、第三驱动

件、第四驱动件、第五驱动件和泵为市场上购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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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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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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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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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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