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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泥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包括湿污泥输

送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干污泥输送系

统、蒸汽供热系统、尾气处理系统，湿污泥输送系

统上游连接湿污泥料仓，下游连接低温复合污泥

干燥装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下游连接干污

泥输送系统，蒸汽供热系统的热风排出管道连接

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

上的热风排出口分别连接蒸汽供热系统、尾气处

理系统。本实用新型系统结构紧凑集中，操作维

修方便，带式干燥机可处理多种不同性状的污

泥，热量利用率高，污染小，运行费用较低，且处

理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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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湿污泥输送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

燥装置、干污泥输送系统、蒸汽供热系统、尾气处理系统，湿污泥输送系统上游连接湿污泥

料仓，下游连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下游连接干污泥输送系统，

蒸汽供热系统的热风排出管道连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上的热

风排出口分别连接蒸汽供热系统、尾气处理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污泥输送

系统包括污泥螺杆泵、污泥布料机，污泥螺杆泵上游连接湿污泥料仓，下游连接污泥布料

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布料机

包括旋转轴、压泥装置和成条孔，成条孔位于污泥布料机底部，旋转轴连同布置于其外周的

压泥装置一起紧贴成条孔上方设置，污泥布料机中的压泥装置在旋转轴的带动下将污泥从

成条孔中挤出，依靠重力掉落到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的金属网带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复合污

泥干燥装置包括传动装置、污泥螺旋出料机、金属网带、刮板，传动装置连接于每层金属网

带端部带动金属网带移动，金属网带层层交错设置且传动方向相反，以便上一层传动下来

的污泥顺利落到下层，直到落入连接于末层金属网带末端的污泥螺旋出料机中，刮板位于

每层金属网带末端，用于将该层的污泥刮落到下层，污泥在金属网带上进行干燥，干燥过程

中污泥温升不高于1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污泥输送

系统包括污泥提升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的污泥螺旋出料机下游连接污泥提升系

统，污泥提升系统下游连接干污泥料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供热系

统包括空气-蒸汽换热器及输送管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处理系

统包括排湿风机及连接于排湿风机下游的喷淋塔、UV光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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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泥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污泥指的是工艺生产过程中剩余杂质以固体和水、油等混合物的形式存在，通常

的工艺性质为生产废物。污泥在工艺中的含量巨大，在比较大型的工艺生产中，甚至可以达

到150吨/天以上。污泥处理费用通常占工艺三废处理费用的50%以上，所以减少污泥量可有

效减少成本。污泥中通常含水率在85%以上，减少污泥中的水含量便可有效减少污泥总量。

[0003] 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污泥干化方法为烟道气干化法、热泵干化法、桨叶干化法但这

些干化处理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比如烟道气干化法的热利用率低，而且根据污泥成分

的不同，通常情况下需要额外补充热源，导致处理成本偏高。热泵干化法虽然是较为新型的

技术，但其系统造价过高，而且对环境温度要求高。桨叶干化法虽然热利用率高，但对于高

粘结性污泥无法处理。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以上设备局限性高、占地面积空间大，工程投资大、运行费用高等问题，本

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适用于市政、化工、冶金、煤矿等行业污泥综

合干化处理。

[0005]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

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湿污泥输送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干污泥输送系统、蒸汽供热

系统、尾气处理系统，湿污泥输送系统上游连接湿污泥料仓，下游连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

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下游连接干污泥输送系统，蒸汽供热系统的热风排出管道连接

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上的热风排出口分别连接蒸汽供热系统、

尾气处理系统。

[0006] 所述湿污泥输送系统包括污泥螺杆泵、污泥布料机，污泥螺杆泵上游连接湿污泥

料仓，下游连接污泥布料机。

[0007] 所述污泥布料机包括旋转轴、压泥装置和成条孔，成条孔位于污泥布料机底部，旋

转轴连同布置于其外周的压泥装置一起紧贴成条孔上方设置，污泥布料机中的压泥装置在

旋转轴的带动下将污泥从成条孔中挤出，依靠重力掉落到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的金属网

带上。

[0008] 所述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包括传动装置、污泥螺旋出料机、金属网带、刮板，传

动装置连接于每层金属网带端部带动金属网带移动，金属网带层层交错设置且传动方向相

反，以便上一层传动下来的污泥顺利落到下层，直到落入连接于末层金属网带末端的污泥

螺旋出料机中，刮板位于每层金属网带末端，用于将该层的污泥刮落到下层，污泥在金属网

带上进行干燥，干燥过程中污泥温升不高于180℃。

[0009] 所述干污泥输送系统包括污泥提升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的污泥螺旋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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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下游连接污泥提升系统，污泥提升系统下游连接干污泥料仓。

[0010] 所述蒸汽供热系统包括空气-蒸汽换热器及输送管道。

[0011] 所述尾气处理系统包括排湿风机及连接于排湿风机下游的喷淋塔、UV光解装置。

[0012] 本实用新型系统结构紧凑集中，操作维修方便，带式干燥机可处理多种不同性状

的污泥，热量利用率高，污染小，运行费用较低，且处理量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主视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俯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污泥布料机结构示意图（主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污泥布料机结构示意图（剖视图一）；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污泥布料机结构示意图（剖视图二）；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结构示意图（主视图）；

[0019]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图；

[0020] 图中：1-湿污泥料仓，2-湿污泥输送系统，3-污泥布料机，3-1-旋转轴，3-2-压泥装

置，3-3-成条孔，4-蒸汽供热系统，5-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传动装置5-1、污泥螺旋出料

机5-2、金属网带5-3、刮板5-4，6-尾气处理系统，7-干污泥输送系统，8-干污泥料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具

体实施例。

实施例

[0022]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复合型污泥干化处理系统，包括湿污泥输送系统2、低温复合

污泥干燥装置5、干污泥输送系统7、蒸汽供热系统4、尾气处理系统6，湿污泥输送系统2上游

连接湿污泥料仓1，下游连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下游连接干

污泥输送系统7，蒸汽供热系统4的热风排出管道连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低温复合污

泥干燥装置5上的热风排出口分别连接蒸汽供热系统4、尾气处理系统6。

[0023] 所述湿污泥输送系统2包括污泥螺杆泵、污泥布料机3，污泥螺杆泵上游连接湿污

泥料仓1，下游连接污泥布料机3。

[0024] 如图3-图5所示，所述污泥布料机3包括旋转轴3-1、压泥装置3-2和成条孔3-3，成

条孔3-3位于污泥布料机3底部，旋转轴3-1连同布置于其外周的压泥装置3-2一起紧贴成条

孔3-3上方设置，污泥布料机3中的压泥装置3-2在旋转轴3-1的带动下将污泥从成条孔3-3

中挤出，依靠重力掉落到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的金属网带5-3上。

[0025] 如图6所示，所述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包括传动装置5-1、污泥螺旋出料机5-2、

金属网带5-3、刮板5-4，传动装置5-1连接于每层金属网带5-3端部带动金属网带5-3移动，

金属网带5-3共3层，层层交错设置且传动方向相反，以便上一层传动下来的污泥顺利落到

下层，直到落入连接于末层金属网带5-3末端的污泥螺旋出料机5-2中，刮板5-4位于每层金

属网带5-3末端，用于将该层的污泥刮落到下层，污泥在金属网带5-3上进行干燥，干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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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污泥温升不高于180℃。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的外壁上采用保温结构。

[0026] 所述干污泥输送系统7包括污泥提升系统，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5的污泥螺旋出

料机5-2下游连接污泥提升系统，污泥提升系统下游连接干污泥料仓8。

[0027] 所述蒸汽供热系统4包括空气-蒸汽换热器及输送管道。

[0028] 所述尾气处理系统6包括排湿风机及连接于排湿风机下游的喷淋塔、UV光解装置。

[0029] 工作过程图如图7所示：

[0030] （1）湿污泥料仓中的湿污泥经螺杆泵送入污泥布料机。在布料机内制成软体颗粒，

均匀布料在金属网带上，然后缓慢进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装置内。

[0031] （2）处理后的干污泥，通过污泥螺旋出料机排出，经污泥提升系统送至干污泥料

仓，储存在干污泥料仓内。

[0032] （3）空气通过空气-蒸汽换热器加热成热风，热风通过管道进入低温复合污泥干燥

装置，与污泥直接接触进行干化。干化后的热风一部分回流至空气-蒸汽换热器内，一部分

进入尾气处理系统。

[0033] （4）尾气来源于蒸发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水分、少量挥发分和少量粉尘。由于该套系

统为低温干燥系统，干燥过程中污泥温升不高于80℃，所有只有微量挥发份析出。同时在干

化过程中污泥为颗粒状，产生的粉尘很少。干燥后的尾气一部分通过循环风机进行循环利

用，另一部分通过排湿风机引到喷淋塔、UV光解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0034] 以30吨/天煤制油污泥为例，工艺剩余污泥含水率85%，使用该系统干化至10%，污

泥减量83%。生产消耗如表一。

[0035] 表一 生产消耗表

[0036]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年运行时间       (小时/年)

1 蒸汽用量 t/h 2.2 8000

2 电能消耗 Kw 200 8000

3 日处理污泥量（含水率85%） 吨 30 8000

[0037] 以120吨/天市政污泥为例，工艺剩余污泥含水率80%，使用该系统干化至10%，污泥

减量78%。生产消耗如表二。

[0038] 表二 生产消耗表

[0039]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年运行时间       (小时/年)

1 蒸汽用量 t/h 3.75 8000

2 电能消耗 Kw 318.4 8000

3 日处理污泥量（含水率80%） 吨 12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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