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艮平 湖南省水利 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电力工程 系 41 01 1 

式；三是快速；污泥处理速度快，不需 

本文对污泥焚烧缝置方法进行了简要分 要长期储存，四是便利：焚烧厂可建在 

析 主要探讨了电厂干化并焚 污泥工 1 污泥源附近，污泥可就地焚烧，不需要长 
艺 认为现阶段在电厂干化并焚烧污泥，} 距离运输；五是节能：在焚烧污泥的过程 
是完全可行的。 鬻 中，可以回收能量用于发电和供热。 

黼 鲑霪 I 我国在废物焚烧的研究方面起步较 
污泥；焚烧；工艺；探讨 一 晚，特别是在工业污泥焚烧这一领域更是 

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对污泥处理中焚烧 

这一技术的研究就显得 日益重要。 

1 概述 【 污泥焚烧方法有单独干化焚烧和利用 
城市污泥多种多样，其中造纸厂、 电厂锅炉焚烧发电等方法。 

印染厂等因生产工艺而产生的污泥，可划 污泥单独干化焚烧因其投资庞大，运 

分为工业污泥。传统的污泥处理方法有农 { 转费用高，焚烧的成本是其他工艺的2～4 
用堆肥，土地填埋，填海和焚烧等，过去 倍，以现有的经济实力在我国实现污泥干 

像这类工业污泥一般采用填埋处理，但这 化焚烧很不现实。 

种处理方法不但要占用大量土地且填埋容 {2 电厂流化床锅炉污泥焚烧处 

’易产生二次污染，所以污泥填埋，不但要 理工艺研究 

耗费企业大量资金，而且容易带来新的环} 2．1 电厂焚烧污泥方法 
境问题。早在1995年我国就出台环保政 电厂焚烧污泥是将污泥送入锅炉内

， 

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环保的投入，从税收 j 与煤一起混合燃烧
。 焚烧后最终污泥含 

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最近我国又提出节 水率为0
， 多环芳烃类等有机污染物 ，由 

能减排新的环保战略思路，将环保问题提 于燃烧分解
， 不再存在。 

到新的议事日程上来。与民众息息相关的 目前利用电厂锅炉焚烧方法有两种
。 

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越来越受到国家 一种是将湿污泥送入炉膛密机处直接燃 

重视，企业的关注。因此在污泥的处理过 烧
， 由于未经干燥处理的污泥初含水率 

程中，防止二次污染已成为政府、业界十 {在70％以上，直接送入流化床燃烧，容 

分重视的问题。 1 易使炉膛局部床温急剧下降，锅炉热效 
造纸、印染等产生的工业污泥，因其 率降低

， 影响锅炉正常运行 ；另一种是 
含有较高的挥发份和一定的热值，用焚烧 利用锅炉废热余热作为干燥热源

， 对污 
办法处理，被世界各国认为是污泥处理中 泥进行干燥后再送于锅炉燃烧

， 这种方 

的最佳实用技术。目前，污泥焚烧是日j法对锅炉影响较小，并充分降低污泥干 
本、奥地利、丹麦 法国、瑞士、德j化的费用，节约能源，有利于环保。为 
国等国污泥处置的主要方法，近几年来i此我们选择利用电厂锅炉烟气余热干化污 
污泥棼烧技术已经逐步成为处理污泥的主j 泥，然后将干化污泥送电厂流化床锅炉 
流，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焚烧 直接焚烧进行试验研究

。 

法处置污泥与其它方法相比具有突出的优 2
． 2利用锅炉废热余热作为干燥热 

点：一是减容 ：焚烧可以使剩余污泥的 源的干燥工艺 

体积减小 90％ 以上 ，只剩下很少量的无 2
． 2．1污泥干燥加热方式 

机物成为焚烧灰，大大减少了污泥 体{ 污泥千化就是去掉湿泥中的部分水 
积和重量。因而最终需要处置的物质很 分

， 湿泥水分的除去，同样遵循物料干 

少。二是无害：不存在重金属离子的问』 燥的基本规律，在热量不断传入的情况 
题，焚烧灰可制成建筑材料等有用的产!下，完成蒸发与扩散过程。因此干化必 
品，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种污泥处置方 } 须依靠热量来完成，目前利用锅炉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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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作为干燥热源的加热方式大体分为间 

接或直接两种 ： 

(1)直接加热：将锅炉尾气直接通 

入干燥机；使气体与湿泥直接接触 ，对 

流进行换热。这种 方式热量利 用率高 ， 

但如果被干化的污泥具有污染性质 ，需 

考虑污泥在干燥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问 

题，干燥污泥后的废气必须经特殊处理 

后 排放 。 

(2)间接加热 ：将高温锅炉尾气的热 

量通过热交换器，传给某种中间介质。 

介质在一个封闭的回路中循环，与被干 

化的湿 泥没有接 触。干燥污 泥后的废 

气 ，不存在二次污染问题。但热量利用 

率低于直接加热方式。 

为了提高热效率，本工艺采用直接 

加热方式，直接将锅炉尾气引入污泥干 

燥机 中，通过干燥后的污泥含水率降到 

40％以下，干燥污泥后的废气通过电厂原 

有烟气净化系统去除大部分污染物之后， 

排于大 气。 

2．2．2 污泥在进入锅炉前预处理 

工艺 

干化污泥送入锅炉前进行必要的预处 

理能使焚烧更有效地进行。本工艺将污 

泥送 入锅炉炉膛前先经过风泥混合器， 

使污泥进一步预热并与一定量的二次风混 

合，形成流化状态，均匀进入炉膛，这 

样可有效防止 因块状进入炉膛 ，对旋风 

分离器的工况形成影响，使分离效率降 

低进而影响锅炉效率。 

3 污泥焚烧工艺流程 

污泥焚烧的典型工艺流程如下图所 

示 。 

污泥首先倒入污泥仓中，经污泥疏 

松机疏松后，由污泥输送机输送至 污泥干 

燥机中，经污泥干燥机脱水、干燥后，由 

污泥输送机输送到风泥混合器，形成流化 

状态 ，由炉膛密机处 (给煤口附近)均匀 

进入炉膛。 

焚烧炉尾气经污泥干燥机干燥污泥后 

经烟气净化系统去除大部分污染物之后， 

达标经烟 囱排入大气。 

4 污泥焚烧设备 
采用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循 

环流化床燃烧技术是近十多年来迅速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型清洁高效燃烧技术。锅 

炉结构紧凑 、简单 ，与传统的煤粉炉炉 

型相似 ，锅炉本体由燃烧设备、给煤装 

置、床下点火装置、分离和返料装置、 

水冷系统、过热器、省煤器、空气预热 

器、钢架、平台炉墙等组成。 

流化床锅炉燃料适应性广，燃烧热效 

率高，易于实现对有害气体SO和NO等的 

控制，还可获得较高的燃烧效率。同时床 

层反应温度均匀，不会发生局部过热现 

象，床内温度容易控制。即使一次投入较 

多量的可燃性废弃物，也不会产生急冷或 

急热现象。我国工业污泥成分较复杂、含 

有较高的挥发份和一定的热值，采用电厂 

锅炉流化床焚烧技术无疑是我国目前实现 

垃圾和污泥的高效、稳定和低污染燃烧的 
一 项重要技术措施。 

5 焚烧污染排放物的控制工艺 

5．1控制SO，排放的工艺 

电厂采 用流化床锅炉燃煤发 电时 ， 

通过在燃煤中添加石灰石或生石灰脱硫， 

以及安装烟道除尘系统等措施，烟气中 

SO，，NO，等有害气体排放完全能达到国 

家规定的相关标准。由于像造纸厂等工业 

污泥的含硫量较一般电厂燃煤要低。因 

此，在污泥焚烧过程中，只要严格按规程 

操作，便能有效抑制SO，的污染。 

5．2控制二恶英排放工艺 

二恶英 (Dioxin)是指含有两个氧 

键连接两个苯环的有机氯化物 。二恶英 

对人体极其有害，即使在极微量的情况 

下 ，长期摄入也可 引起癌变等危害 。 

二恶英的彻底分解温度在750。C以 

上，而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均大于800 

。C，且烟气温度迅速下降，理论上二恶英 

排放完全能够达标。电厂在废气处理过 

程中常采用袋式除尘器也能有效抑制二恶 

英类物质的重新生成和吸附二恶英类物 

质 。 

5．3 控制重金属排放工艺 

不同性质的污泥 。其重金属含量相 

差很远，污泥中的重金属主要有 C u、 

Cd、C，、Mn、Pb、Hg
．
和Zn等。污 

泥的重金属主要以氧化物 ，氢氧化物 ， 

硅酸盐，有机络合物等形式存在，其次 

为硫化物 。 

电厂流化床锅炉燃煤发电工艺 ，能 

使绝大部分重金属保留在焚烧残渣中。 

残渣在重金属含量不超标的情况下可 

考虑综合利用，如制水泥，造砖等。若 

含量超标，建议采用飞灰再燃装置进行 

高温熔融处理后 ，再进行填埋 ，或采用 

化学方法将超标的重金属淋滤出来达标后 

再 利用 。 

6结论 

通过对电厂利用锅炉余热作为干燥热 

源的污泥干燥工艺、污泥焚烧工艺流程、 

污泥焚烧设备、焚烧污染排放物的控制工 

艺等方面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现阶段利 

用电厂锅炉烟气余热干化污泥，然后将干 

化污泥送人电厂流化床锅炉直接焚烧的污 

泥处置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有较大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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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注聚质量节点控制法是根据注聚现场 

实践总结出来的检验方法，以黏度控制 

为主线，确保了注入聚合物的质量，并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实施的重要前提是 

分析化验人员加强技术培训，确保各项分 

析化验数据准确可靠，利用节点控制系统 

逐级排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能发挥 

主观能动性，动态寻找新节点，不断完善 

质量控制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