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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污泥热干化废水的有效处理一直是水处理行业的技术难题之一。通过采用活性炭吸附法处理污泥热干化过程中产生的蒸
汽，研究其对冷凝水中 COD、氨氮的去除效果，同时探索了污泥脱水过程中聚丙烯酰胺的添加对污泥干化冷凝废水中氨氮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聚丙烯酰胺对污泥干化冷凝废水中高浓度氨氮的影响不足 3%，可以忽略不计；经处理后得到的冷凝水中的 COD 去除效果明
显，活性炭添加量为 30 g/L 时，处理后得到的冷凝水中的 COD 小于 50 mg/L（去除率高达 98%），达到《污水排放综合标准》
（GB 89781996）中的一级 A 排放标准，
同时对氨氮也有一定的去除效果，
活性炭添加量为 45 g/L 时，
冷凝水中氨氮的去除率也能达到 70%以上。该
方法处理效果显著且经济可行，
为污泥热干化废水的处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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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urification of Steam from Sludge Thermal Drying by
Adsorp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SUN Shaoling ， SHENG Yanqing1*， SUN Qiyao1， ZHENG Meng1，
1,2

LI Zhaoran1， SUN Xiangyu1
（1.Research Center for Coast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Shandong Province,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Yantai 264003,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Relating to the steam generated from the sludge thermal drying process, which was treated by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thus removing COD and NH 3 in the condensation water,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focusing on
COD and NH3 -N removal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polyacrylamide (PAM) that had been added into sludge during the
dewatering process on NH3-N concentration in condensation water.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addition of PAM
made merely 3% contribution to NH3 -N concentration of condensation water, while the COD removal efficiency in
condensation water was notable—as the dosage of activated carbon was 30 g/L, COD concentration was less than 50 mg/L
(removal rate: 98%), in compliance with Class 1 of the relevant state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 (GB 8978-1996), while
the dosage of activated carbon added to 45 g/L, the removal rate of NH 3-N in condensed water would be more than 70%.
Key words：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sludge thermal drying; condensation water; steam

目前，城市污水超过 90%采用活性污泥法进行处
理，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1]。污泥成分复杂，通常含有
大量有机物，性质不稳定，易腐化发臭，若不妥善处理
将对环境和人类以及动物健康造成较大的危害[2]。国
内外关于污泥处理处置方法主要分 2 类，一是应用浓
缩、脱水、干燥和焚烧等固液分离技术实现污泥的减

量化；另一类是通过消化、堆肥、建材制造等有机物分
解和能源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实现污泥的安定化及
资源化[3-5]。这些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污泥焚烧、卫生填
埋、
污泥堆肥、
污泥热干化等[6-8]。污泥燃烧虽然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污泥体积，但有机物焚烧往往会产生有毒
物质[9]。卫生填埋操作简单，适应性强，处理费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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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防渗技术不够，将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10]。污
泥堆肥能使污泥质地疏松，容重减小，杀死其中的病
原菌和寄生虫卵，被资源化利用，但由于较高的重金
属等毒性物质的含量也限制了该方法的广泛应用 [11]。
由于污泥热干化处理能使污泥体积和质量大幅降低，
有效去除细菌和病原体，同时保持了其中的营养成分
和热值[12-13]，不仅有效降低了污泥含水率，而且干化后
的污泥可直接填埋或焚烧，也可进一步处理作为土壤
污泥热干化在我国的
改良剂、肥料或建材等[14]。因此，
应用较为普遍。但是由于高温干化过程会使污泥中的
微生物裂解，脂肪、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水解，释放大
量挥发性物质，使得冷凝水中含有大量氨氮和有机
物 [15]，致使干化后的冷凝废水化学需氧量（COD）、氨
氮含量较高[16]。目前，专门针对污泥干化冷凝水的生
物处理技术的研究相对较少[15]，且一般的生物处理对
高 COD、
高氨氮的废水效果不佳[17]。而针对污泥热干
化蒸汽当作废气进行处理以达到降低冷凝水中
COD、
氨氮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废气的处理方法常用的有吸附法、冷凝法和热破
坏法。吸附法由于具有去除效率高、
能耗低、
处理工艺
[18]
成熟等优点，使用最为普遍 。活性炭吸附法是应用
活性炭为吸附剂净化有机废气的方法，一方面活性炭
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特征，比表面积大 （600~1 600
m2/g），具有优异的吸附能力 [19]；另一方面活性炭的表
面有丰富的官能团，这些官能团使活性炭具有独特的
化学性能，能与多种物质进行结合 [20]。污泥热干化蒸
汽或废气成分大部分是有机化合物，低分子脂肪酸、
胺类、醛类等，还有小部分的无机化合物及氨气等 [12]，
采用活性炭吸附法可能会实现有机物及氨氮的有效
脱除。
本研究采用污泥热干化后冷凝废水加热蒸馏模
拟污泥热干化产生的蒸汽，通过活性炭吸附试验探索
冷凝水中 COD、氨氮的去除效果，同时结合实际污泥
进行了相关模拟实验，以期为污泥热干化废水的有效
处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采用自行设计密闭式热干化系统 （图

1）。装置主要分为加热、
吸附、
冷凝 3 部分。实验过程
中，将污泥或冷凝废水加入到烧瓶中，用电热套加热，
产生的蒸汽进入添加活性炭的玻璃管中，为防止蒸汽
在玻璃管中冷凝成液体，在玻璃管外壁上缠绕一圈伴
热带，废水蒸汽经活性炭吸附后进入冷凝管冷凝，经
接收管流入烧杯中。该装置及流程见图 1。

1.2 试验方法
1.2.1 未加聚丙烯酰胺的污泥加热干化试验
取得的烟台某公司污泥干化废水，是污泥中已添
加聚丙烯酰胺絮凝沉淀富集后，再进行间接热干化冷
凝得到的废水，经测定，冷凝水水质情况如表 1。氨氮
浓度较高，为识别氨氮来源，实验通过以下方法探索
高浓度氨氮与添加聚丙烯酰胺之间的相关性。即利用
上述装置（图 1），向烧瓶中加入采集于烟台某污水处
理厂活性池曝气单元未添加聚丙烯酰胺的污泥 100 g
（污泥体积为 95 mL，多层纱布挤压脱水后称量），在
上述装置的玻璃管中不添加活性炭，模拟污泥热干化
的过程，观察冷凝水中氨氮的产生量。
表 1 冷凝水水质情况
Table 1 The water quality of condensate condensation water

污染项目
污染物浓度

1.2.2

COD/mg·L-1
4 000

NH3-N/mg·L-1
400

pH
6~9

活性炭吸附试验
利用上述装置，对废水蒸汽进行活性炭吸附效果

实验。烧瓶中加入污泥干化冷凝废水，每次试验用水
样 200 mL，玻璃管中分别添加 1、3、
4、
5、
6、7、8、10、
12、16 g 颗粒活性炭。模拟污泥热干化产生废水蒸汽
的过程，用电热套加热，温度控制在 180 ℃左右以控
制冷凝液流出速度，得到冷凝水，然后分别测定其氨
氮和 COD 含量。
分析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每个样品的
测量值都采用 3 个平行样的平均值。水样的相关指标
分析均根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 4 版)》[21]以及
1.2.3

相关国家标准测定分析。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测定氨
氮含量，重铬酸钾法测定 COD 含量，同时利用连续流
动分析仪测定冷凝水水样中氮的形态及其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冷凝废水中氨氮来源与聚丙烯酰胺的相关性
未添加聚丙烯酰胺（PAM）的污泥加热干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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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凝废水中，氮的形态主要有 3 种：硝态氮、亚硝态
氮、铵态氮，其中铵态氮含量最多（表 2），表明冷凝水
中氮的形态主要是以铵态氮存在。聚丙烯酰胺的最佳
投加量为 60 mg/L[22]，即氮含量为 11.82 mg/L（聚丙烯
酰胺中氮的含量占 19.7%）；
未添加聚丙烯酰胺的污泥
加热干化得到的冷凝废水中氮含量为 430.04 mg/L，
换算得到污泥中可蒸发出来的氮含量 （本实验条件
下）为 386.63 mg/L（污泥体积为 95 mL，加热干化得
到的冷凝水体积为 85.35 mL）；推算可得添加聚丙烯
酰胺的污泥中聚丙烯酰胺中氮的含量仅占总含氮量
的 2.97%，量很少，因此，聚丙烯酰胺对污泥干化冷凝
废水中高浓度氨氮的影响不足 3%，可以忽略不计。
表 2 未添加聚丙烯酰胺的污泥干化冷凝废水氮含量
Table 2

项目
数值

The nitrogen content of condensate wastewater by no
polyacrylamide sludge drying
（mg/L）

硝态氮
52

亚硝态氮
2.6

铵态氮
536.8

活性炭吸附试验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活性炭添加量的增加，冷
凝水中的 COD 去除率显著提高，当活性炭添加量<20
g/L（每 200 mL 冷凝水用 4 g 活性炭处理）时，随着活
性炭添加量的增加，冷凝水中的 COD 去除率迅速提
高；添加活性炭量为 20 g/L 时，冷凝水中的 COD 去
除 率 达 到 96.11%（冷 凝 水 COD <100 mg/L）， 随 后
COD 去除率增加缓慢。当活性炭添加量增加为 30
g/L（每 200 mL 冷凝水用 6 g 活性炭处理）时，
COD<
50 mg/L（具体浓度），达到《污水排放综合标准》
（GB
8978-1996）中的一级 A 排放标准（具体浓度）。实验过
程发现，即使是活性炭添加量为 5 g/L 时，COD 的去
除率也能达到 51.33%，
而先前一些直接将活性炭添加
到废水中降低 COD 的研究中，COD 最高去除效率都
低于 52%[23-26]。之前单独将活性炭添加到废水中去除
COD 的研究中，控制 pH 6.0，温度 28 ℃的情况下，活
性炭投加量为 9.0 g/L 时，
COD 去除率仅达到 47.5%[25]；
用颗粒活性炭吸附焦化废水（冷凝水中）原水的研究
中 活 性 炭 投 加 量 为 100 g/L 时 ，COD 去 除 率 接 近
90%[26]，而在本研究中，添加活性炭量为 20 g/L 时，冷
凝水中的 COD 去除率能达到 96.11%。相比较而言，
活性炭吸附处理蒸汽状态下的废水，对 COD 的去除
效果更显著，并且在处理效果近似的情况下，活性炭
的用量更少。再者，未经处理的供试冷凝水散发着很
强烈的恶臭气味，经过添加活性炭的吸附处理后，恶
臭气味明显减弱。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活性炭添加量增
多，废水蒸汽中致臭的有机物质、无机物质吸附量增
大，恶臭气味去除显著。
2.2

通过活性炭吸附处理，可以降低 冷 凝 水 中 的
COD，同时可以去除冷凝水中的部分氨氮。氨氮的去
除率随着活性炭添加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图 3）。当
活性炭添加量<15 g/L（每 200 mL 冷凝水用 3 g 活性
炭处理）时，随着活性炭添加量的增加, 冷凝水中的氨
氮去除率显著升高；添加活性炭量为 15 g/L 时，冷凝
水中的氨氮去除率达到 54.8%，随后氨氮去除率增加
缓慢，
添加活性炭量为 45 g/L（每 200 mL 冷凝水用 9 g
活性炭处理）时，
冷凝水中氨氮去除率为 70.26%，之后
继续增加活性炭量，去除效果已不明显，说明此时，活
性炭的添加量是适宜值。本研究中氨氮的去除效果较
之前单独用活性炭吸附废水去除氨氮的研究中氨氮
的去除效果明显。单独将活性炭投加到废水中处理
后，废水中的氨氮去除率仅能达到 45%[27]，而在本研究
中，随着活性炭添加量的增加，氨氮的去除率最高能
达到 70%以上，氨氮含量能降到 50 mg/L 以下。研究
结果表明，活性炭吸附处理蒸汽状态下的废水对氨氮
的去除具有一定的显著效果。

技术经济分析
随着污泥热干化工艺在我国逐步推广，必然会产
生大量污泥干化的冷凝废水，由于该废水组成特殊
（如高 COD、高氨氮含量），使得采用常规生化法很难
有效处理，因此污泥处理干化冷凝废水的成本较高。
在热干化产生蒸汽的过程中添加活性炭，吸附蒸汽中
的大量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可有效削减冷凝废水中
2.3

第1期

孙韶玲，等

活性炭吸附法处理污泥热干化蒸汽的研究

COD、
氨氮。以本研究为例，每处理得到 1 t 的冷凝水
需要 30 kg 活性炭，冷凝水中的 COD<50 mg/L，去除
率高于 95%，氨氮去除率为 64%。而直接将活性炭投
加到废水中的处理，1 t 焦化废水原水，活性炭投加量
为 100 kg 时 （市场上用于污水处理废气净化的煤质
柱 状 活 性 炭 价 格 为 1 800 元/t），
COD 去 除 率 接 近
90%。因此，
应用活性炭吸附处理蒸汽状态下的废水的
处理效果相较于直接将活性炭投加到废水中的处理
效果更好，活性炭的用量也更少，且整个过程无污泥
产生。经本研究发现此技术不但从理论分析上可行，
而且处理/运行成本低廉、
操作便捷。因此，
在已有的污
泥热干化基础上，采用活性炭吸附法处理蒸汽状态下
的废水具有明显优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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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污泥干化冷凝废水中高浓度氨氮并不
是主要来自聚丙烯酰胺的受热分解；污泥在热干化产
生废水蒸汽的过程中采用活性炭吸附可有效降低冷
凝水中的 COD、氨氮含量。活性炭添加量为 20 g/L
时，COD 已经能达到 100 mg/L 以下，活性炭添加量
为 30 g/L 时，处理 后 得 到 的 冷 凝 水 中 的 COD <50
mg/L （每 g 活性炭吸附去除 COD 的量为 74 mg 左
右），达到《污水排放综合标准》
（GB 8978-1996）中的
一级 A 排放标准，活性炭添加量为 45 g/L 时，处理后
得到的冷凝水中的氨氮的去除率能达到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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