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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热处理温度对污泥中碳、 氮、 磷溶出的影响
查湘义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工程系， 辽宁 沈阳 110122）

摘

要： 为了提高污泥中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溶出率， 改善污泥的厌氧消化效果， 研究了水热

温度对污泥中碳、 氮、 磷溶出的影响。 结果表明： 水热预处理加速了污泥固体有机物的溶出
和水解， 提高了污泥中碳、 氮、 磷的溶出效率。 在水热温度为200 ℃的条件下， 可溶性化学
需氧量 （SCOD） 提高了168.76%， 氨氮和总氮达到最大溶出率。 污泥经过厌氧消化后， 污泥
中磷酸根和总磷的含量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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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ydrothermal Treatment Temperature on Dissolution of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ludge
Zha Xiangy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Liaoning Provinci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Shenyang

Liaoning 110122, China）
Abstract： To increase the dissolu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inorganic matter in sludge and
improve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effect of sludg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hydrothermal treatment
temperature on the dissolution of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ludge was evaluated in this
artic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ydrothermal treatment accelerated the dissolution and hydrolysis
of organic solid and improved the dissolution efficiency of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ludg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hydrothermal treatment temperature was 200 ℃, SCOD was
improved by 168.76%, and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had the maximum dissolution rate.
After anaerobic digestion of sludge, the content of phosphate and total phosphorus in sludge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hydrothermal treatment temperature,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我国污泥产生量巨大， 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
趋势。 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 氮磷等无机
物质以及一些病原菌和重金属等， 随意排放易对

来的数量大、 费用高、 难度大问题已经成为污水
处理厂的一种负担[3]。 为了解决污泥处理过程中
的难题， 可以对污泥先进行预处理， 以解决污泥

环境造成污染[1-2]。 因此， 污泥的处理和处置所带

中含水率高、 泥水不易分离以及污泥有机物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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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难题。 而水热处理则能满足以上要求， 能

后的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

够分解污泥中的细胞壁， 提高污泥水解效率， 进
而改善污泥的厌氧消化性能[4-6]。 笔者以剩余污泥

氧消化后其浓度变化规律。
1 实验材料
污泥取自某污水处理厂脱水后的污泥， 将其
配制好固液比 5%的泥水混合液后， 其各项初始
参数见表 1， 其中含水率、 pH、 TCOD、 TP、 TN
为 污 泥 混 合 液 的 各 项 指 标 ， SCOD、 NH3 -N，
PO43-均为上清液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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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OD 随水热温度的变化

表 1 污泥的各项指标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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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不同水热温度条件下污泥
碳、 氮、 磷的溶出规律， 并比较水热处理污泥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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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装置及方法
2.1 实验装置
水热预处理装置采用 1 L 的高压反应釜 （型
号 CJF-1， 上海予英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升温速
率为 5 ℃/min ， 温度上升到实验温度后保温 0.5
h）， 厌氧产气装置为实验室自制装置。
2.2 实验及分析方法
2.2.1 水热试验
取污泥 800 ml 置入反应釜中， 试验分别设
定 100 ℃、 140 ℃、 160 ℃、 200 ℃ 4 种水热温
度， 污泥固液比为 5%， 水热处理时间为 0.5 h。
2.2.2 厌氧消化实验
经过水热处理的污泥， 在自制的厌氧消化装
置中进行厌氧消化试验， 测试污泥中的碳、 氮、
磷变化规律， 采用温度为 35 ℃中温厌氧发酵
试验。
2.2.3 分析方法
TCOD、 SCOD 采用重铬酸钾法测定[7]， SCOD
为污泥在 3 500 r/min 下离心 20 min 后上清液的
COD 值； pH 值采用 pHS-25C 数显酸度仪测定；
总氮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8]； 氨氮采用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8]； 总磷采用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测定[8]； PO43-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8]。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污泥中 COD 的变化
经过不同水热温度处理后， 污泥中 COD 的
变化及加入接种物后混合液中 COD 在厌氧消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水热温度的升高有利于污泥
中 SCOD 的溶出， 随着温度的升高， 污泥 SCOD
逐渐增大， 而 TCOD 随着水热温度的升高， 整体
呈下降趋势。 相较原泥， 在各温度下， 污泥TCOD
分别降低了 55.9% （100 ℃）、 32.91% （140 ℃）、
28.84% （160 ℃）、 42.75% （200 ℃）； SCOD 分
别提高了 43.61% （100 ℃）、 101.46% （140 ℃）、
146.96% （160 ℃）、 168.76% （200 ℃）。 TCOD
的变化表明在水热过程中污泥中的大分子有机物
质会分解为小分子物质， 同时由于水热过程是高
温高压的过程， 可能有二氧化碳的逸出， 因此
TCOD 会降低。 而 SCOD 随着水热温度的升高而
升高， 表明水热破坏了污泥细胞的结构， 从而加
速污泥细胞的破裂和有机物质的溶出[9]。 厌氧消
化后 TCOD 和 SCOD 均降低， 表明厌氧消化过程
中消耗了有机物质， 图中可以看出水热温度 160
℃时， COD 降低程度最大， 这与其厌氧产气性
能有关， COD 的降低表明厌氧消化过程中有机
物质经产甲烷菌的转化， 转变为二氧化碳和甲烷。
3.2 污泥中氨氮的变化
经过不同水热温度处理后， 污泥中氨氮的变
化及加入接种物后混合液中氨氮在厌氧消化后的
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 水热后污泥中的氨氮浓度
均升高， 且固相和液相具有相同的趋势。 200 ℃
时， 氨氮溶出有最大值， 较原泥提高了 116.67%
（混）、 189.47% （液）； 140 ℃时， 氨氮的溶出率
最 小 ， 较 原 泥 提 高 了 49.75% （混） 、 78.71%
（液）。 可以看出液相中氨氮的溶出率要高于污泥
混合液的氨氮的溶出率， 表明水热过程更有利于
氮从固相转入液相， 140 ℃时氨氮的溶出率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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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氨氮随水热温度的变化

升高， 更有利于污泥中氮的溶出， 但过高的总氮
及氨氮， 会对污泥厌氧消化作用产生抑制作用，
这是由于氨氮对产甲烷菌有抑制性[10]。 从图中还
可以看出， 厌氧消化后总氮呈上升趋势， 这与氨
氮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表明厌氧消化过程是氮
元素的释放过程。 各水热温度下， 污泥中总氮提
混）、 9.96%～30.45% （液）。
高了 9.08%～24.25% （
3.4 污泥中磷酸根的变化
经过不同水热温度处理后， 污泥中磷酸根的
变化及加入接种物后混合液中磷酸根在厌氧消化
后的变化情况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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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水热过程中的挥发有关。 图 2 还显示了加
厌氧消化后污泥中氨氮的浓度又进一步提高， 各
水热温度下， 污泥中氨氮提高了 20.06%～48.33%
（混）、 11.02%～19.94% （液）。 说明厌氧消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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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同水热温度处理后， 污泥中总氮的变
化及加入接种物后混合液中总氮在厌氧消化后的
变化情况如图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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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氮随水热温度的变化

由图 3 可以看出， 水热后污泥中混合液的总
氮和液相中的总氮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200 ℃
时， 总氮有最大溶出率， 较原泥提高了 132.6%
（混）、 385.44% （液）。 100 ℃时， 总氮的溶出率
最 小 ， 较 原 泥 提 高 了 45.4% （混） 、 162.52%
（液）。 可以看出污泥中液相中氮的溶出率更大，
表明水热更有利于污泥中固相的氮向液相转移，
这与氨氮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总氮与氨氮的变
化具有一致性， 氮的变化情况表明， 水热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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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磷酸根随水热温度的变化

由图 4 可以看出， 水热后污泥中磷酸根含量
升高。 在 100 ℃时， 污泥中磷酸根有最大值， 随
着水热温度的升高， 磷酸根含量逐渐降低。 由数
据可以看出， 水热预处理可以促进污泥中磷的溶
出， 但随着水热温度的升高， 磷的溶出率逐渐降
低， 这与磷的分解有关。 右侧显示了污泥加入接
种物后混合液中磷酸根经厌氧消化后的变化趋
势。 从图中可以， 看出污泥厌氧消化后磷酸根的
含量降低， 各水热温度下， 磷酸根降低了
25.98%～53.09%， 表明污泥厌氧消化过程是磷元
素的消耗过程[11]， 这与探究污泥固液比及水热时
间对污泥厌氧性能的影响时得出的磷酸根的变化
趋势相同。
3.5 污泥中总磷的变化
经过不同水热温度处理后， 污泥中总磷的变
化及加入接种物后混合液中总磷在厌氧消化后的
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 水热后污泥中混合液总磷
提高较高， 而污泥上清液中总磷提高较小。 水热
温度 140 ℃时， 污泥混合液中总磷溶出率最大，
200 ℃时污泥混合液中总磷溶出率最小。 200 ℃
时， 污泥上清液中总磷溶出率最小， 140 ℃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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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9%； 总磷的浓度在水热温度为 140 ℃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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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溶出效率最高， 厌氧消化后， 总磷浓度逐
渐降低， 这均与微生物的消耗利用有关。
（4） 水热温度对污泥中有机物和无机物溶出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研究当中还应该综合考虑
污泥产气性能以及氮、 磷回收等因素的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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