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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微波热解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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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剩余污泥的产量大，处理处置费用高，已成为困扰污水处理厂的难题。在惰性条件下热解剩余污泥生成

生物油、生物气以及污泥生物炭等产物，可实现能量和资源的同步回收，应用前景极为广阔。本文总结了目前

对于污泥特性、热解温度、升温速率、微波吸收剂、化学添加剂、载气对剩余污泥微波热解的影响的研究，并

探讨了污泥热解机制，为微波热解剩余污泥提供了关键技术的参数，利于提高污泥热解效率，优化热解产物品

质，为促进污泥微波热解系统化、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指出了污泥微波热解受限于微波热解设备，致使

其处理投资成本高及处理量小，为污泥微波热解工业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最后展望了污泥微波热解的发展趋

势及应注重攻克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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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developments of sewage sludge pyrolysis by micro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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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The amount of excess sludge production rapidly increases with fast developmen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resulting in the challenge of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rec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on sludge pyrolysis and microwave-assisted pyrolysis，and discussed the critical parameters of the 

microwave-assisted pyrolysis process and its 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including temperature， 

ramp time of temperature，microwave absorbent，catalyst and carrier gas. It is emphasized that 

microwave-assisted pyrolysis technology is cost-effective to reduce the pyrolysis reaction tim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alue-added products. In addition，the future trends of microwave pyrolysis 

process and key points in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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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的最终处置和消纳已成为困扰污水处理厂

的重大难题和挑战。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全国

累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3513座，污水处理能力约

1.49×108m3/d，年污泥产生量估算超过 2200 万吨

（含水率 80%）[1]，预计到 2020年污泥的年产量将

会突破 6000万吨[2]。“十二五”期间我国拟新增污水

处理及相关投资额约 4300亿元，其中污泥处理和处

置设施将新增投资达到 347 亿元[3]。现阶段，污泥

的主流处理处置方式有厌氧/好氧消化、堆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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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干化、焚烧、填埋等。受填埋场地日益紧张、

运输费用限制污泥土地利用服务半径等多方面因素

制约，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处理费用高、处置难的

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污泥无法得到妥善处置，影响

到了一些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转，甚至产生了一些

公众关注的污泥倾倒造成二次污染的案件。据财新

网报道，近些年来，污泥倾倒事件时有发生，如 2013

年 5月，武汉汉西污水处理厂、三金潭污水处理厂

的倾倒污泥造成两个足球场大小黑臭的污泥潭；

2013年 3月，南京昶华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倾倒 120t

污泥及南京江心洲污水厂进行污泥直排累积违规填

埋污泥达 33583.44t[4]。 

污泥热解是利用污泥中有机物的热不稳定性，

在惰性条件下加热使有机物发生热解，生成生物油、

生物气以及生物炭等产物的过程。热解形成的液相

和气相产品价值较高，并具有易储存、易运输及使

用方便等特点，污泥热解产品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传统污泥处理处置成本高的难题，甚至

可能抵消污泥处理设备与运行费用[5]，因此可为污

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污泥作为污水处理的副产物，其有机物含量高，碳

含量达 50%左右，这为污泥热解制备生物油、生物

气、生物炭提供了碳含量基础，其中污泥生物炭作

为廉价吸附剂、土壤修复材料及能源日益受到关注。 

污泥热解是一项有前景的污泥处置技术，具有

能源利用率高、减容率高、运行费用低等特点，不

仅可有效处理剩余污泥，而且可有效解决污泥的二

次污染问题。由于微波热解的诸多优点，近来逐渐

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在生

物质、污泥甚至油页岩[6]热解等方面，微波都有较

广泛的研究。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文献调研，总结近

年来国内外有关剩余污泥微波热解技术及其关键影

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同时探讨剩余污泥热解的反应

机制，以期为我国污泥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提供参考。 

1  微波热解技术 

微波是波长介于 100～0.1cm（相应的频率为

300MHz～300GHz）的一种电磁波，可以通过介质

转化为热量。与常规热解方式相比，微波加热可使

物料内外受热均匀甚至内部温度更高一点[7]等特点

（图 1），所以，相较于常规热解方式，微波热解具

有更高的可控性、高能效、经济性，更节省热解时

间和能量，且过程更加清洁，是替代当前传统热解 

 

图 1  微波与传统加热的区别[7] 

方式用于处理与处置废弃物的理想选择。微波热解

虽然在加热方式上具有较多的优点，但是微波热解

设备要求较高，相对于常规加热的电炉在价格上要

高，且处理规模和进出料便捷性上稍逊色于常规热

解方式。 

污泥微波热解与传统热解的主要研究如表 1所

示，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实验室规模的研究。比较微

波热解与常规热解的反应器，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反

应器的构造。微波热解反应器是置于微波腔体内，

物料在热解过程中接受微波的辐照，微波被吸收后

转化为热量，使物料加热升温达到热解温度，而常

规热解是通过直接的热传导，热源与反应物接触。 

微波热解会产生固、液、气的三相产物，通常

称为生物炭/炭渣、生物油和生物气，均是复杂的混

合物。生物气（也称为合成气）是热解后气相经冷

凝的不凝性气体，主要成分有 H2、CO、CO2、CH4、

C2H4、C2H6等
[17]。相比于常规热解，微波热解所得

的 H2与 H2+CO 在总气体中所占比例高达 38%和

66%[18]。生物气的热值高于一般化石燃料，可将其

回收作为燃料使用。热解的液体产物主要为生物油，

生物油富含碳，成分复杂，同时含有一定比例的氮

以及痕量的硫，其主要成分为烃类、醇类、酮类、

羧酸、腈类以及各类杂环化合物等，生物油的含硫

量低，可作为高质量的碳氢燃料或是化学工业的原

料。污泥热解制取生物油可实现资源的回收利用，

是污泥热解关注的热点之一。 

生物炭是热解后的固体产物，其含有有机物质、

灰分以及固定碳等，其中 C元素为主要的元素，具

有化学惰性和生物稳定性。生物炭的孔隙率、比表

面积和孔隙容积较大，具备固炭、吸附、固肥、保

水等功能，将生物炭添加到土壤中可以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19-20]。 

除了富含有机物和氮磷等营养元素外，污泥也

含有对土地利用造成障碍的重金属、寄生虫、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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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剩余污泥热解研究的规模与特征 

原料 污泥特征 

工艺 结果 

加热方式 反应条件 处理规模 产率/产量 产物特征 
参考 

文献 

二沉

污泥 

碳 46.8% ， 氧

19.3%，含水率<5% 

微波加热，自订

制微波炉 

温度：200～400℃，

载气：氮气，热解时

间：120 min 

批次处 理

量 3.5 kg 

油最高产率

30.4% 

生物油：碳含量 67.2%～70.6%，热值

在 33.2～35.2MJ/kg，密度在 0.92～

0.95g/mL 

Lin等[8]

剩余

污泥 

碳 35.5% ，氢

4.1%，氮 3.5%，氧

22.2% ， 灰 分

41.7% ， 含 水 率

78.1% 

微波加热，功率

0～2000W，连续可

调的微波热解炉 

温度：25～900℃，

载气：氮气，热解时

间：15min 

100g 并添

加 24g 的石

墨、活性炭、

热解炭做微

波吸收剂 

生 物 炭

27.9%，生物油

12.5%，生物气

74.2% 

气体组分：H2、CO 为主要组分，工

业价值高，微波下热值在高位热值

9.0MJ/m3，其中也还有 H2S和其他一些

含氮化合物 

左薇等[9]

剩余

污泥 

挥发分 75.5%，

氢 5.7%，氧 24.4%，

氮 4.75%，含水率

80% 

微波加热，实验

自制微波炉 

微波功率 200～

1200W （ 330 ～

1200℃），载气：氮气，

热解时间 18min 

批次样 品

125g，其中混

有 25g石墨吸

收剂 

生 物 油

49.8%，气体产

物 60.2%，炭

35.9% 

在微波 800W 下，油的密度约为

904kg/m3左右，其中单芳香族化合物含

量高 

Tian等

[10] 

剩余

污泥 

碳 28.0% ， 氢

3.4%，氧 10.3%，氮

4.0%，含水率 7.3% 

常规电炉加热，

离心热解反应器

（PCR） 

温度：475～625℃，

载气：氮气，热解

时间：20 min 

连续进 料

1.3kg/h 

生物油 41%，

生物炭 52% 

生物油：HHV在 15.5～25.5MJ/kg，密

度 1.03～1.08g/mL，生物炭的有机质含量

和HHV都随着热解温度升高而降低 

Trinh等

[11] 

食品

工业

污泥 

果糖、牛奶、啤

酒，工业污泥，物

料粒径小于 0.5mm 

电磁感应加热，

水平固定床反应

器 

温度 25～500℃，载

气：氮气，升温速率

300℃/min 

批次 10g左

右 

生物油中四

甲基苯酚 8.9%，

吡啶 3.38% 

生物油：含有约 46种有机组分，以含

氮和杂环芳香族化合物居多，产物气：

富含 CO、CO2和 CH4 

Tsai等

[12] 

消化

污泥 

碳 28.5% ， 氢

4.3%，氮 4.1%，灰

分 39.9%，含水率

6.7% 

常规电加热流化

床热解反应器，可

连续进出料 

温度：450～650℃，

载气：氮气 

连续进 料

3.0～6.0g/min

生 物 炭

61.4%，生物油

40.7%，生物气

26.6% 

生物炭：碳质量分数 22.0%～32.8%；

气体：主要成分为 H2、CH4、C2H2、C2H6、

CO、CO2、H2S等 

Fonts等

[13] 

剩余

污泥 

碳 33.2% ， 氢

4.9%，氮 5.6% 

常规电炉加热，

固定床热解反应器 

温度：300～600℃，

载气：氮气，升温速

率 10℃/min 

批次样 品

量 100g 

生物炭 15%，

生物气 9% 

生物炭：碳质量分数 15.24%～

33.18%，pH值平均值为 8.1，炭呈无定

形或者以粒径 5～20μm颗粒状，含有一

定量的重金属 

Lu等[14]

消化

污泥 

碳 55.3% ， 氢

7.8%，氮 9.8%，灰

分 32.4.%，含水率

6.8% 

常规电炉加热，

实验室自制小型反

应器 

温度：25～550℃，

载气：氦气，升温速

率 30℃/min 

批次 30g 生物炭 45%，

生物油 28%，生

物气 27% 

气体：主要成分 H2、CO、CO2、CH4，

低位热值为 24.4MJ/m3，生物油：C、H、

O含量分别为 59.4%、7.5%、17.8%，低

位热值为 29.01MJ/kg 

Sanchez

等[15] 

剩余

污泥 

污泥含水率低至

25% 

日本MHI公司研

发的污泥炭化工艺 

温度：500℃，热解

气回用作为热源 

99000t/a 热 解 炭

8700t/a 

生物炭：C 质量分数为 38.6%，H 为

0.8%，N为 3.0%，HHV为 13950kJ/kg

Koga[16]

注：产物产量为选取操作条件下的最大产率；热解时间为达到最高温度恒温热解时。 

 

菌、抗生素抗性基因和新型有机污染物等问题，这

些污染物在污泥热解过程中都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传统的污泥热解技术在热解过程中会有有害产物产

生（如 PAHs），而微波热解所产生的 PAHs 大幅减

少。例如，Dai 等[21]的研究表明，污泥在微波与常

规热解条件下，气相中 PHAs 的最大量分别为

0.0013mg/kg 和 0.023mg/kg，微波热解只有常规热

解的 5.6%。Dominguez 等 [18]研究中，生物油的

GC-MS 分析表明，常规热解产生的具有致癌性的

PACs含量达到了 78.0%，但微波热解的生物油主要



化     工     进     展                           2015年第 34卷  ·3438·

是脂族和含氧化合物，只检测到少量的 PACs，为

6%左右。污泥微波热解过程对重金属也有较好的固

化作用，Yu等[22]发现，污泥通过微波处理后，重金

属（Cu2+、Cr6+、Zn2+、Pb2+）的溶出率比传统加热

对照组降低 63%～70%，这表明微波处理非常适合

钝化污泥中的重金属，降低了污泥土地利用过程中

的重金属污泥污染风险，因此，微波热解较常规热

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优势。 

2  污泥微波热解工艺 

污泥热解是近来污泥能源化利用的新兴技   

术[23]，而微波热解是近来关注的热点。污泥微波热

解工艺一般包括热解与回收单元，主要工艺流程、

主要产物和能量通量如图 2所示[24]。热解对能源的

需求较大，不管是以电能提供热量还是使用燃料提

供能量，都存在一个能源供需平衡问题，能耗对工

艺的经济性可行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见式（1）。 

S E C L W lossQ Q W Q Q Q Q           （1） 

式中，Qs、QE和W分别代表污泥的化学能量、
输入电能量以及进料器/搅拌器生物质的机械功；

QC、QG、QL、QW及 Qloss分别表示生物炭热量、生

物气热量、生物油热量、冷却水热量及能量转化   

损失。 

目前市政脱水污泥含水率在 80%左右，在热解

之前需要对污泥进行干化处理，因此，污泥干化占

整个热解工艺过程的能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污泥热解的成本。在能量输入和输出上，力求缩小

两者的差值甚至能量正输出，使得热解工艺具有更

好的经济性可行性。胡艳军等[25-26]对污泥常规热解

过程作了能量平衡分析，发现污泥制气与产油相比，

产物的总能量相当，但系统消耗的能量减少了 35%，

而停留时间长、升温速率慢和热解温度高均会导致 

 

图 2  污泥微波热解系统主要工艺流程[27] 

输入能量和热损失增大。因此，开发低温快速污泥

热解技术对降低污泥热解能耗具有重要意义。 

污泥微波热解单元由微波腔和反应釜两个主要

部分组成。由于微波加热的特殊性，反应釜一般都

采用石英等耐高温、耐腐蚀透波材料制作，若热解

过程添加如 KOH、NaOH等对石英具有腐蚀性的化

学添加剂，则对反应釜要求则更高。微波腔体及反

应釜是限制污泥热解设备处理规模的主要因素，同

时大批量热解时，微波穿透厚度同样影响微波热解

效果。Lin等[8]构建了一套污泥微波热解系统，该系

统批次处理量达 3.5kg。丁慧[27]通过自主设计的微

波热解系统处理含油污泥，批次热解量达到了 20kg

的污泥量，是目前国内报道的鲜有的大处理量微波

热解设备。微波腔是置于反应釜的主体位置，是物

料吸收微波辐射的场所，其容积也就决定了批次热

解的规模，综合考虑微波辐射强度，扩大微波腔体

需要的容积兼顾热解效果。反应釜也是限制微波热

解规模的限制因素，由于材料的限制，如石英玻璃

材料属于脆性材料，不适于制备大容积的反应釜，

同时加工难度大且价格高。微波热解设备决定了热

解规模的大小，大型化微波热解设备需要进一步的

研发，且微波热解设备高昂的价格也使得微波热解

初始成本高。微波热解设备的不足是限制污泥热解

工业化、大型化的重要原因，同时污泥高效的、彻

底的处理处置需要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支持及政府更

多的资金投入，提高污泥处理处置的经济可行性也

有助于推广污泥热解工业化应用。 

3  污泥微波热解的关键工艺参数 

针对污泥的微波热解，产生的附加值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都受到微波热解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参数的

影响。为了获得更高的质量和更大转化率，这些变

量的优化得到较多的关注[28]。原料上（包括原料的

类型、成分及性状等）、工艺方面（包括热解反应温

度、升温速率及微波输出功率等）、其他参数（如微

波吸收剂、化学添加剂、载气及搅拌速率等），这些

变量对产物产率、产物特性、工艺效率等都有较大

的影响。因此，本文针对剩余污泥的微波热解过程，

着重总结了热解工艺过程主要的影响因子，包括污

泥特性、热解温度、升温速率、微波吸收剂、化学

添加剂、载气等。 
3.1  污泥特性 

污泥热解是污泥的热转换过程，原料污泥的特

性对热解过程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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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特性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污泥含水率、含碳

量及其热值等。污泥含水率对污泥的热值影响较大，

同时影响热解过程的能耗，通常都会对污泥进行干

燥后再热解[29]，但也有对湿污泥直接热解。原料的

含碳量直接影响热解产物的碳含量，但剩余污泥的

含碳量较高，甚至达到了 55.3%[15]，这为热解污泥

提供了碳含量基础。此外，原污泥的热值对热解过

程中能量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污泥热值

越高就越有利于热解系统的能量正输出[25，30]。不同

地域、不同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厂所产的污泥都具

有一定的差异，Zielińska等[31]选取荷兰 4座同为厌

氧消化工艺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进行热解以研究

不同污泥对热解产物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泥特性

与热解所得生物炭的 pH 值、元素含量、矿物成分

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的污泥其产生的生物炭具有

差异。污泥含水率是影响污泥热解能耗的主要因素，

提高污泥脱水能力以降低污泥热解时的含水率是污

泥热解可行性及经济性的重要环节，也是污泥热解

工业化应用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 
3.2  热解温度 

温度是热解过程的关键工艺参数之一，对热解

产物的产量、组成及特性均具有较大的影响。温度

是热解产物产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生物炭的产量

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同时产物特性也随热

解温度发生变化，如图 3所示。本文综合分析了文

献中温度对产物产率的影响。 

Lu 等[36]在 300～700℃对污泥进行热解，生物 

 

图 3  不同条件下污泥热解产物（生物炭、油、气）
分布情况 

[图中数据点中，数字表示热解温度（×100，如 4.5 表示处理温

度为 450℃），字母 A～G表示数据来源，A[32]、B[13]、C[33]、D[15]、E[10]、

F[34]、G[35]、H[9]] 

炭产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然而液体产物和气

体的产量却随着温度而升高，而且产物气的热值随

着温度的升高从 4012kJ/m3升至 12077kJ/m3，Trunh

等[11]在热解污泥时得到了相似的规律。热解温度对

生物炭产率影响的同时，也对油气成分具有较大影

响。Wang等[30]采用热解-气化组合工艺，先在 400～

550℃下热解制备生物炭，然后在 800～850℃下将

制备的炭气化制取燃料气，而制取的燃料气用于为

污泥干燥和热解提供热量，炭产率在 37.28%～

53.75%（质量分数）变化，炭气化后所得燃料气的

热值在 5.31～5.65MJ/m3。热解和气化过程的能量平

衡与原污泥热值、含水率和热解温度有关，高热值、

低含水率和高热解温度有利于工艺的能量平衡。对

含水率为 80%（质量分数）的污泥，如当仅用热解

过程所产的挥发性物质提供热量，则污泥热值需高

于 18MJ/kg 且热解温度需高于 450℃才能保证能量

的自给自足；当污泥热值在 14.65～18MJ/kg，需要

结合炭气化所得燃料气一起提供热量；当污泥的热

值低于 14.65MJ/kg时，需要提供额外的热源。该研

究表明，高热解温度有利于能量的平衡的关键是气

化阶段，因为高温可促进产气率的提高。温度对生

物油的热值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

（300～500℃），生物油的热值随着温度升高而增

大，同时在此温度范围内，其产量也随温度而增高。

此外，热解温度也对生物气的组分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热解温度在 500～900℃变化时，生物气中 CH4、

C2H4的含量先增加后减少，在 700℃时各自达到各

自的最大值（30.4%和 21.6%，体积分数）[32]。这

主要是不同的温度条件下产生的气体产物的成分和

含量不一，当高热值的产物含量高时，整体热值就

会增大。 

热解温度不仅对产物产率，还对生物炭特性和

生物油、气组成具有影响。研究表明，当温度在

300℃时生物炭的产量最大，且生物炭的比表面积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37]，但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

污泥生物炭的碳含量却会降低[14，32]。Méndez 等[38]

考察比较了 400℃和 600℃下的生物炭理化性能和

农用性能，研究表明生物炭性能显著影响施用改良

后的土壤特性，例如，600℃下获得的生物炭可有效

增加田间土壤持水量，但在 400℃下获得的生物炭

却没有这一效应；同时污泥生物炭的 pH 值、BET

表面积、真密度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然而

阳离子交换能力和电导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污泥

生物炭保留了污泥中原有的重金属，其稳定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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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应用潜势。热解温度对污泥中重

金属的固化有一定的影响，高温下污泥热解可以大

幅度地减少污泥的体积，有效固定重金属，减少重

金属析出量。研究表明，热解温度控制在 300℃下

制备生物炭，既能减少污泥中重金属潜在的环境风

险，又能降低能源消耗[14]。Chen等[39]的研究发现，

在热解温度为 500～900℃内，热解所得生物炭对

Cd、Pb、Zn、Ni等重金属都具有良好的固化作用，

其浸出液中的含量最高都不超过生物炭中对应重金

属含量的 20%。在 Méndez等[40]的研究也发现，污

泥经 500℃热解后，不仅固化了污泥中原有 Cu、Ni、

Zn、Cd和 Pb，而且降低了 Cu、Ni、Zn和 Cd的浸

出风险。此外，污泥热解后的生物炭还可作为吸附

剂使用，且热解温度对吸附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Chen 等[39]的研究表明，当热解温度在 800～900℃

时，生物炭对含 Cd2+溶液吸附，吸附量达到 15mg/g，

高于活性炭吸附量。 

温度对热解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其数值来源于

其探测的方式，因此，温度探测方式也显得格外重

要。不同于常规热解的物料周边环境探温，微波热

解是直接在物料表面或内部探温，主流的探温方式

为红外和热电偶，探温方式的不同，会有一定的温

度差范围，且微波热解探温要求高于常规热解   

探温。 

3.3  升温速率 

热解过程中升温速率对产物分布具有较大的影

响。低升温速率有利于生物炭产量的提升，而快速

升温有利于生物油的形成。较高的升温速率不仅可

提高污泥热解所得生物油的产量，而且还可优化生

物油的化学构成和提高其热值。快速热解污泥也可

促进气体产物的产率，当升温速率为 30℃/min时，

升温到终温 550℃并保持 1min，产出结果中生物气、

生物油和生物炭的产量（质量分数）分别为 27%、

28%、45%[36]。 

升温速率对活化能值有一定影响，快速升温使

得分子间的化学键更加脆弱而易断裂，提高了热解

速率。常规热解下快速升温虽然可使污泥短时间内

达到热解温度，但是会使样品颗粒内外存在较大的

温度梯度，进而导致热解效果不佳[41]。相较于常规

的热源，具有加热均匀、升温快速等特性的微波热

解更具优势。微波加热能够实现快速升温，在短时

间内达到热解温度与热解效果，缩短整体热解反应

时间，因此应充分利用微波加热的特性，实现快速

闪速污泥微波热解。 

3.4  微波吸收剂 

微波热解离不开微波吸收剂，不同的材料对微

波的吸收效率不一。炭粉具有高效的微波吸收特  

性[18，42]，同时热解所得到的生物炭也具有良好的微

波吸收特性[43]，还有其他一些如碳化硅粉末、碳纤

维、石墨等也具有很好的微波吸收特性。Zou等[35]

研究发现微波热解原污泥在不添加任何微波吸收剂

的时候最高温度只能达到 300℃，而通过添加 SiC

温度可以达到 800～1130℃。在Menendez等[44]的研

究中发现，当用微波对湿污泥进行热解时，只对污

泥进行了干燥，热解效果不佳，然而通过添加微波

吸收剂，甚至是添加热解后本身所产生的生物炭，

都可使热解温度升高到 900℃。同时，不同的微波

吸收剂还影响产物特性，SiC 可提高产气量，活性

炭可以最大化生物气中 H2与 CO的浓度，而石墨可

提高产物油中单环芳香烃的浓度[35]。因此，在原料

中添加一定量的微波吸收剂可提高反应体系温度，

提升能源利用率，有助于热解反应器的高效运行。

在热解过程中，随着热解的碳化过程，原料对微波

的吸收特性越来越强。选择适当的吸波材料有助于

提高微波热解系统的热解效率，提高升温速率，缩

短系统反应时间。污泥微波热解可使用污泥生物炭

作为微波吸收剂，既可以节省其他来源的微波吸收

剂，又可以避免其他化学剂的添加对原料的影响。 

3.5  化学添加剂 

在原料中添加一些化学物质，可改变热解产物

特性及热解效果。目前热解研究中常用的化学添加

剂有 K2CO3、H3PO4
[37]、KOH[45]、NaOH、Fe3(SO4)2

[8]、

ZnCl2、H2SO4、柠檬酸
[46]等。不同化学添加剂对热

解过程或者产物特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如 K2CO3可

增大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当污泥添加一定的 K2CO3

时，生物炭的 BET 比表面积在 500℃时达到了

90m2/g，是相同温度下未添加时的 5 倍[37]。Zhang

等[46]研究发现，通过硫酸浸渍 BET 比表面积在

650℃热解达到了 408m2/g，而 ZnCl2则浸渍达到了

555m2/g。研究发现，当热解温度为 700℃时，添加

KOH 为添加剂时，污泥热解所得生物炭的 BET 比

表面积达到了 1882m2/g[45]。Ros等[47]对比了不同化

学添加剂下所得生物炭的特性，研究发现，添加

NaOH 的效果最好，BET 比表面积最大达到 689 

m2/g，比相同条件下添加 H3PO4的最大值要高出 40

倍左右。不同的添加剂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

如柠檬酸、磷酸易促进中孔及大孔隙的形成，ZnCl2

易于促进生成微孔，而 KOH 最理想的使用温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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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00℃[48]。因此，根据需求的目标产物特性及

热解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化学添加剂不仅可以优化提

高产物特性，还能提高热解效率。 
3.6  载气 

热解需要在无氧的条件下进行热解，因此需选

用载气为热解系统提供无氧环境，可结合具体情况

选择不同的载气。实验室研究主要以氮气为载气， 

CO2及水蒸气或 CH4及 H2等都可作为载气。不同的

载气在热解过程中会起到不同的作用，例如，仅提

供惰性氛围或者直接参与反应过程。当使用 CO2作

热解载气时，在温度高于 550℃时明显改变污泥分

解行为，并可提高气态产物和液态产物的含量[49]。

如图 3所示，在微波加热条件下，高温段（600℃以

上）使用氮气比氦气产生的气体产物更多，产率分

别在 65%和 25%左右，产油率却低 4倍左右，但生

物炭产量相当。在常规加热条件下，使用氮气比氦

气的生物炭产量要少（产率分别约为 85%和 45%），

但产油量明显减少，气体产量相当；同在氦气条件

下，微波热解与常规热解在炭、油、气三者的产量

相差不大。相较于微波热解与常规热解方式，常规

热解的生物炭产量高于微波热解；而在相同的温度

范围内，微波热解的油产量高于常规热解。图 3的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于氮气环境，氦气环境更

利于生物油的产生，氮气环境的生物油产率约为

25%，氦气环境的生物油产率在 65%左右。 

4  污泥热解机制 

污泥热解机制的研究包括热解过程物质的转化

与分解规律、过程产物的类型与作用、热解对重金

属的固化作用以及热解过程元素的转化规律等，这

些在热解过程的机理研究对污泥热解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目前污泥热解机制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研究面不宽而且不够深入。污泥热解的机制与诸多

因数有关，温度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不同温度

段的热解过程有着其显著不同的特点。Zhai 等[50]

通过 TG分析将热解分为 180～220℃、220～650℃、

650～780℃三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醇类、氨类

和羧酸几乎全部变成了气体、仅有少量的化合物含

有 CH、OH、COOH等官能团。热解反应的初始阶

段是挥发性物质的气化，难挥发性物质的热解产物

为炭，同时有一定的焦油和气体，然而在更高的温

度下，炭的二次热解会产生碳氢化合物和芳香族化

合物[51]。图 4所示为不同温度段下的污泥热解过程。

微波与传统热解过程存在差异，微波热解各失重阶 

 

图 4  热解过程及气体产物分布[55-57] 

段存在相互交错[52]，主要因为微波的升温速率快，

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了有机物质分解的温度区间，

由于高温段水蒸气向外的传质过程，可推断出微波

热解更易形成空隙结构丰富的生物炭。 

污泥热解的主要机制在于脂肪族化合物的分

解，原污泥中微生物所含蛋白质的肽键断裂以及官

能团的转化，如脂肪族酸的酯化和酰胺化等构    

成[12，53]。根据Menéndez等[44]的研究，羧基化合物

及羧基官能团的分解是温度低于 450℃时 CO、CO2

释放的主要原因。CO是焦油裂解主要的次生产物，

尤其是在高温下。 

热解过程中污泥的碳、H2O以及热解过程中生

产的 CO2、CH4等物质都存在着相互反应的过程，

其反应过程受到产物浓度及反应环境影响。热解过

程中生产的生物炭在气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生物炭的多孔性表面为反应物反应提供活性反应点

位[54]。Zhang 等[53]用含水率为 84.2%的湿污泥进行

热解研究，认为热解分为两个阶段，当温度低于

600℃时，C—H 键的断裂促使 CH4和 C2烃类化合

物的含量上升，而 C=O键的断裂促使 CO与 CO2

含量上升，这一阶段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的分解；

当温度高于 600℃时，焦油开始分解并伴有 H2的产

生。 

在热解过程中，胺-N、杂环-N、腈-N三种中间

产物影响热解过程中的 NH4 和 HCN 的形成。在

300～500℃时胺态氮的脱氨和脱氢作用贡献率分别

为 8.9%（NH3）和 6.6%（HCN），而在 500～800℃

杂环氮和睛类氮的脱氨和脱氢作用贡献率则分别为

31.3%和 13.4%，因此通过控制 500～800℃的中间

产物可减少 NH4和 HCN的排放素[29]。Zhang等[58]

在不同微波热解温度条件下研究 N在炭、油、气三

相产物间的转化规律，研究发现，NH3、HCN是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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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微波热解过程中 N的主要存在气体形式，而在生

物炭与生物油中，主要为胺类/氨基化合物、含 N

的杂环化合物及腈类化合物，而随着热解温度的变

化，各含 N化合物含量随之改变。 

污泥热解过程复杂，目前的热解机制尚不完全

明了。污泥的复杂性，如含水率、各有机物的含量

等对不同的污泥含量不一致；热解工艺条件不一，

如常规的热解和微波热解污泥热解转化机制存在一

定的区别。了解污泥热解机制对实际的热解过程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对污泥热解机制的研究

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发掘。 

5  结论与展望 

污泥热解技术不但可解决污泥的环境问题，还

可解决处理后产物的出路。本研究通过调研污泥热

解技术文献，尤其是微波热解技术。相比于传统热

解技术，微波热解技术是极具前景的污泥处理方法，

这是因为微波可缩短热解反应时间，可以提高化学

反应速率，降低能耗和处理成本。热解温度、升温

速率、微波吸收剂、化学添加剂、载气种类均可显

著影响污泥热解产物产量和品质。由于受限于微波

热解设备规模小及微波热解初始投资高昂，因此，

提高处理规模、实现工程化是下一步污泥微波热解

技术的发展重点。  

现阶段的污泥热解研究还处在零散化、片段化

阶段，缺乏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微波热解。污泥微

波热解技术领域研究应着重关注如下问题。 

（1）目前污泥热解的能耗较大，今后的重点之

一就是开发高效低耗污泥热解关键技术与设备。污

泥热解之前通常需对脱水污泥进行干化处理，这部

分需要消耗较大的能量，例如，如何在高含水率、

低温热解条件下制取污泥生物炭，不仅能够满足生

物炭的使用性能，而且以最低的能耗制取高品质的

生物炭。 

（2）污泥热解机制还比较模糊，有待深入研究。

污泥成分复杂，热解过程中各物质热解变化规律以

及元素迁移与转化规律错综复杂，亟待开展污泥热

解机制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污泥热解工艺参数的优

化与控制，而且将有助于提高污泥热解效率。 

（3）同常规污泥热解设备相比，污泥微波热解

设备的复杂度较高，尤其是规模化的生产设备，应

针对污泥热解工艺的特征与需求，优化污泥微波热

解关键技术和设备研究，提高微波热解设备处理规

模，使之形成系统化、标准化。 

（4）微波污泥热解尚还处于实验室阶段，工程

应用不成熟。技术成熟度正在转向泡沫化的谷底期。

各研究在实验室水平下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应用于实际的工艺还不成熟，将实验室成果扩

大化，从中试再到实际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

物力，工业化大批次的连续运行等还需要后续的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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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干燥湿法炼锌泥的可行性。 

3  结  论 

微波干燥湿法炼锌泥的实验表明：微波干燥湿

法炼锌泥是可行的；在一定条件下，脱水率随干燥

时间延长而增加，随着微波功率的增加而提高，随

物料质量增加而降低，在实验条件下，微波加热时

间 3min、微波功率 600W、物料质量 40g时，脱水

率可达 99.57%。红外光谱图进一步验证了微波干燥

的可行性，干燥后物料中的水峰基本消失，物料干

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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