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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热碱处理及其对污泥厌氧消化的

强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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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剩余污泥的处理处置已成为污水处理厂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厌氧消化是一种常用的污泥处理方法。传统的

污泥厌氧消化存在许多不足，而污泥热碱处理能使之改善。综述了近年来污泥热碱处理的研究，从热碱处理的机理出

发，总结了热碱处理对污泥性质和厌氧消化的影响，分析了影响污泥热碱处理效果的因素，并通过能耗分析讨论了热

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的可行性，最后指出污泥热碱处理及其强化污泥厌氧消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和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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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ALKALINE TREATMENT oF SEWAGE SLUDGE AND ITS ENHANCE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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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ge amounts of sludge are produced in wastewater tl‘eatment，and th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of sewage sludge had

become a rising chaUenge for the wastewater plant． Anaerobic digestion is a traditional method for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which has some shortages． Recent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rmal—alkaline pretreatment could enhance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of

sewage sludge．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rmal-alkaline pretreatment of sludge was thoroughly reViewed，

inclu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mal-alkaline pretreatment，the impact of thermal—alkaline pretreatment on the sludge pmperties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the innuencing factor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rmal—alk8line pretreatment for enhancing

anaerobic digestion of sewage sIudge was discussed through energy consumption anaIysis． FinaIIy，the enhancement of thermaI—

alkaline pretreatment on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it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thenIlal—alkaline pretreatment；excess sludge；anaerobic digestion；enhancement；innuencing factor

O 引 言

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泥。据统计，目前我

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年产量已超过6000余万t。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污水处理量

将进一步增加，导致污泥产量相应进一步增加⋯。

污泥中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如病原体、重金属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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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污染物等，若不合理处理处置，将会产生异味，引起

卫生和安全问题，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导致污水

“白处理”旧1。而污泥处理处置是污水处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1。

厌氧消化是一种传统污泥处理方法⋯，将污泥

的部分有机物转化为沼气，可减少污泥有机物含量，

改善污泥脱水性能，杀死致病菌¨41。合适的预处理

可以破碎、水解污泥，这会使污泥微生物细胞裂解，释

放有机物，提高污泥水解速率，从而加速厌氧消

化"]，缩短污泥停留时间，提高有机物去除率和甲烷

产率悼’8’9|。目前研究和应用的污泥预处理方法包括

机械破碎、超声、热处理、碱处理、酶处理及其中2种

及多种以上方法的联合处理等。

热碱处理是热处理和碱处理联合的一种处理方

法。由于融合了热处理和碱处理各自的优点，热碱处

理比单独的热处理或碱处理具有更高的污泥溶胞效

果和厌氧消化强化能力，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

的关注。然而，目前关于污泥热碱处理强化厌氧消化

的大部分研究限于实验室，且比较分散，缺乏全面总

结和分析。因此，为了推动污泥热碱处理的进一步研

究与应用，有必要对目前污泥热碱处理研究进行梳

理、总结。

1污泥热碱处理的分类和机理

热碱处理按照加热加碱的顺序可分为先碱后热

和先热后碱2种。先碱后热处理是先将污泥pH值

调节到碱性条件(通常pH>10)，再给污泥加热；而先

热后碱处理是先将污泥升温到一定温度，再调节pH

为碱性条件。由于操作问题，后一种热碱处理相对较

少。根据热处理温度不同，热碱处理可分为低温热碱

处理(<100℃)和高温热碱处理(100—180℃)H⋯；

而根据处理pH的不同，热碱处理又可分为低pH热

碱处理和高pH热碱处理。

热碱处理融合了热处理和碱处理的机理：一定温

度下，污泥的胞外聚合物(EPS)发生溶解和转化，絮

体结构中的氢键被破坏，当温度>65℃时，污泥微生物

的细胞壁和细胞膜会发生破裂；而碱性条件会引起有

机颗粒膨胀，使细胞物质更容易受到酶的作用，同时细

胞壁中脂类会与碱发生皂化反应，从而进一步加速细

胞壁破裂¨0’111。细胞壁和细胞膜破裂使细胞物质释放

到细胞外，转化为溶解性物质，这些物质在高温和碱性

条件下会进一步发生水解，转化为分子量更小的物质，

如挥发性脂肪酸(VFA)、小分子糖类。12。41等。

2热碱处理对污泥性质的影响

热碱处理会使部分污泥微生物溶胞，将部分有机

物从不溶态转化为溶解态，从而改变污泥性质。热碱

处理对污泥性质(表1)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理、化学

和生物性质3方面，详见表2。

表1热碱处理污泥中使用的污泥性质及来源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ludge and resource used in the thermal-alkaUne pretreatment

注：+表示文献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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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 75℃、pH=ll(Na0H)、粒径由72．4斗m减至50．1斗m；黏 44．0 20．0

17 5 h 度由37 mPa·s提高至57 mPa·s。

纺织印染剩余90℃、pH=ll(Na0H)、离心含水率由86％降至75．7％ 2470．O

污泥 10 h

脱水剩余污泥70℃、pH=12(Na0H)、脱水率由27．O％提高至32．6％ 一

】h

剩余污泥 90 qC、0．2 g ca(0H)2／g离心含水率由86．5％下降至

vs(pH=12¨)、9 h
75·7％

剩余污泥 50℃、pH=10(NaOH)、一

1 h

剩余污泥 90℃、pH=1l(NaOH)、溶解性有机质相对分子质量从

2 h 105
3

Da降至104·7 Da

剩余污泥 121℃、80 mg NaoH／g—

Ss(pH=10．8¨)、1 h

剩余污泥 134 qc、pH=12(Na0H)、一
30 min

46．4 48．6

一 10077．9

— 140．5

— 9128．9 6913．1 2385．9 328．4 25393．5 [23]

9．4±1．3 2608．6 5416．6 5200 一 一 [24]

注：+无特殊说明／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文献案例中热碱处理条件为加碱量，此时pH为对应转化值

2．1 物理性质

热碱处理会改变污泥的絮体结构与形态、粒径、

黏度、固形物含量和脱水性能等物理性质(表2)。

2．1．1絮体的结构和形态

在热碱处理中，污泥絮体表面和内部的部分胞外

聚合物会发生水解，导致絮体结构被破坏，形态发生

变化。不同热碱处理条件和污泥性质对污泥絮体结

构破坏的影响有一定差异¨0|。刘宏波等¨纠在

60℃、pH=11条件下对剩余污泥进行热碱处理48

h，发现在处理前污泥主要以稠密的絮体形式存在，而

处理后污泥的絮体结构被破坏，结构变得松散，污泥

整体沉降性能下降。Cho等¨叫利用扫描电镜(SEM)

研究了碱处理(pH=12、60 min)和热碱处理(60℃、

pH=12、60 min)对剩余污泥形态的影响，发现未处理

污泥的微生物十分完整，无任何结构损伤；碱处理后，

微生物形态仍能观察到，但细胞膨胀软化会造成细胞

损伤；而热碱处理后，可观察到明显的结构损伤，如细

胞断裂和破裂，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被破坏了。说明热

碱预处理对污泥结构和形态的影响高于碱预处理。

2．1．2粒径和黏度

热碱处理会使污泥粒径减小、黏度增加。污泥絮

体结构被破坏、有机物释放是粒径减小、黏度增加的

直接原因。如Liu等Ⅲ。对污泥热碱处理(90℃、pH=

12、2 h)发现，热碱处理污泥中90％的颗粒粒径<156

斗m，而未处理污泥90％的颗粒<450斗m。Liu等¨副

发现聚丙烯酰胺(PAM)絮凝污泥经热碱处理

(75℃、pH=11、17．5 h)后，污泥絮体的平均粒径从

72．4斗m减小到50．1阻m(表2)，污泥黏度由(37±3)

mPa·s升高到(57士4)mPa·s。粒径减小会增加污泥

的比表面积，有利于微生物与污泥接触，提高厌氧消

化。而黏度增加会降低污泥的流动性，使污泥厌氧消

化搅拌难度增加。

2．1．3固形物含量

由于部分细胞物质在污泥热碱处理过程中会从

固态转化为溶解态，导致污泥的固形物含量下降，由

表2可知污泥的挥发性固形物(VSS)可减少9％～

46％。如Nazari等旧副发现经80℃、pH=10的热碱处

理5 h后，VSS减少了44％。

2．1．4脱水性能

碱热处理会使污泥絮体和微生物细胞结构破裂，

使包裹其中的内部水得到释放，同时细胞破碎会释放

出大量胞内大分子物质，其水解也会释放出部分结合

水，从而改变污泥的脱水性能心11。盛广宏等心u研究

发现：90℃、0．2 g Ca(OH)：／g VS的低温热碱处理

9 h可提高污泥的脱水性能，使污泥离心含水率从

86．0％降到75．7％。但也有研究表明，热碱处理后会

造成污泥脱水性能恶化。如xiang等¨引研究发现热

碱处理(90℃、pH=11、10 h)后，印染污泥的毛细吸

水时间从300 s上升到575 s，热碱处理后污泥中含有

大量可溶性有机物，尤其是蛋白质和多糖的生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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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脱水性变差的原因¨“。

2．2化学性质

热碱处理会改变污泥的pH值、有机物组成、氮

磷形态等化学性质。

2．2．1 pH值

碱的添加会使污泥pH升高，同时污泥蛋白质水

解产生氨氮也会使污泥pH增加，而污泥有机物水解

过程中产生的VFA能起到中和作用，因此pH通常呈

先增加后降低，最后趋于稳定旧⋯。

2．2．2有机物组成

热碱处理会增加污泥溶解性有机物。如Liu

等¨8。发现热碱处理(75℃、pH=11、17．5 h)后，PAM

絮凝污泥的溶解性化学需氧量(scOD)和sc0D中短

链脂肪酸(SCFA)占比分别从510 mg／L和2．8％提高

到6430 m∥L和12．2％。Mancuso等¨引研究发现低

温热碱处理(50℃、pH=10、1 h)后，污泥的溶解性蛋

白质从1010 mg／L升高到1950 mg／L，多糖含量从

240 mg／L升高到671 mg／L。代勤等‘271对热碱处理

前后(135℃、pH=12、60 min)污泥的溶解性有机物

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热碱处理后污泥溶解性有机

物中不仅会出现新的有机基团，还会使一些原有的有

机基团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同时污泥溶胞会产生大量

不同相对分子质量的溶解性有机物，并改变其在各相

对分子质量区间的比例，主要有机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减小。

2．2．3氮磷形态转化

热碱处理过程，氮磷等营养物质会随着细胞破

碎、物质溶出而释放，从不溶态转化为溶解态。如蒋

昌旺等旧3。发现121℃、碱(NaOH)投加量分别为0，

20，40，60，80 mg／g SS的条件下处理1 h后，氮溶出

率从对照组的11．1％分别增加到24．6％、26．8％、

34．2％、39．8％、45．7％，而磷溶出率从对照组的

0．2％增加分另0到0．4％、11．4％、20．4％、30．0％、

37．6％。宋明阳等‘2副研究发现，60℃下处理30 min

后，TP含量从23 mg／L升高到66 mg／L，正磷酸盐含

量从16 mg／L升高到67 mg／L，而继续在pH=11条

件下处理30 min后，污泥溶解性TP含量升高到97

mg／L，正磷酸盐含量升高到82 mg／L。

2．2．4生物性质

污泥的生物性质主要包括可生物降解性、细胞结

构、微生物菌群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等。热碱

处理可提高污泥的可生物降解性。如代勤等心71对热

碱处理(135℃、pH=12、60 min)前后污泥进行了三

维荧光光谱分析，发现易生物降解物质(如酪氨酸、

色氨酸)含量及其在溶解性有机物中的比例显著提

高，说明污泥的可生物降解性得到改善。热碱处理使

污泥细胞破碎，细胞壁和细胞膜损坏会提高污泥的可

生物降解性。

热碱处理也会影响基因丰度，包括抗生素抗性基

因，且其对不同抗性基因的影响不一致。毛秋燕

等旧引对热碱处理(90℃、pH 12、12 h)后污泥的

16SrRNA基因定量分析，发现污泥细菌16S rRNA基

因下降1．89 log，古菌下降1．45 log，细菌数量降幅大

于古菌数量，说明古菌与细菌相比更加耐受高温条

件，同时热碱处理对污泥ARGs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其去除率达到3．32 log，污泥fefc、sfMz，、s“肼已无法

检出，而ermB含量由于原始值较低，热碱处理后没有

明显的丰度变化。

3热碱处理对污泥厌氧消化的影响

在污泥厌氧消化前进行热碱处理可改善污泥厌

氧消化。热碱处理对污泥厌氧消化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产气性能、有机物去除、污泥减量、微生物菌落结构

和产甲烷途径等方面(表3)。

3．1 产气性能

热碱处理会通过污泥溶胞、提高污泥溶解性有机

物含量，增加其可生物降解性，加速污泥的水解酸化、

强化厌氧消化过程，提高污泥的甲烷产量和甲烷产

率"，”’3“，详见表3。如Guo等m1研究发现，经热碱

处理(135℃、pH 10．2、1 h)后，高含固脱水污泥的

scOD增加了2倍，厌氧消化的甲烷产率从68 mL／g

Vs提高到118．47 mL／g Vs，提高量达到74％。chen

等旧4。发现经低温碱热处理(135℃、pH 12、30 min)

后，剩余污泥的sc0D、总挥发性有机酸(TVFA)和总

氨氮(TAN)均明显提高，其连续厌氧消化的沼气产量

从(161．0±18．5)mL／g Vs提高到(355．9±19．3)

mL／g VS，沼气中的甲烷浓度从67．2％提高到

73．4％，甲烷产量从74．0 mL／L增加到185．4 mL／L。

沼气中甲烷浓度增加的原因是热碱处理污泥消化液

pH更高，会溶解更多的c0，。Guo等。32。比较了单独

热处理(134．95℃、1 h)、碱处理(pH=10．2、24 h)和

热碱处理(134．95℃、pH=10．2、l h)对污泥厌氧消

化的影响，发现热碱处理效果最好，甲烷产率增加最

多(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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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污泥未处理 连续运行温度：37℃ 16l 0±18．5 107．2±14 7 5．9±0．6 67．2±2 9 3．3 31．6

134℃、30 min 停留时间：25 d

134℃、pH=12

(Na0H)、30 min

脱水剩余来处理

污泥 70℃、pH=12

(Na0H)、l h

聚丙烯酰胺未处理

剩余污泥 75℃、pH=11

(NaOH)、17 5 h

有机负荷：0．9 kg v”(m3·d)301．2±22 6 210 2±20．12

运行时问：100 d

体积：5 L
355 9±19．3 259．4±22．3 14 9±0．8

批量物料和接种物比例：2：I

运行温度：37℃

运行时间：83 d

物料和接种物比例：l：3

运行温度：(35±1)℃

运行时间：36 d

— l加．5

— 210 8

2 l

3．0

0 122 —

0．187 一

c0D 17．1％。蛋白质17．1％

多糖45．7％

cOD 37．O％．蛋白质42 2％

多糖68．3％

COD 48．2％．蛋白质52．8％

多糖76．9％

蛋白质15％

蛋白质18％

[24]

[20]

[18]

3．2有机物去除和污泥减量

热碱处理会使更多的污泥有机物在厌氧消化过

程中转化CH。、CO：和H：O，从而提高污泥有机物去

除率和污泥减量效果。由表3可看出：热碱处理污泥

厌氧消化后，污泥Ts、VS、cOD、蛋白质和多糖去除率

分别为10％～40％、5％～60％、10％～50％、8％～55％

和20％～80％。Guo等。3刮研究发现，热碱处理

(134．95℃、pH=10．2、l h)污泥进行厌氧消化时，

cOD的去除达到40．92％，高于对照组的28．40％。

Liu等¨列对热碱处理(70℃、pH=11、2 h)后的污泥

进行厌氧消化发现，污泥VSS去除率达到54．19％，

高于污泥厌氧消化的35％[34]。Chen等‘24 3对热碱处

理(135 c|C、pH=12、30 min)的污泥进行厌氧消化，也

发现污泥Vs去除率达到52．63％，远高于未处理污

泥厌氧发酵的18．22％。

3．3厌氧消化过程动力学

研究表明热碱处理会影响污泥厌氧消化过程的

动力学及其参数。蒋昌旺等旧划分别运用一级动力学

模型、改进Gompenz模型和圆锥模型(Cone Model)，

对热碱处理污泥产甲烷过程进行模拟，发现圆锥模型

的拟合效果最好(拟合系数>O．990)。当碱投加量分

别为20，40，60，80 mg NaOH／g ss时，热碱处理

(121℃、NaOH、60 min)后剩余污泥的最大产甲烷潜

能y⋯分别为152．8，170．1，167．8，169．1，146．3

mL／g ss，均高于未处理组的111．3 mL／g sS，水解速

率常数南分别为O．21，0．20，0．23，0．21，O．19 d～，未

处理组为0．21 d～。热碱处理影响污泥厌氧消化过

程动力学主要是因为热碱处理会通过使污泥溶胞和

有机物水解，加速污泥厌氧消化的4个步骤(水解、酸

化、乙酸和甲烷化)。

3．4厌氧消化微生物菌群及活性

研究表明：热碱处理改变了污泥的有机物组成，

进而改变污泥厌氧消化过程微生物群落丰度、多样性

和结构，并增加微生物活性。如Huang等∞纠发现热

碱处理(55℃、pH=10、3 d)后，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中

的水解、酸化微生物(聊id溉icr06ium sp．、

cop删^erm06口c衙sp．等)的相对丰度由8％升高到

49．88％，从而导致VFAs积累。荧光原位杂交

(FISH)分析表明，热碱处理污泥(120℃、p=10、

30 min)厌氧消化后比未预处理污泥厌氧消化时有更

多的细菌和古菌¨1。Lu等¨钊对热碱处理污泥

(170℃、pH=12、70 min)进行厌氧消化发现，与未处

理污泥的厌氧消化相比，nrmemimon05 sp．、

Pe￡ri，nonos sp．、M口ceZfi6口c￡eroides sp．、Pro把in咖^iZum

sp．、跏凡frDp凤sp．和吼ermo口i曙口sp．的丰度更高，说明

以上微生物得以富集。

Park等¨川在研究热碱处理(121℃、pH=12、

1 h)后由中温厌氧消化(MAD)和高温好氧消化

(TAD)组成的污泥消化工艺对产甲烷的影响时发现，

细菌群落由3个门(厚壁菌门、变形杆菌门、放线杆菌

门)组成，CfDs￡r诫Mm 5fmm流括of口en sp．和Ure沾nc垅Ms

sp．物种分别成为MAD和TAD中的优势细菌。甲烷

八叠球菌(C‰￡ri击um s≠mm协iso如肌sp．)是最丰富的

古菌，这些古菌在MAD中利用乙酸盐作为底物。

xiao等㈠驯比较了高温热处理和低温热碱处理污泥的

厌氧消化稳定期的细古菌群落，发现高温热处理厌氧

消化中的优势古菌为Me旃口n06口c抛^“m sp．

(57．91％)、肌￡^口no￡^er，n06口c￡er sp．(22．47％)，均为

嗜氢产甲烷菌；而低温热碱预处理污泥AD中的优势

古菌为Jjlfef^onosne￡口sp．(43．8 1％)、舭￡^口nocHff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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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8．06％)和肘ef^口no，nnss订iicoccus sp．(12．71％)，

嗜乙酸产甲烷菌和嗜氢产甲烷菌的相对丰度分别为

43．81％和52．60％，表明高温热处理只能促进嗜氢产

甲烷菌生长，而低温热碱预处理能同时促进嗜氢产甲

烷菌和嗜乙酸产甲烷菌生长，改变产甲烷途径。

同时，热碱处理也会增加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中

ATP和酶活。如wang等¨1的研究表明，原污泥的

VS／TS为0．35时，热碱处理污泥(120℃、pH=10、30

min)在厌氧消化过程中的ATP浓度为0．80“g／g

VS，高于对照组(未处理污泥的厌氧消化过程)的

0．22斗g／g VS，关键酶如蛋白酶、乙酸激酶、磷酸转乙

酰酶和甲烷生成关键酶辅酶F420的平均活性分别从

对照组的1．51，O．71，0．1 1，0．25 U／mg VS增加到

2．02，1．11，0．35，0．59 u／mg Vs。蛋白酶活性提高使

更多的蛋白质水解成小分子有机物，而乙酸激酶和磷

酸转乙酰酶活性的提高则使更多乙酸从辅酶F420活

性较高的污泥中产生更多的甲烷。

4影响污泥热碱处理效果的因素

影响污泥热碱处理效果的因素可分为2类：处理

条件(温度、pH、时间、碱的种类和热碱顺序)和污泥

性质(污泥种类和浓度等)，详见表1—3。

4．1 处理温度

在一定范围内升高热碱处理温度，能促进污泥有

机物溶解，提高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的效果；

但当温度高于一定值(175～180℃)后，会发生与热

处理相似的现象，即产生难降解有机物，降低污泥的

甲烷产率旧⋯，这是因为污泥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在高温条件下，会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难降解的褐

色多聚合物，且温度越高，美拉德反应越剧烈。除温

度外，美拉德反应的影响因素还有pH、加热时间、金

属离子等‘38]。Gianico等‘391的中试研究发现，134℃

是增强污泥生物降解能力和沼气产量的最佳温度，建

议污泥热碱处理温度控制在134℃以下。

4．2处理pH或碱投加量

处理pH与碱投加量直接相关，碱投加量越多，

处理pH越高。通常处理pH越高，污泥有机物释放

越多，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的效果越好。但过

高的pH可能对产甲烷过程带来抑制作用，并将增加

加碱量，因此，pH控制在12以下为宜。蒋昌旺等¨副

研究不同碱投加量下的污泥热碱处理(12l℃、1 h)，

发现碱投加量为0，20，40，60，80 mg／L时，污泥的

SCOD随碱投加量的升高而升高，而污泥厌氧消化的

甲烷产量从对照组的134．5 mL／g Vs分别升高到

134．5，148．0，151．9，158．9，139．0 mL／g VS，表明碱

投加量为60 mg／L时，甲烷产量达到最大值，投加量

继续增加会降低甲烷产量，这主要因为Na+浓度过高

会抑制产甲烷菌活性。

4．3 处理时间

延长热碱处理时间可促进污泥有机物溶出。如

Mancuso等‘1列研究发现热碱处理(50℃、pH=10)30

min后，污泥SCOD从118 mg／L升高到8250 mg／L，

而处理时间延长到1 h后，上升到12010 mg／L。处理

30 min时，微生物总量从56％减少到18％，完整细胞

从42％个减少到15％。处理1 h后，微生物总量进一

步减少，完整细胞减少到13％。黄宇钊等”。发现在

90℃和pH=12条件下，随着处理时间延长，污泥的

SCOD、溶解性蛋白质和溶解性多糖均逐渐增加。

4．4碱的种类

碱的种类也会影响污泥热碱处理的效果。如

Mancuso等¨引使用不同碱对污泥热碱处理(50℃、

pH=10、1 h)，发现一元碱(如Na0H和KOH)比二元

碱[ca(0H)：]导致更多ScOD增加，NaOH和KOH

处理后污泥scOD分别为8250，7000 mg／L，远高于

Ca(OH)：处理的2900 mg／L，这可能是由于Ca”会与

有机物发生反应、产生沉淀。Rajan等∽21研究了

NaOH和Ca(OH)，对污泥溶解的影响时，发现在温

度为38℃、投加碱剂量为30 mg／L下，处理12 h后，

使用NaOH的污泥水解程度更高，SCOD／TCOD为

43．5％，远高于Ca(OH)：的16．5％。另外，采用

Ca(OH)：可提高沼气cH。纯度，因为CO：会与Ca2+

以CaCO，的形式形成沉淀”⋯。

4．5操作步骤

郑镇等∽。比较了使用NaOH调节pH(11、12、

13)，反应24 h后进行热处理和立即进行热处理

(110～150℃、30 min)后污泥各自的厌氧消化性能，

发现前者sCOD去除率是后者的1．06～1．3l倍，产气

量是后者的1．08～1．31倍，设置碱处理时间能有效

避免由于同时高温、高pH使污泥有机物产生美拉德

效应，使污泥有机物的可生化性得到明显提高，从而

更有利于厌氧消化。

4．6 污泥性质

污泥性质会影响污泥的热碱处理效果。例如，剩

余污泥(Tss=28．56 g／L、VSS=21．11 mg／L、scOD=

181 mg／L)经热碱处理后(60℃、pH=12、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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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D升高134．4％¨“，而高含固低有机质剩余污泥

(TSS=80．97 g／L、VSS=31．24 g／L、SCOD=1886 mg／

L)在热碱处理后(55℃、pH=12、80 d)，scOD仅升

高了9．07倍旧“。不同来源的污泥经过不同热碱处

理后，其厌氧消化产气和有机物去除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3)。热碱处理后，剩余污泥累计产甲烷率为

259．4 mL／g Vs，Vs去除率为31．6％。2“，脱水污泥为

213 mL／g Vs，Vs去除率为51．2％旧⋯，而聚丙烯酰胺

调理后的剩余污泥为234 L／kg Vs¨驯(表3)。

5热碱处理与其他工艺联用

虽然热碱处理已具有很好的污泥溶胞和改善污

泥厌氧消化效果，但是将热碱处理与其他工艺联用可

进一步提高污泥溶胞和厌氧消化效果。目前与热碱

处理联用的工艺包括超声、水力空化、EDTA和H：O：

等，可与热碱处理协同进一步提高污泥预处理效果

(表4)。热碱处理与其他工艺联用可提高污泥溶胞

效果。如Mancuso等¨3。比较了热处理(50℃)、碱处

理(pH 10)和水力空化(2 MPa)单独和联合处理对污

泥溶胞效果的影响，发现热碱处理和水力空化处理相

结合可进一步削弱细胞壁，导致污泥蛋白质释放量达

到2040 mg／L，高于单独热处理(1727 mg／L)和热碱

处理(1950 mg／L)，scOD释放量达到10673 mg／L，高

于热处理与水力空化联用(6600 mg／L)和碱处理与

水力空化联用(8899 mg／L)，表明热碱处理与水力空

化作用有协同效应。徐慧敏等”列在研究超声联合

热、碱H4 o和热碱H51处理污泥最佳工艺参数下污泥破

解度时发现，在最佳工艺参数下，超声联合热碱污泥

破解度高达60．41％，高于超声和碱联用的40．13％

和超声和热处理联用的39．01％。Liu等¨钊发现添加

乙二胺四乙酸(EDTA)的热碱处理污泥，sc0D溶出

和Vs去除分别比未添加EDTA的对照组高14．7％

和低7％，说明添加EDTA提高了污泥的溶胞性能，同

时添加EDTA组120 min后微生物损伤的细胞为

73．3％，远高于对照组(31．9％)，说明添加EDTA也

提高污泥的水解，污泥水解的增强可能是由于EDTA

和胞外聚合物之间氢键的相互作用。

表4热碱处理与其他工艺的联用

Table 4 C0mbinatiOn 0f thermal-alkaline treatment and Other processes

热望釜磊芸蔷他 工艺条件 处理效果 文献

热碱和水力空化联用 50℃、pH=10(NaOH)、水力空污泥蛋白质释放量达到2040 mg／L，高于单独热处理(1727 mg／L)和热碱

化2 MPa 处理(1950 mg／L)

热碱和超声联用 73℃、pH=10．6(NPOH)、超声污泥破解度高达60．4l％，高于超声和碱联用的40．13％和超声和热处理
9551 kJ／kg Ts 联用的39．Ol％。甲烷产量比未处理污泥提高了94％，Tss去除率提高了

192．0％，Vss去除率提高了186．1％

热碱和EDTA联用 85℃、pH=12．5(NaoH)、EDTA污泥sc0D溶出和Vs去除分别比未加EDTA的对照组高14．7％和低 [46]

(45 mg／g Ts) 7％，微生物损伤的细胞高于对照组129．8％

热碱和H202联合处理 90℃、pH=12(Na0H)、H 202比未处理污泥产甲烷量提高了82．1％ [47]

热碱处理与其他工艺联用会进一步改善污泥厌

氧消化。如Siami等”7‘发现热碱(90℃、pH 12)和

H：O：(30 mg／g TS)联合处理24 h后的产甲烷量为

621 mL／g VS，远高于单独热碱处理的341 mL／g Vs，

提高了82．1％。徐慧敏等H纠通过超声一热碱联合预

处理(73 qC、pH 10．6、超声9551 kJ／kg Ts)提高剩余

污泥厌氧消化效果，使得甲烷产量提高了94％，Tss

去除率从18．8％提高到54．9％，Vss去除率从21．6％

提高到61．8％。

6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的能耗分析

能源效率是评估污泥处理方法适用性的重要因

素。在热碱处理过程中，碱和热都会增加能量投

入”“，通常热碱处理的能耗会高于相同温度的热处

理，而相同pH的高温热碱处理的能耗会高于低温热

碱处理，相同温度的高pH热碱处理的能耗会高于低

pH热碱处理。然而，由于不同热碱处理强化后续污

泥厌氧消化的效果不同，污泥的甲烷产率和产能的提

高率也不同，因此不同热碱处理强化的污泥厌氧消化

的能源效率也不相同。

xiao等H0。发现高温热处理(160℃、30 min)的

能量输入(5．771 kJ／g Vs)高于低温热碱处理

(60℃、pH=12和30 min)(7．245 kJ／g VS)，而两者

在厌氧消化过程中的能量输入和能量产出(甲烷产

量)相似，说明低温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比高温热

处理具有更高的能量效率。chen等¨41发现，相比高

温热处理(134℃和30 min)，高温热碱处理(134℃、

pH=12．0和30 min)需要增加额外成本(调节污泥

pH需要碱和酸)，这个成本折算成能量为1．714 kJ／g

‘J

，

4

3

3

l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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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然而，尽管预处理过程中增加了额外成本，但是

高温热碱处理污泥厌氧消化产生的能量(10．219 kJ／

g Vs)要远高于高温热处理污泥厌氧消化产生的能量

(7．153 kJ／g Vs)，计算发现，前者强化污泥厌氧消化

的能量平衡要优于后者。Magdalena等。2叫对热碱处

理(70℃、pH=12、1 h)产生的额外成本和效益进行

计算，发现采用热碱处理后，污水处理厂每年的总污

泥处理相关成本从75342欧元降为59195欧元，下降

了21％。虽然投加NaOH增加了药剂成本，但热碱处

理后厌氧消化沼气产量大大增加，污泥中有机物也大

大减少，污泥得到了明显减量，导致后续污泥处置成

本降低。

7结论与展望

热碱处理可改善污泥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进

而提高后续厌氧消化的效率。温度、pH、处理时间、

碱的种类、操作顺序和污泥性质等均为影响热碱处理

效果的因素，热碱与其他工艺联合处理可取得更好效

果。成本核算表明热碱处理有更高的能量平衡。但

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仍存在一些不足，今后应

从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推动热碱处理污泥厌

氧消化的实际应用。

1)对污泥热碱处理和强化厌氧消化的机理还存

在一些盲点，如污泥热碱处理后的产甲烷途径等。

2)热碱处理参数还需要优化，以进一步提高有

机物的释放和后续的厌氧消化效果。

3)热碱处理过程中碱的加入可能会腐蚀设备，

因此需要对不同设备的腐蚀情况进行研究。

4)目前对于热碱处理强化污泥厌氧消化的研

究，大部分都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在实验室研究步

人相对成熟阶段后，需进行中试放大和现场研究，以

获取更切合工程实际的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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