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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热解中残焦表面官能团结构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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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污泥热解过程生烃能力，研究了不同温度下污泥热解残焦表面官能团结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温

度对污泥热解残焦表面羟基、—CH3 和—CH2 键、羰基、碳碳双键等官能团热裂解演化程度影响较大，但对于其
他杂原子团影响较小；550,℃以下低温热解脂肪结构裂解程度较大，芳香结构裂解程度较小；随着温度升高，受
芳香结构裂解、芳构化及缩合效应综合影响，残焦富氢程度振荡变化；相比低温热解，高温下污泥有机结构芳构
化和缩合程度较高、残焦脂肪链长程度提高、但残焦支链化程度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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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unctional groups of sludge is relatively rich in fatty hydrocarbon with a high capacity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In this paper，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functional groups during sludge pyrolysis were investig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pyrolysis temperature highly influenced the
thermal transformation behavior of some major surface functional groups，such as —OH，—CH3，—CH2，C＝
C，and C＝O，but scarcely affected that of impurity functional groups．During low temperature pyrolysis below
550,℃，fatty hydrocarbon structures were evidently cracked，but aromatic structures were hardly influenced．The
hydrogen-enriched degree of pyrolysis residues was changed irregularly due to the integrative influence of
cracking，aromatization and condensation reaction．During high temperature pyrolysis，the aromatization and
condensation degree of sludge were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during low temperature pyrolysis，the degree of
fatty chain length of the residues was also increased，but the branched degree was littl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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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是能量回收型生物污泥处理工艺技术，具备
灭菌、减容、处理迅速、二次污染小、可回收高值产物
等优势 [1-3] ．在污泥热解中，污泥颗粒表面扮演重要
的作用，其中挥发分析出、裂解、残焦形成均与污泥
颗粒表面化学结构的演化行为密切相关，且热解产物
的生成特性直接受到污泥残焦颗粒表面所包含官能
团的演化规律影响．前人研究报道了污泥热解产物
生成及其主要化学基团演变行为的关联性．Tsai 等[4]
采用了热重分析-红外光谱分析联用技术研究了污泥
热解反应初始阶段析出物，结果发现含碳官能团的化
合物主要转化为醇、醛和羧酸等，热解析出物中烷烃
的形成主要是来自于污泥中—CH3 和—CH2 结构的
断裂，—CH3 和—CH2 含量变化与析出物烷烃含量变
化相关度达 0.995．Parnaudeau 等[5]通过固定床裂解
反应器和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IR)、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GC-MS)等技术验证了不同反应温度下污泥
热解残焦表面化学结构演化与小分子的气相产物和
大分子的液相产物的含量变化同时发生．Zhang 等[6]
采用了裂解反应器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Py-GCMS)联用的技术，对污泥热解过程所得的反应物、中
间体及产物的化学特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CH4 和
C2 烃的生成主要是因为污泥中的烷基 C—H 键断
裂，而 C＝O 基团的减少将会生成大量 CO 和 CO2 等
小分子气体；另外，热解残焦表面 C—O 和—CHar 基
团含量与液相产物产量变化呈显著的线性相关．
国内外学者针对污泥热解工艺及其反应机理也
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热解产物生成机制、热解
工艺参数(如低温、高温、快速、催化剂等)匹配和优
化研究等[7-14]，然而生物污泥热解过程中残焦表面官
能团演化行为规律尚不完全清楚，仍缺少对污泥热解
微观机制深入理解的数据信息．本文主要利用 FTIR
测定污泥及其不同温度热解残焦颗粒表面显微组分
红外光谱，获得其主要官能团分布特征，为改善热解
机制研究提供更加详细的数据信息，使热解作为能量
回收型生物污泥处理工艺技术更具应用价值．

表 1 污泥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Tab.1 Proximate analysis and ultimate analysis of the
sewage sludge
工业分析/%

元素分析/%

W

Ad

Vd

FC,d

wC

wH

wS

wN

wO

3.8

48.2

46.3

1.7

35.6

5.3

1.05

3.5

16.6

1.2 热解实验
污泥热解采用外热型管式电炉．实验采用单一
变量条件，即只改变热解终温进行不同工况实验分
析，其他实验条件不变．热解终温分别为 350,℃、
450,℃、550,℃、650,℃、750,℃及 850,℃；电炉的升温
速率为 80,℃/min，取污泥样品 35,g，放在瓷舟内待炉
内温度达到设置终温时，将样品置于热解反应器加热
段中心位置 10,min，然后迅速从另一端将瓷舟推至
反应器出口处，用鼓风机吹扫热解管内，将其冷却至
室温后，取出残焦样品．
1.3 红外光谱分析
根据红外光谱学和有机化学原理，测定污泥干燥
基和热解残焦表面显微组分的红外光谱(仪器为美国
热电尼高力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Nicolet 6700 的傅里
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分析确定其化学基团分布
特征；光谱范围为 7,800～350,cm 1 ，波数精度优于
0.01,cm 1 ，分 辨 率 优 于 0.09,cm 1 ，峰 噪 音 值 小 于
8.68×10 6,Abs，灵敏度小于 9.65×10 5,Abs，信噪比优
于 50,000∶1；测试方式为透射式．

2 结果与讨论
2.1 污泥显微组分吸收峰归属
图 1 为污泥干燥基表面显微组分红外光谱，并结
合前人研究成果[16-19]，可列出污泥干燥基红外光谱主
要特征吸收带的归属，如表 2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
污泥表面有机基团主要包括：①醇、酚、羧酸等的羟
基(—OH)(游离和分子内缔合态)；②脂肪族和烷键
结构的—CH3 、—CH2 键；③芳香族酯、酸、醛、酮的
羰基(C＝O)；④芳核的碳碳双键(C＝C)；⑤含氧、
硫、氮、硅等杂原子基团等．

1 样品制备与实验方法
1.1 污泥样品
实验所用生物污泥样品取自杭州市政污水处理
厂污泥排放总管，经过脱水处理后其收到基的含水率
为 84%,，未经消化处理．脱水污泥在 105,℃的电热鼓
风 干 燥 箱 干 燥 以 后 ，将 其 研 磨 至 颗 粒 小 于 60 目
(0.25,mm)，混合均匀后密封保存备用．污泥样品工
业分析和元素分析见表 1[15]．

Fig.1

图 1 干污泥红外光谱
Infrared spectrum of dry sewage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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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污泥红外光谱的吸收峰归属
Tab.2 Assignments of absorption peaks of infrared spectrum of dry sewage sludge
编号

吸收峰
峰位/cm

-1

吸收峰归属

波动范围/cm-1

A

3,772

3,825～3,758

醇、酚、羧酸等游离态—OH 伸缩振动

B

3,321

3,679～2,996

醇、酚、羧酸等分子内缔合—OH 或 NH 伸缩振动
脂肪族 CH3 不对称伸缩振动

C

2,931

2,992～2,911

D

2,851

2,871～2,844

脂肪族 CH3 对称伸缩振动

E

1,639

1,692～1,570

脂肪族中酯、酸、醛、酮的 C＝O 伸缩振动

F

1,540

1,520～1,570

芳香族中芳核的 C＝C 伸缩振去动

G

1,420

1,487～1,381

主要是烷键结构上的 CH2、CH3 变形振动

H

1,036

1,301～924

与不同桥氧原子相连的 SiO4 四面体的 Si—O—Si 和 Si—O 伸缩振动或 C＝O 和—O—伸缩振动

I

785

838～731

芳核上 2 个相邻Ｈ面外变形振动(２类氢原子)

J

692

718～672

Si—O—Si 和 Si—O 弯曲振动或有机硫伸缩振动

2.2 热解温度对污泥残焦表面官能团的影响
图 2 为不同温度下污泥热解残焦表面红外光谱
图．可以看出，残焦表面的一些有机官能团随热解温
-1
度升高逐渐消失或伸缩振动减弱；在 3,372,cm 位
置 ，所 有 温 度 下 热 解 残 焦 样 品 表 面 均 无 法 检测 出
—OH 键吸收峰振动；在 3,553～3,010,cm 1 波动范围
内，污泥原样的—OH 键(或 NH 键)吸收峰比所有残
焦样品在相同波动范围—OH 键(或 NH 键)吸收峰更
尖锐、伸缩振动范围更大；然而，在温度达到 650,℃
及以上时，随着热解温度的逐渐升高—OH 键伸缩振
动不断分解消失．在 2,931,cm 1 和 2,851,cm 1 处，脂
肪族—CH3 和—CH2 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在 450,℃
之后逐渐减弱，这也是污泥热解过程温度达到 450,℃
以后开始有 CH4、C2H4、C2H6 等小分子 C、H 气体形
成的原因之一[6-7]；但在 350,℃时，在红外光谱上脂肪
族—CH3 和—CH2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仍可见，这说明
脂肪族—CHar 结构在温度过低的热解环境中裂解反
应速度缓慢．在 1,639,cm 1 处，C＝O 振动吸收峰伸
缩振动在热解温度达到 650,℃以后开始减弱，但在热
解温度达到 750,℃以前，此处的 C＝O 吸收峰却又随
着温度升高逐渐变宽升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热解温
度的提升芳香族中酯、酸、醛、酮的 C＝O 不断产生，
但温度 超过 750, ℃ 后 ，C ＝ O 基 团 结 构又 逐 渐 开
裂．在 1,540,cm 1 处，吸收峰随着温度升高逐渐降低
直至消失，主要归属为芳香族芳核 C＝C 伸缩振动，
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残焦中有机碳链结构逐渐减少，芳
核 逐 渐 开 裂 直 至 碳 化 ．当 温 度 达 到 750, ℃ 以 后 ，
785,cm 1 处的芳核上氢原子(2 类)面外变形振动吸收
峰基本消失，在高温条件下，污泥结构中芳环上氢原
子结构逐渐减少，这与芳环键能较高有关．
另外，也可以看出，污泥残焦结构中部分的基团
受到热解温度的影响很小．例如在 1,036,cm 1 处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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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 和 Si—O 伸缩振动吸收峰随着热解温度变化
基本未发生变化；在 692,cm 1 处含硅或硫杂原子团
吸收峰均存在．

图 2 不同热解温度下污泥残焦红外光谱
Fig.2 Infrared spectra of the residues from sewage
sludge pyrolysi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2.3 残焦红外参数分析
计算污泥及其残焦样品红外光谱各峰位的比值
可定量反映其脂肪度、富 CH3 和 CH2 度及生烃潜力、
以及污泥有机质热演化程度等．表 3 列出了干污泥
及其不同温度下热解残焦的特征峰积分面积，其中编
号与表 2 中编号一一对应．参照污泥热解残焦表面
红外光谱信息数据，选择计算 3 类参数[20-21]：富氢程
度参数、富脂族链参数、芳构化参数，开展污泥热解
显微组分官能团生烃演化规律分析，旨在对污泥热解
过程有机产物成烃特征及各官能团演化规律做出半
定量判断．
采用 IH0＝( AV(CH ) ＋ AV(CH ) )/AV(C＝C)表征脂肪烃
2

3

含量及生烃潜力(吸收峰的积分面积用 A 表示)，计
算 方 法 ：IH0 ＝ (AC ＋ AD ＋ AG)/AF ；采 用 IH1 ＝
AV(CH3 ) / AV(C＝C) 表 征 样 品 富 CH3 度 ，计 算 方 法 为
AC/AF；采用 IH2＝ AV(CH2 ) / AV(C＝C) 表征样品富 CH2 度，
计算方法为 A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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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污泥干燥基及其热解残焦的不同红外光谱吸收峰积分面积
Integral areas of absorption peaks of infrared spectra of dry sewage sludge and its pyrolysis residue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Tab.3

编号

干污泥

350,℃

450,℃

550,℃

650,℃

750,℃

850,℃

A
B
C
D
E
F
G
H
I
J

002.73
121.05
001.19
000.30
014.56
000.46
003.28
083.25
005.87
000.77

00.08
48.04
01.20
00.18
05.14
00.39
02.04
88.75
06.11
00.78

00.15
20.07
00.04
00.01
03.01
00.22
00.57
75.14
03.49
00.41

00.12
40.15
00.03
00.01
04.96
00.23
00.35
95.15
06.68
00.88

00.27
05.03
00.10
00.02
00.55
00.06
00.36
33.59
02.01
00.20

00.25
18.19
00.04
00.01
01.23
00.09
00.31
56.59
02.49
00.33

0.09
2.75
0.04
0.00
0.28
0.06
0.21
29.540
0.84
0.08

图 3 示出了污泥及其不同温度残焦表面的富氢
程度参数变化．可以看出，与前人文献报道的煤颗粒
表面富氢程度相比较 [20-24] ，污泥脂肪烃含量相对较
高，导致其热解过程具备一定的生烃能力．IH0、IH1 和
IH2 参数值在 350～550,℃之间均随温度提高有较大
幅度减小，这表明脂肪结构在低温环境就开始发生裂
解反应，一些有机官能团碎片形成了小分子物质裂解
出去，导致残焦表面富氢程度降低．这也与脂肪结构
热裂解所需的活化能比其他有机结构(如芳香结构)
的活化能低有关，脂肪族化合物更容易受热分解，而
芳香结构则要求较高温度才可能发生热裂解反
应．从 550,℃以后，污泥残焦的 IH0、IH1 和 IH2 值呈现
振荡趋势，这主要由焦体中芳核结构的裂解反应、芳
构化和缩合反应引起的，这些反应过程加速芳环开
裂，不同化学基团在整个反应过程会经历先消失再重
新生成然后再消失的过程．

450,℃左右脂肪结构开始大量开链，扩大了脂肪链长
的程度，而随着热解温度的提高，开始裂解出大量的
脂 肪 烃 ，此 时 污 泥 残 焦 结 构 中 只 有 少 量 的脂肪 结
构．温度升至 650,℃时，活化能低的杂环裂解，形成
了新的脂肪结构，而温度的继续升高又会使这些脂肪
结构脱落，故 750,℃时 LAL 达到了最小值．750,℃以
后 LAL 值再次增大，可能是因为热解合成气中 CO2 参
与反应，使芳环开裂更加剧烈，因此 LAL 值又不断增
大直至 850,℃．在 350～450,℃，KAL 值大幅度减少，
这也是与污泥残焦中脂肪结构自身的脂肪链扩展有
关．KAL 值在 550～650,℃时稍微增大，为活化能低的
杂环在 650,℃时发生裂解形成支链脂肪结构提供了
证据．

图 4 富脂族链参数随温度变化
Fig.4 Changes of aliphatic-chain-enriched degree parameters with temperatures
图 3 富氢程度参数随温度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hydrogen-enriched degree parameters
with temperatures

采用参数 LAL 和 KAL 来表征污泥残焦样品的富
脂状况，二者分别代表了残焦中脂肪链长的程度及支
链化程度．计算方法为：LAL＝AC/AD；KAL＝AC＋AE．
图 4 示出了污泥及其不同温度残焦表面富脂族
链参数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热解温度升高，LAL 和
KAL 值变化规律完全不同．这主要是因为热解温度

采用 IAr＝AV(CH2＋CH3)/AV(C＝C)值表征有机质热演
化程度．此处为 CH2 和 CH3 共同作用，反映芳核上的
脂族结构．残焦样品的芳构化参数包括缩合比值 IAr1
和脂芳比值 IAr2．计算方法：IAr1＝AI/AF，IAr2＝AG/AF．
图 5 示出了污泥及其不同温度残焦表面芳构化
参数变化．可以看出，在 450,℃以前，缩合比值 IAr1
基本没有明显变化，但在 450～650,℃范围内不断增
大至最大值，这说明污泥有机结构的缩合和芳构化反
应在 450,℃之后比较明显，这也正好符合富氢程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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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变化规律．650,℃的缩合和芳构化程度最大时，
使得污泥残焦结构中的支链化程度降低，与图 4 中
KAL 值变化规律较为相似．在 650,℃以后，缩合比值
随着温度提高而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热解气中
CO2 生成减少了 芳构 化 反 应 发 生 ．对 于脂 芳 比值
IAr2，550,℃之后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污泥残焦中芳
环在缩合、芳构化与裂解同时进行，使得芳环上的脂
肪结构增加，这样也增加了支链化程度，而芳环结构
减少，这与 KAL 值变化较为相似．而 750,℃时，结合
图 3 发现，脂肪结构主要以长链的表现形式存在，而
芳核也在高温热解中减少，导致脂芳比值 IAr2 要小于
650,℃时的 IAr2 值．这也验证了污泥热解过程中各化
学基团的热演化程度受到了温度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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