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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腐植酸的提取方法，即城

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填埋

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植

酸的纳滤+两级超滤提取方法，该提取方法先进、

实用、经济，减量化程度高，腐植酸回收率高，运

行稳定性好，适合于低有机物和低含盐量的特别

是二价盐离子浓度低的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

植酸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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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浓度二价离子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腐植酸

是在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MBR+NF

膜截留液中；所述的提取方法是纳滤和两级超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泵入纳滤系统，纳滤分离后得到纳滤浓缩液和纳滤透过

液；纳滤透过液直接达标排放或与渗滤液MBR+NF出水混合后达标排放，实现膜截留液体积

减量化程度75%以上；

2）将步骤1）的纳滤浓缩液泵入一级超滤系统，膜分离后得到一级超滤浓缩液和一级超

滤透过液；一级超滤透过液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放；

3）将步骤2）的一级超滤浓缩液泵入二级超滤系统，膜分离后得到二级超滤浓缩液和二

级超滤透过液；二级超滤浓缩液经补充氮、磷、钾大量元素即得含腐植酸水溶性肥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中的二

价盐含量低：Ca2+≦300mg/L，Mg2+≦200mg/L，SO42-≦600m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中的有

机物含量低：COD≦2500mg/L。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纳滤系统的操作

压力为0.5~1.5MPa，浓缩倍数为4~12倍；所述的纳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3000mg/L以

上；所述的纳滤膜是一种高透盐率纳滤膜，截留分子量为300~50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一级超滤系统的

操作压力为0.6~1 .5MPa，浓缩倍数为3~5倍；所述的一级超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

10000mg/L以上；所述一级超滤系统所用膜是一种抗污染高透盐率超滤膜，截留相对分子量

为1000~2500。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的二级超滤系统的

操作压力0.6~1.5MPa，浓缩倍数为2~5倍；所述的二级超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30g/L

以上；所述二级超滤系统所用膜是一种抗污染高透盐率超滤膜，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0~
2500。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腐植酸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步骤3）所述的二级超滤系统

的透过液回流至步骤2）所述的一级超滤系统重新分离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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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二价离子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植酸提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

圾卫生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MBR+NF浓液中分离腐植酸并浓缩为含腐植酸水溶

肥料的提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渗滤液是一种污染强度大，且极难于处理的高浓度有机废水，是垃圾卫生填埋场

及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二次污染之一。目前渗滤液处理主流工艺为MBR+NF，该组合工艺在

使处理出水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排放标准限值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产生占原液体积1/6-1/4的MBR+NF膜截留液（浓液），目前处理这种截留液的方

法有回灌填埋场、高级氧化、回喷焚烧炉和蒸发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成本昂贵或影响处理

系统稳定性等缺陷或不足，实际上难于长期稳定运行。

[0003] 基于MBR+NF膜截留液中主要污染物为COD，且该COD中腐植酸占60-70%以上，因此

可考虑提取所含腐植酸为水溶肥料，以资源回收利用来达到减量化或无害化处理的目的，

以取得更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一些专利已公开或授权采用超滤和/或纳滤组合工艺

来提取MBR+NF膜截留液中腐植酸，但对于二价离子含量高的膜截留液一般要求提取工艺第

一道工序直接采用超滤（CN201410689333.X）或需要对MBR+NF膜截留液中较高含量二价离

子进行去除等预处理工序（ZL201410633759.3）。前者存在超滤膜透过液中腐植酸流失过

多，降低了腐植酸回收率，且膜透过液处理水量偏大，处理难度增大，使得膜截留液中腐植

酸提取工艺经济性也严重变差等不足。后者也有预处理工序操作复杂、投加较多药剂引起

环境友好性、提取工艺经济性较差等缺陷。而授权专利《腐植酸的提取方法》

（ZL201110272483.7）没有明确指出适用范围，对于二价离子含量高的膜截留液中腐植酸提

取显然不适宜，且单级超滤浓缩倍数过大，对其运行稳定性、腐植酸回收率和透过液浓度有

不利影响。

[0004] 实际上，一些垃圾卫生填埋场处于降雨量高的地区；也有一些填埋场由于运行管

理方式粗放，集雨面积过大或不及时中间覆盖；还有一些填埋场防洪或防渗质量较差，地面

径流或地下水渗流混入渗滤液；这些都可能导致渗滤液有机物浓度低和含盐量低，引起所

产生的MBR+NF膜截留液中有机物和含盐量偏低，尤其是二价盐含量较低。针对这类水质特

性的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有必要进一步研发技术经济性更优越、有效提高腐植酸回收

率和运行维护更简便、可靠的适用于二价盐含量低的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中腐植酸的提

取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二价盐离子含量低的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植酸提

取方法，即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

MBR+NF膜截留液中腐植酸的纳滤+两级超滤提取方法，该提取方法先进、实用、经济，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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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腐植酸回收率高，运行稳定性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1）将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泵入纳滤系统，操作压力为0.5~1.5MPa，浓缩倍数为4~12

倍；所述的纳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3000mg/L以上，膜分离后得到纳滤浓缩液和纳滤

透过液；纳滤系统所用膜是一种抗污染高透盐率超滤膜，截留相对分子量为300~500。由于

纳滤透过液各项指标能满足行业排放标准限值，可直接排放或与渗滤液MBR+NF工艺出水混

合后排放，实现MBR+NF膜截留液的减量化。

[0007] 2）将步骤1）的纳滤浓缩液泵入一级超滤系统，操作压力为0.6~1.5MPa，浓缩倍数

为3~5倍；所述的一级超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10000mg/L以上，膜分离后得到一级超

滤浓缩液和一级超滤透过液；一级超滤滤系统所用膜是一种抗污染高透盐率超滤膜，截留

相对分子量为1000~2500。由于一级超滤透过液COD超过排放标准限值，需进一步处理达标

后排放。

[0008] 3）将步骤2）的一级超滤浓缩液泵入二级超滤系统，操作压力0.6~1.5MPa，浓缩倍

数为2~5倍；所述的二级超滤浓缩液中腐植酸浓度达到30g/L以上；膜分离后得到二级超滤

浓缩液和二级超滤透过液；二级超滤浓缩液经补充氮、磷、钾大量元素即得含腐植酸水溶性

肥料。二级超滤系统所用膜是一种抗污染高透盐率超滤膜，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0~2500。

将二级超滤透过液回流至步骤2）所述的一级超滤系统重新分离浓缩。

[0009] 本发明的显著优点在于：

（1）对于低有机物和低含盐量的特别是二价盐离子浓度低的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

腐植酸提取工艺首先采取纳滤工序，一方面对腐植酸几乎全部截留，有效提高腐植酸回收

率；另一方面，纳滤透过液可以直接达标排放，实现膜截留液的减量化；另外，因其含盐量

低，特别是二价盐离子浓度低，纳滤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通量，以便于工程实际应用。

[0010] （2）纳滤过程中产生的浓缩液中含盐量、特别是二价盐离子浓度已较高，后续采取

两级超滤提取腐植酸。一方面，回收的腐植酸浓度可达到30g/L以上，满足农业行业标准《含

腐植酸水溶肥料》（NY1106-2010）中腐植酸的指标要求，经适当增补氮、磷、钾等简单加工即

可得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另一方面，每段浓缩倍数不大，使得系统操作中料液浓度变化

小，有利于运行稳定；同时，两级超滤中浓度较高的二级超滤透过液回流到第一级超滤重新

分离浓缩，相比授权专利《腐植酸的提取方法》（ZL201110272483.7）中仅有一级超滤，可以

进一步提高腐植酸回收率，有效降低一级超滤透过液的处理浓度。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1，对本发明的纳滤+两级超滤提取工艺进一步描述。

[0013] 首先阐述一下本发明的总体思路。在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

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处理中，存在相当数量工程所产生的MBR+NF膜截留液中所

含有机物及无机盐含量均较低的水质情况，尤其无机盐中二价盐离子浓度也较低，如直接

采用超滤或仅有单级超滤提取腐植酸，存在腐植酸流失多、超滤透过液处理量大且难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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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弊端。而单纯纳滤提取腐植酸，则纳滤浓缩液中腐植酸含量难于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和

无机盐与腐植酸难于高效分离的缺点。因此，本发明具体表现在：（1）采用纳滤+两级超滤分

离浓缩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混合渗滤液MBR+

NF膜截留液中腐植酸制成含腐植酸水溶肥料的方法；（2）为了实现膜截留液减量排放和提

高腐植酸回收率，膜截留液先经纳滤系统，高效截留腐植酸，同时脱除大部分一价盐，随纳

滤透过液一起达标排放；（3）为了进一步提高浓缩液中腐植酸含量以及有机物与无机盐的

分离效果，纳滤浓缩液进入后续两级超滤系统。由于一级超滤透过液中有机物含量较低，混

合液COD一般在400~800mg/L之间，为使整个系统有个二价盐离子出口，所以对一级超滤透

过液进行进一步处理后排放；（4）为了进一步提高腐植酸回收率，将COD浓度达到1000mg/L

以上的二级超滤透过液回至一级超滤系统重新进行分离浓缩。（5）二级超滤浓缩液其腐植

酸含量大于30g/L，满足农业行业标准《含腐植酸水溶肥料》（NY1106-2010）中腐植酸的指标

要求。通过简单的添加氮、磷、钾等大量元素即可获得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0014] 本发明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或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焚烧发电厂

混合渗滤液MBR+NF浓液中腐植酸提取方法技术参数：

1、渗滤液MBR+NF膜截留液的水质条件

pH          6.0~8.0

CODcr        600~2500mg/L

电导率      6~15mS/cm

Ca2+         100~300mg/L

Mg2+         100~200mg/L

SO42-        200~600mg/L

2、纳滤系统

工作压力      0.5~1.5Mpa

浓缩倍数      4~12倍

截留分子量    300~500Da

COD            3000~10000mg/L

3、一级超滤系统

工作压力      0.6~1.5Mpa

浓缩倍数      3~5倍

截留分子量    1000~2500Da

COD            15000~30000mg/L

4、二级超滤系统

工作压力       0.6~1.5MPa

浓缩倍数       2~5倍

截留分子量     1000~2500Da

腐植酸        ≥30g/L

实施例1

下面以对某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产生的MBR+NF浓液中腐植酸进行提取为例，进一步

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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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该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厂处理对象为垃圾填埋场与焚烧厂混合渗滤液，总渗滤液

水量为2100吨/日，卫生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日产生渗滤液分别为1700吨和400吨，两

类渗滤液分别收集后在均衡池按一定比例混合。该渗滤液主体处理系统为MBR+NF工艺，出

水稳定达到排放标准。该渗滤液处理厂产生MBR+NF膜截留液300~400吨/日，水质为：pH为

6.5~7.5，COD为600~2500mg/L，腐植酸浓度（以COD计）约为400~1700mg/L，电导率为8~12mS/

cm。膜截留液可直接由泵提升进入纳滤系统，纳滤膜的截留相对分子量为300~500Da，操作

压差为0.5~1.5Mpa，浓缩倍数为4~12倍，膜分离后纳滤浓缩液COD为6000~10000mg/L，电导

率为14~18mS/cm，腐植酸浓度约为4000~7500mg/L，颜色呈红褐色；纳滤透过液COD为20~
100mg/L，电导率为7~11mS/cm，无色，直接达标排放或与渗滤液MBR+NF出水混合后达标排

放。纳滤浓缩液继续泵入一级超滤系统，一级超滤膜的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0~2500Da，操

作压差为0.6~1.5Mpa，浓缩倍数为3~5倍，膜分离后一级超滤浓缩液COD为15000~20000mg/

L，电导率为15~19mS/cm，腐植酸浓度约为10000~15000mg/L，颜色呈黑红褐色；一级超滤透

过液COD为400~800mg/L，电导率为12~16mS/cm，颜色为浅黄色，经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放。

经本发明所述的一级超滤系统分离浓缩后得到的一级超滤浓缩液由泵提升进入二级超滤

系统，超滤膜的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0~2500Da，操作压差为0.6~1 .5Mpa，浓缩倍数为2~5

倍，膜分离后二级超滤浓缩液COD达到50000~70000mg/L，电导率为18~25mS/cm，腐植酸浓度

约为30000~45000mg/L，颜色呈黑色，表明二级超滤浓缩液中腐植酸含量已满足含腐植酸水

溶肥料产品对腐植酸的指标要求，经添加N、P、K等大量元素即可获得含腐植酸水溶肥料。二

级超滤透过液透明，呈黄色，回流入一级超滤系统重新分离浓缩。

[001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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