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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

法，废水依次经过收集池、浮力格栅、血液净化

池、回流池、曝气池、综合处理池、消毒池、缓冲池

进行处理。本方法在回流池顶部留有观察口、加

药口，回流池采用全封闭式设计，投加的药品为

鲁米诺尔试剂。本系统所采用的浮力格栅，不需

要电力设施，起到了完全物理效果就可以去除悬

浮物的目的。采用本系统处理的屠宰场废水，其

动物血液的处理可达98.5%以上，COD的处理效果

可达94.2%，悬浮物的处理效果可达96.8%，氨氮

的处理效果可达94.3%，大肠杆菌以及微生物的

处理效果可达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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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废水通过废水管线进入废水收集池，废

水收集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浮力格栅设备的入水口，浮力格栅设备的出水口通过

废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池的入水口，血液净化池内处理屠宰中产生的血液，血液净化池的

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回流池的入水口，在回流池中对血液净化池处理废水效果进行检

验，回流池的废水回流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池的回流入水口，回流池中的部分废

水再次回流到血液净化池中对残存的血液进行次处理，回流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

曝气池的入水口，在池中对废水连续曝气4h，保证其中氧量能达到饱和，曝气池的出水口通

过废水管线连接综合处理池的入水口，综合处理池采用超声曝气法处理废水，综合处理池

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消毒池的入水口，消毒池采用臭氧消毒工艺，消毒池的出水口

通过废水管线连接缓冲池的入水口，缓冲池的出水口连接废水排放管道；

其中，浮力格栅设备包括：格栅外壁、格栅面、固定提升杆、废物收集槽、传送带，格栅为

正方形，长宽高各为1m，格栅设备外置废物收集槽，格栅外壁废物出口处通过传送带连接废

物收集槽的废物入口；格栅内壁四面中间位置各设有一根圆柱形固定提升杆，底端固定于

格栅底部；栅面初始位置于格栅底部上方10cm处，栅面四周中心位置留有孔洞，孔洞处按有

橡胶薄膜，固定提升杆通过穿过孔洞将栅面固定，废水入口位于格栅设备侧面上方处，废水

进入时，栅面受到废水浮力而上浮，水通过网眼流经栅面，杂质得到过滤；

血液净化池包括池体、混合液加药口、酸加药口、温度计、pH计、抽液泵、浮力软管、搅拌

装置、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电阻加热装置、电磁铁、底端沉淀出口；废水进入池体后，电

磁铁通电、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开启，电磁铁将池内布满磁场，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发

出无线电波，引起水中氢原子共振，使化学键更容易断裂，易于化学反应，通过混合液加药

口加入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溶液体积比例为2:1，调节pH为9.5-10.5，血液净化池内

的电阻加热装置将废水温度控制在80-90℃，控温的同时，池内的搅拌装置对废水进行搅

拌，维持5分钟后，此时废水中的血液逐渐开始发生凝固，直至产生块状固体，通过酸加药口

加入浓度为98%的浓硫酸，将pH调节为8-8.5，维持2分钟，期间搅拌装置持续搅拌，关闭磁力

与脉冲设备，停止搅拌，静置30min，待废水分层后，此时块状固体的血液在酸的作用下逐渐

与中和生成的盐发生螯合反应形成蛋白与盐的螯合物，开启抽液泵，抽液泵连接的浮力软

管受到液体浮力作用漂浮在液面上，通过浮力软管排出上清液，将下层蛋白与盐的螯合物

通过血液净化池所设置的底端沉淀出口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废水综合处理池中进行超声曝气处

理，水力停留时间2-4h，超声波频率设定为23000-28000Hz，之后废水沉淀1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回流池采用全封闭式设计，在回流池

顶部留有观察口、加药口，投加的药品为鲁米诺尔试剂，血液净化池池体为PPSV材质塑料，

厚度为2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栅面为碳纤维材质，厚度为0.5cm，网

眼为0.1㎡，孔洞直径为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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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属于环境保护中的废水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肉类的需求量在逐渐增加，人们不仅

仅局限于猪、牛、羊、鱼肉，还有鸡鸭鹅肉等，因而各种屠宰场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动物血液

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动物血液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废水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废

水主要来自于冲洗设备、冲洗加工场地等，废水中主要含有废水主要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即

车辆鸭笼冲洗水；活鸡宰杀、浸烫、脱毛冲水等。屠宰废水中含有大量的肠道消化残液、残

血、毛屑、皮脂、油脂、石蜡、

[0003] 羽毛等污染物，外观呈暗红色，有腥臭味，水质和水量波动较大。淋水；内脏、胴体

清洗水；车间地面、器具冲洗、血细胞、糖蛋白、血浆蛋白、抗凝剂、悬浮物等。当前，有些企业

偷偷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江河湖泊，甚至直接把废水排入农田，由于血液成分腐败，而使

得江河湖泊发出难闻的尸臭味，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以及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

对废水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已经刻不容缓。

[0004] 考虑屠宰污水水质特点，对比各种处理方法的优缺点，得出目前屠宰污水最经济

有效的处理技术为：以生物法为主，辅助必要的物理、化学等方法作预处理。例如以采用生

物处理法为主体的二级SBR法工艺路线处理效果较好。在北方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北

方地区，考虑到气温低，占地要求小，运行费用要求低等因素，深井曝气法为首选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废

水通过废水管线进入废水收集池，废水收集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浮力格栅设备的

入水口，浮力格栅设备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池的入水口，血液净化池内处

理屠宰中产生的血液，血液净化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回流池的入水口，在回流池

中对血液净化池处理废水效果进行检验，回流池的废水回流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

池的回流入水口，回流池中的部分废水再次回流到血液净化池中对残存的血液进行次处

理，回流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曝气池的入水口，在池中对废水连续曝气4h，保证其

中氧量能达到饱和，曝气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综合处理池的入水口，其综合处理

池采用A-B法污水处理技术，综合处理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消毒池的入水口，其消

毒池7采用臭氧消毒工艺，消毒池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缓冲池的入水口，缓冲池的出

水口连接废水排放管道。

[0006] 其中，浮力格栅设备包括：格栅外壁、格栅面、固定提升杆、废物收集槽、传送带等。

格栅为正方形，长宽高各为1m，格栅设备主体结构外置废物收集槽，格栅壁废物出口处通过

栅渣传送带连接废物收集槽的废物入口；格栅内壁四面中间位置各设有一根固定提升杆，

杆为圆柱形，杆体为不锈钢实体结构，直径为3cm，底端固定于格栅底部；栅面初始位置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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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底部上方10cm处，栅面四周中心位置留有孔洞，孔洞处按有橡胶薄膜，固定提升杆通过穿

过孔洞将栅面固定。废水入口位于格栅设备侧面上方处，废水进入时，栅面受到废水浮力而

上浮，水通过网眼流经栅面，羽毛等杂质得到过滤。

[0007] 其中，血液净化池包括池体、混合液加药口、酸加药口、温度计、pH计、抽液泵、浮力

软管、搅拌装置、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电阻加热装置、电磁铁。池体为PPSV材质塑料，厚

度为20cm，池内搅拌器为塑料材质，温度计与pH计都采用塑料外壳包裹。废水进入池体后，

电磁铁通电、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开起，电磁铁将池内布满磁场，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

发出无线电波，引起水中氢原子共振，使化学键更容易断裂，电子更容易转移，更易于化学

反应。通过混合液药口加入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溶液体积比例为2:1，调节pH为9.5-

10.5，血液净化池内的电阻加热装置将废水温度控制在80-90℃，控温的同时，池内的搅拌

装置对废水进行搅拌，维持5分钟后，此时废水中的血液逐渐开始发生凝固，直至产生块状

固体，通过酸加药口加入浓度为98%的浓硫酸，将pH调节为8-8.5，维持2分钟，期间搅拌装置

持续搅拌，关闭磁力与脉冲设备，停止搅拌，静置30min，待废水分层后，此时块状固体的血

液在酸的作用下逐渐与中和生成的盐发生螯合反应形成蛋白盐。待废水分层后，开启抽液

泵，抽液泵连接的浮力软管受到液体浮力作用漂浮在液面上，通过浮力软管排出上清液，将

下层蛋白与盐的螯合物与灰渣等物质通过血液净化池所设置的底端沉淀出口排出。

[0008] 其中，废水综合处理池中进行超声曝气处理，水利停留时间约2-4h，超声波频率设

定为23000-28000Hz，之后废水沉淀1h。

[0009] 其中，回流池顶部留有观察口、加药口，回流池采用全封闭式设计，投加的药品为

鲁米诺尔试剂。

[0010] 其中，栅面为碳纤维材质，厚度为0.5cm，网眼为0.1㎡，孔洞直径为3.2cm。

[0011] 其中，消毒池采用臭氧消毒工艺，消毒池采用封闭设计，臭氧浓度为2mg/L。

[001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3] （1）本方法原理简单，可操作性强，节能环保，针对废水中血液的处理有独特的创

新，对屠宰场废水起到很好的处理效果，运行维护成本很低，有利于大范围推广应用。

[0014] （2）采用本方法处理的屠宰场废水，其动物血液的处理可达98.5%以上，  COD的处

理效果可达99.5%，悬浮物的处理效果可达99.3%，氨氮的处理效果可达99.8%，大肠杆菌以

及微生物的处理效果可达99%以上。

[0015] （3）本方法血液净化池内安装使用先进的电磁共振技术，可以大幅提高血液处理

的效率，弥补了纯化学方法处理慢，处理不完全的缺点。并且能够对高浓度的废水起到预消

解的作用，同时池内具有二沉池的特点，可以对沙石等起到沉降去除的效果。

[0016] （4）本方法所采用的浮力格栅，不需要电力设施，起到了完全物理效果就可以去除

悬浮物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设备示意图。

[0018] 图中：1-废水收集池、2-浮力格栅、3-血液净化池、4-回流池、5-曝气池、6-综合处

理池、7-消毒池、8-缓冲池

[0019] 图2是浮力格栅设备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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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中：21-格栅外壁、22-格栅面、23-固定提升杆、24-废物收集槽、25-传送带

[0021] 图3是血液净化池的示意图。

[0022] 图中：31-池体、32-混合液加药口、33-酸加药口、34-温度计、35-pH计、36-抽液泵、

37-浮力软管、38-搅拌装置、39-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310-电阻加热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的一种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方法，该系统包括1-废水收集池、2-浮力格

栅、3-血液净化池、4-回流池、5-曝气池、6-综合处理池、7-消毒池、8-缓冲池；其中，屠宰场

的废水通过废水管线进入废水收集池1，在此处屠宰场的废水得到集中收集，根据水量的大

小选择处理时间；废水收集池1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浮力格栅2设备的入水口，其中，

浮力格栅2设备包括：格栅外壁21、格栅面22、固定提升杆23、废物收集槽24、传送带25；浮力

格栅2为正方形，长宽高各为1m，浮力格栅2设备主体结构外置废物收集槽25，格栅外壁21废

物出口处通过栅渣传送带25连接废物收集槽24的废物入口；格栅壁21内四面中间位置各设

有一根固定提升杆23，杆为圆柱形，杆体为不锈钢实体结构，直径为3cm，底端固定于格栅底

部；栅面24为碳纤维材质，厚度为0.5cm，网眼为0.1㎡，初始位置于格栅底部上方10cm处，栅

面24四周中心位置留有孔洞，直径3,.2cm，孔洞处按有橡胶薄膜，固定提升杆通过穿过孔洞

将栅面24固定。废水入口位于浮力格栅2设备侧面上方处，废水进入时，栅面22受到废水浮

力而上浮，水通过网眼流经栅面22，羽毛等杂质得到过滤；浮力格栅2设备的出水口通过废

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池3的入水口，血液净化池3内处理屠宰中产生的血液。其中，血液净化

池3包括池体31、混合液加药口32、酸加药口33、温度计34、pH计35、抽液泵36、浮力软管7、搅

拌装置38、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39、电阻加热装置310、电磁铁311。池体31为PPSV材质塑

料，厚度为20cm，池内搅拌装置38为PPSV塑料材质，温度计34与pH计35都采用塑料外壳包

裹。废水进入池体31后，电磁铁311通电、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39开起，电磁铁311将池内

布满磁场，无线电射频脉冲发生器39发出无线电波，引起水中氢原子核共振，使水中的血细

胞中的能量流失，化学键更容易断裂，电子更容易转移，更易于化学反应。持续1分钟后，通

过加混合液药口32加入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溶液比例为2:1，调节pH为9.5-10.5，血

液净化池3内的电阻加热装置310将废水温度控制在80-90℃，控温的同时，池内的搅拌装置

38对废水进行搅拌。维持5分钟后，此时废水中的血液逐渐开始发生凝固，直至产生块状固

体，通过酸加药口33加入浓度为98%的浓硫酸，将pH调节为8-8.5，维持2分钟，期间搅拌装置

38持续搅拌。关闭磁力与脉冲设备，停止搅拌，静置30min，此时块状固体的血液在酸的作用

下逐渐与中和生成的盐发生螯合反应形成蛋白盐。待废水分层后，开启抽液泵36，抽液泵连

接的浮力软管37受到液体浮力作用漂浮在液面上，通过浮力软管排出上清液，将下层蛋白

与盐的螯合物与灰渣等物质通过血液净化池所设置的底端沉淀出口排出；血液净化池3的

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回流池4的入水口，其回流池4顶部留有观察口、加药口，回流池4

采用全封闭式设计，在回流池4中对血液净化池3处理废水效果进行检验，投加的药品为鲁

米诺尔试剂，在黑暗的箱体内，试剂会让血液产生荧光，根据荧光的数目来判定是否需要回

流，减小血液的含量。回流池4的废水回流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血液净化池3的回流入水口，

回流池4中的部分废水再次回流到血液净化池中对残存的血液进行2次处理，已达到减少血

液排放的目的。回流池4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曝气池5的入水口，在池中对废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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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4h，保证其中氧量能达到饱和。曝气池5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综合处理池6的入

水口，其综合处理池6采用超声曝气处理废水，水利停留时间约2-4h，超声波频率设定为

23000-28000Hz，之后废水沉淀1h。综合处理池6的出水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消毒池7的入水

口，其消毒池7采用臭氧消毒工艺，消毒池采用封闭设计，臭氧浓度为2mg/L；消毒池7的出水

口通过废水管线连接缓冲池8的入水口，缓冲池8的出水口连接废水排放管道。

[0024] 实施例1：  对100kg猪血液废水的处理

[0025] 把含有100kg新鲜猪血液废水放入收集池里，放入100mg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

然后将之搅拌至均匀，测定pH10，把温度控制在85℃，待其反应5分钟，加入98﹪硫酸12ml，

调节pH8待其反应2分钟，静置30min，使其静止分层。开启水泵抽出上清液，此液无杂质、无

味且透明。

[0026] 实施例2：对100kg牛血液废水的处理

[0027] 把含有100kg新鲜牛血液废水放入收集池里，放入100mg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

然后将之搅拌至均匀，测定pH10 .4，把温度控制在90℃，待其反应5分钟，加入98﹪硫酸

12ml，调节pH8.5待其反应2分钟，静置30min，使其静止分层。开启水泵抽出上清液，此液无

杂质、无味且透明。

[0028] 实施例3：对100kg羊血液废水的处理

[0029] 把含有100kg新鲜羊血液废水放入收集池里，放入100mg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

然后将之搅拌至均匀，测定pH9.9，把温度控制在90℃，待其反应5分钟，加入98﹪硫酸12ml，

调节pH8.3待其反应2分钟，静置30min，使其静止分层。开启水泵抽出上清液，此液无杂质、

无味且透明。

[0030] 实施例4：对100kg鸡血液废水的处理

[0031] 把含有100kg新鲜鸡血液废水放入收集池里，放入100mg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

然后将之搅拌至均匀，测定pH10 .1，把温度控制在90℃，待其反应5分钟，加入98﹪硫酸

12ml，调节pH8.5待其反应2分钟，静置30min，使其静止分层。开启水泵抽出上清液，此液无

杂质、无味且透明。

[0032] 实施例5：对100kg鹅血液废水的处理

[0033] 把含有100kg新鲜鹅血液废水放入收集池里，放入100mg碳酸钠和氨水的混合溶液

然后将之搅拌至均匀，测定pH10 .3，把温度控制在90℃，待其反应5分钟，加入98﹪硫酸

12ml，调节pH8.2待其反应2分钟，静置30min，使其静止分层。开启水泵抽出上清液，此液无

杂质、无味且透明。

[0034] 表1 五种实施方案后污染物浓度表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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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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