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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

生态系统，包括污泥脱水间、沼气贮气柜以及用

于处理废水且依次连通的除渣栅网槽、撇油池、

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多级高效厌氧池、接触氧

化高效池、污泥沉淀池和消毒过滤池，接触氧化

高效池底部的混合液以及污泥沉淀池内部分污

泥除回流抽至第一级高效厌氧池，大部分污泥排

至污泥脱水间。本实用新型先进行除渣、除油脂

的预处理措施，然后采用高效厌氧为主、高效好

氧为辅，并结合强氧化剂消毒，不仅确保生产废

水经处理净化实现回用和达标排放的生态环保

目标，而且是－投入较少、低投高效，节能产能降

耗显著的符合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清洁生

产优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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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沼气贮气柜、污泥脱水间以及

用于处理废水且依次连通的除渣栅网槽、撇油池、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多级高效厌氧池、

接触氧化高效池、污泥沉淀池和消毒过滤池；高效厌氧池的沼气输入沼气贮气柜，高效厌氧

池与沼气贮气柜间设有脱水装置和脱硫装置；

所述接触氧化高效池底部的混合液通过回流泵可回流抽至第一级高效厌氧池，高效厌

氧池内污泥通过排泥泵可泵至污泥脱水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沉砂调节水

解酸化池集除渣沉砂、均化、水解酸化与PH调节于一体，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底部设布水

器，布水器上方置多孔填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多级高效厌

氧池为三级高效厌氧池。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一级高效

厌氧池为厌氧复合污泥床高效厌氧池；第二级高效厌氧池为流式固定生物膜高效厌氧池；

第三级高效厌氧池为上流式厌氧过滤高效厌氧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接触氧化高

效池底部的曝气管与罗茨风机的出风口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高效厌

氧池和接触氧化高效池内设有多孔比表面积大、富集生物菌及膜丰的填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为

塑泡多孔填料、或弹性填料、或BF填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污泥沉淀池

内设污泥泵，污泥泵出口连接污泥脱水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污泥脱水间

内设带式脱水机，污泥脱水间产生的压滤液和冲洗水排入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

二氧化氯发生器，二氧化氯发生器的出口连接消毒过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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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污水处理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

生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生猪屠宰工序通常为：电击→宰杀→剥皮、去猪毛→分割→成品→出售，屠宰产生

的猪血、猪粪、油脂收集后外运利用。

[0003] 肉类加工废水中含有大量的血污、毛皮、碎肉、内脏杂物、未消化的饲料，以及粪便

等污染物。废水中COD、BOD、悬浮物等污染物浓度较高，水呈红褐色，并有明显的腥臭味，是

一种典型的有机废水。废水中一般不含重金属及有毒化学物质，而富含蛋白质及油脂。

[0004] 如此类废水的超标排放将污染周边环境和水体，会给群众的生活、生产造成严重

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对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

进行净化回用，有利于保护水资源，以及维护生态环境。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生态技术，方案如下：

[0007] 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系统，包括沼气贮气柜、污泥脱水间以及用于处理废水

且依次连通的除渣栅网槽、撇油池、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多级高效厌氧池、接触氧化高效

池、污泥沉淀池和消毒过滤池；高效厌氧池的沼气输入沼气贮气柜，高效厌氧池与沼气贮气

柜间设有脱水装置和脱硫装置；

[0008] 所述接触氧化高效池底部的混合液通过回流泵可回流抽至第一级高效厌氧池，高

效厌氧池内污泥通过排泥泵可泵至污泥脱水间。

[0009] 进一步的，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集除渣沉砂、均化、水解酸化与PH调节于一体，沉

砂调节水解酸化池底部设布水器，布水器上方置多孔填料。

[0010] 优选地，多级高效厌氧池为三级高效厌氧池。

[0011] 进一步优选地，第一级高效厌氧池为厌氧复合污泥床高效厌氧池；第二级高效厌

氧池为流式固定生物膜高效厌氧池；第三级高效厌氧池为上流式厌氧过滤高效厌氧池。

[0012] 进一步的，接触氧化高效池底部的曝气管与罗茨风机的出风口连接。

[0013] 优选地，高效厌氧池和接触氧化高效池内设有多孔比表面积大、富集生物菌及膜

丰的填料。

[0014]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填料为塑泡多孔填料、或弹性填料、或BF填料。

[0015] 其中，污泥沉淀池内设污泥泵，污泥泵出口连接污泥脱水间。

[0016] 进一步的，污泥脱水间内设带式脱水机，污泥脱水间产生的压滤液和冲洗水排入

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

[0017] 进一步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系统还包括二氧化氯发生器，二氧化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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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出口连接消毒过滤池。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显著效果：

[0019] 1，本实用新型先进行除渣、除油脂的预处理措施，然后采用高效厌氧为主、高效好

氧为辅，并结合强氧化剂消毒，不仅确保生产废水经处理净化实现回用和达标排放的生态

环保目标，而且是－投入较少、低投高效，节能产能降耗显著的符合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经济

的清洁生产优良模式；

[0020] 2，本实用新型在池内安装有富菌填料，可使单位容积负荷、污染物降除率大大提

高，可减少池容，缩小占地面积，降低投资、运行成本；

[0021] 3，厌氧处理为主使净化处理大多在密闭状况下进行，运行控制和嗅味控制容易；

厌氧需营养物少；因其污泥浓度高，能承受较大的负荷和水质变化，容积负荷一般达5-10kg 

COD/m3.d，高可达50  COD/m3.d；污泥可长期贮存、保持活性，污染物去除不受外界环境条件

影响；

[0022] 4，本实用新型采用厌氧处理为主，低能耗、低投资、低运行费用、管理简单；产生的

污泥很少，仅是好氧的1/6-1/10，矿化度高、易脱水，处理的装置小、相应处理费用亦少；

[0023] 5，处理过程产生的沼气可燃用，污泥可做肥料，净化处理后的水可回用作清洁、冷

却、农灌用水、生态塘养鱼用水等，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的平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生态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晰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屠宰肉联厂生产废水净化生态系统，包括污泥脱

水间8、沼气贮气柜10以及用于处理废水且依次连通的除渣栅网槽4、撇油池、沉砂调节水解

酸化池1、多级高效厌氧池、接触氧化高效池5、污泥沉淀池6和消毒过滤池7。

[0029] 高效厌氧池的沼气贮气柜10，高效厌氧池与沼气贮气柜10之间设有脱水装置41和

脱硫装置42。高效厌氧池产生的沼气经设脱水装置和脱硫装置后沼气贮气柜10，使产生的

沼气经处理后可燃用，体现了化废为宝，提高了经济效益。，脱水装置41产生的污水引至沉

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内。系统应配置安全气压阀、表、灶具，严格遵循燃气安全须知使用。

[0030] 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为集除渣沉砂、均化/水解酸化与PH调节改性功能于一体的

联槽池。且为了发挥厌氧水解酸化过程高效功能，该池设布水器于底部的活性污泥中；布水

器上方设置有多孔比表面积大、富集生物菌及膜丰的填料。

[0031] 如图3所示，在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入口设除渣栅网槽101，除渣栅网槽101内设

置人工或机械格栅和10-20目不锈钢丝网实现除渣。格栅设置两道，一道间隙为10mm，另一

道间隙为5mm，污水流经格栅可去除粗大渣物。为节省成本，可采用人工定期清渣。

[0032] 本实施方式中多级高效厌氧池为三级高效厌氧池。第一级高效厌氧池21为厌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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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污泥床高效厌氧池。该池为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的活性污泥床和降流式厌氧过滤器

滤（填）料生物膜床组合，配上布水器，组成的“UASB＋AF”反应器，简称第一级UASB＋AF高效

厌氧池。该池下部1.0m为活性污泥床、床底安装接前池来水的布水器，其上为1.0—3.0m厚

滤（填）料生物膜床，厚度视水量、池有效水深确定。

[0033] 污泥床底部的布水器，使污水从下往上让活性污泥消化，并让具充分活性的污泥

床在代谢中使颗粒污泥富集驯化而繁殖。

[0034] 降流式厌氧过滤器，其核心是滤（填）料生物膜床，废水无论以升流、降流方式通过

之，均系其起关键作用，其不耗能且产沼气CH4，进入正常运行后管理简单。

[0035] 第二级高效厌氧池22为流式固定生物膜高效厌氧池，简称第二级DSFF厌氧池；第

三级高效厌氧池23为上流式厌氧过滤高效厌氧池，简称第三级AF厌氧池。高效厌氧池间设

调压池，主要用于调压。

[0036] 接触氧化高效池5底部的曝气管与罗茨风机31的出风口连接。接触氧化高效池5使

低浓度废水通过曝气充氧与溶解氧指标符合的填料好氧生物膜区和活性污泥区，让废水被

充足的具充分活力好氧菌消化。该池去除效率高、稳定，适应性广，即使短期停止运行也易

复活。接触氧化高效池5底部的混合液由污水回流泵35回抽至第一级高效厌氧池31内。

[0037] 水解酸化池、高效厌氧池与接触氧化高效池内均设有多孔比表面积大、富集生物

菌及膜丰的填料。多孔填料为塑泡多孔填料、或弹性填料、或BF填料。

[0038] 污泥沉淀池6对前段微生物处理后的水再沉淀污泥，污泥与水充分分离后清水外

排流入消毒过滤池7内进行消毒过滤后可回用、或排放。

[0039] 本实施方式中消毒过滤池7与二氧化氯发生器71的出口连接，通过二氧化氯发生

器71向消毒过滤池7输入消毒剂。

[0040] 污泥沉淀池6内的部分污泥可由污泥回流泵31回抽至第一级高效厌氧池31内。污

泥沉淀池内大部分污泥可采用污泥泵吸抽到污泥脱水间8。各级高效厌氧池内的污泥由污

泥泵32排至污泥脱水间8。

[0041] 污泥脱水间8内设带式脱水机，污泥脱水间8设置絮凝剂投加系统9和絮凝剂仓储。

污泥脱水间8产生的压滤液和冲洗水引入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脱水产生的泥饼外运其它

需处作菌种、或农林果蔬肥、或运垃圾场处理。

[0042]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如下：

[0043] 废水首先经人工捞除各种固形渣物，再经格栅、网，去除较大悬浮物；然后进入撇

油池，在撇油池内，油脂类废物将大部份被去除，经除渣和撇油的出水，进入沉砂调节水解

酸化池1，在进行泥沙沉淀、水质水量调节之后；

[0044] 进入第一级UASB＋AF厌氧池池底区的布水器，布水器将废水分布予1.00m高活性

厌氧污泥床和３.  00m厌氧复合床反应区，从而对废水中的高浓度有机物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废水再依次经第二级DSFF厌氧池和第三级AF厌氧池处理；在三级高效厌氧池内厌氧菌的

作用下分解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物；处理后的污水流至接触氧化高效池5，在好氧菌的作用

下，去除污水中残存的有机物。

[0045] 废/污水接受核心部分厌氧和好氧生化处理净化，再经沉淀污泥分离后，上请液经

消毒即可回用、或排放。

[0046] 废/污水进入高效厌氧池即本工艺流程生化处理的核心部分。废水中绝大部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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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在高效厌氧池进行厌氧分解去除。产生沼气经气水分离后进入锅炉焚烧。高效厌氧池

上清液入高效好氧段予曝气处理，绝大部分有机污染物在此去除；其出水经沉淀，固液分离

后，上清液可排放或回用作清洁用水。曝气产生污泥一大部分回流强化该处理。

[0047] 下面介绍使用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

[0048] 屠宰肉联厂排出的经“雨污分流、干稀分离、清浊分治”三分后的废水，经人工捞除

各种固形渣物，再经格栅、网，去除较大悬浮物；然后进入撇油池，在撇油池内，油脂类废物

将大部份被去除，去除的油脂类废物可以加工利用，作为防腐产品外售；

[0049] 经除渣和撇油出水，进入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对泥沙进

行沉淀，对水质水量调节；在沉砂调节水解酸化池1中让生物质有机废水经2.5-5.0h的水解

酸化后，COD、BOD、SS分别被去除40%、30%、80%左右后进入后处理，应用时应充分利用该阶段

的此效果，无论对后期厌氧、好氧发酵处理都十分有利。将其与水处理的集水、均化调节和

厌氧池的调压间组合一体，可实现多工艺功能集成、缩小反应器，节约投资、运行、管理费

用。

[0050] 三级厌氧池总池容按常温运行为：V＝Q×1.5×a，a=3-10；当BOD≤200㎎/L时，a取

3；当BOD≥200㎎/L时，a取3以上。

[0051] 经水解、三级厌氧处理后，屠宰肉联厂产生的生物质有机废水已大多达灌溉水要

求、甚至更佳，后接好氧接触工艺处理，进一步去除残留污物。具体应用中再因地制宜据出

水多寡，．或根据需要回用作清洁、冷却、农灌用水，或存储作消防用水、生态塘养鱼用水等。

[0052] 各池产生污泥以视运行１年至多不超２年见出水浑浊，采用污泥泵管抽吸至污泥脱

水间8进行处理，外运其它需处作菌种、或农林果蔬肥、或运垃圾场处理。

[0053] 在实际运用中应采取接种、培养、驯化污泥，便能较快启动、早日实现正常运行。

[0054] 本实用新型采用高效厌氧为主因而产生的污泥很少，矿化度高、易脱水，处理的装

置小、相应处理费用亦少。净化处理大多在密闭状况下进行，运行控制和嗅味控制容易。

[0055] 由于其废水含渣量高、含油脂亦较高，本实用新型首先采用人工充分除渣、除油脂

的预处理措施，然后采用高效厌氧为主、结合采用高效好氧的技术，加采用强氧化剂消毒，

不仅投入较少，节能产能好，而且可确保实现回用和达标排放目标，走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治污途径。

[0056] 本实用新型，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方式，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及其实质的情

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根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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