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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布的一种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

艺系统，包括物化预处理分系统、生化处理分系

统和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物化预处理分系统包

括渗滤液收集池、进水提升泵、袋式过滤器、混凝

剂加药装置、混凝反应槽、絮凝剂加药装置、絮凝

反应槽、沉淀槽、污泥池、污泥加压泵和压滤机；

生化处理分系统包括调质槽、反硝化碳源加药装

置、生化提升泵、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二级

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一级回流泵、二级回流泵

和生化出水槽，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包括MBR子

系统、NF子系统、RO子系统和DTRO子系统。本发明

通过三级系统精细处理后，能够有效净化渗滤

液，达到相关排放标准，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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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物化预处理分系统、生化处理

分系统和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

所述物化预处理分系统包括渗滤液收集池、进水提升泵、袋式过滤器、混凝剂加药装

置、混凝反应槽、絮凝剂加药装置、絮凝反应槽、沉淀槽、污泥池、污泥加压泵和压滤机，所述

渗滤液收集池内的渗滤液经进水提升泵加压提升进入袋式过滤器，所述袋式过滤器的出水

口与混凝反应槽相连，通过所述混凝剂加药装置向混凝反应槽内加入混凝剂，所述混凝反

应槽的出水口与絮凝反应槽相连，通过所述絮凝剂加药装置向絮凝反应槽内加入絮凝剂，

所述絮凝反应槽的出水口与沉淀槽相连，所述沉淀槽的底部泥斗中沉淀的污泥进入污泥

池，通过污泥加压泵输送至压滤机进行压滤脱水，所述压滤机的压滤水排至地沟，脱水后的

污泥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

所述生化处理分系统包括调质槽、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生化提升泵、一级缺氧好氧生

化反应器、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一级回流泵、二级回流泵和生化出水槽，所述沉淀槽

内的上清液进入调质槽，调质完成后的渗滤液经生化提升泵加压提升进入一级缺氧好氧生

化反应器的缺氧段，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的出水口与一级缺氧好氧生化

反应器的好氧段相连，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的出水部分通过一级回流泵

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其余部分进入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

段，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的出水口与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

相连，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的出水部分通过二级回流泵回流至二级缺氧

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其余部分进入生化出水槽，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

氧段内沉淀的污泥排入污泥池,通过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向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

氧段和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内加入反硝化碳源；

所述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包括MBR子系统、NF子系统、RO子系统和DTRO子系统，所述生

化出水槽的渗滤液通过膜系统进水泵加压输送至MBR子系统，所述MBR子系统的出水进入

MBR清液箱，MBR清液箱内的清液通过NF进水泵加压输送至NF子系统，所述MBR子系统的分离

出来的生化污泥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所述NF子系统分离出的清液进入NF清液

箱，NF清液箱内的清液通过RO进水泵加压输送至RO子系统，所述NF子系统分离出的浓液进

入浓液箱，所述RO子系统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相连，所述RO子系统的浓水出口与浓液箱相

连，所述浓液箱的出水通过DTRO进水泵加压输送至DTRO子系统，所述DTRO子系统的淡水出

口与淡水箱相连，所述DTRO子系统分离出的浓水进入回灌槽，再通过回灌泵加压输送至垃

圾填埋场进行回灌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分别通过一级射

流式曝气泵向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内充氧，通过二级射流式曝气泵向二

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内充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淡水箱的出

水口与排放池相连，在所述排放池内设置有采样泵，所述排放池内的出水经检测达标后即

可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后续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放池的出

水口与巴歇尔流量槽相连，经计量后进行排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滤机为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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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压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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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的垃圾填埋场主要是以垃圾混合收集和混合填埋的方式进行，垃圾的组成成

分复杂，垃圾渗滤液是指来源于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含有的水分、进入填埋场的雨雪水

及其他水分，扣除垃圾、覆土层的饱和持水量，并经历垃圾层和覆土层而形成的一种高浓度

的有机废水。

[0003] 垃圾渗滤液不仅含有耗氧有机污染物，还含有各类金属和植物营养素(氨氮等)；

BOD5、COD浓度高，远远高于城市污水；有机污染物种类多，其中有难以生物降解的萘、菲等

非氯化芳香组化合物、氯化芳香组化合物、磷酸酯、邻苯二甲酸酯、酚类化合物和苯胺类化

合物等；垃圾渗滤液中含有十多种金属离子，其中的重金属离子会对微生物产生抑制作用；

氨氮含量高，C/N比例失调，磷元素缺乏。因此，垃圾渗滤液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处理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使其最终达到相关排放标准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

[0005] 为此，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包括物化

预处理分系统、生化处理分系统和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

[0006] 所述物化预处理分系统包括渗滤液收集池、进水提升泵、袋式过滤器、混凝剂加药

装置、混凝反应槽、絮凝剂加药装置、絮凝反应槽、沉淀槽、污泥池、污泥加压泵和压滤机，所

述渗滤液收集池内的渗滤液经进水提升泵加压提升进入袋式过滤器，所述袋式过滤器的出

水口与混凝反应槽相连，通过所述混凝剂加药装置向混凝反应槽内加入混凝剂，所述混凝

反应槽的出水口与絮凝反应槽相连，通过所述絮凝剂加药装置向絮凝反应槽内加入絮凝

剂，所述絮凝反应槽的出水口与沉淀槽相连，所述沉淀槽的底部泥斗中沉淀的污泥进入污

泥池，通过污泥加压泵输送至压滤机进行压滤脱水，所述压滤机的压滤水排至地沟，脱水后

的污泥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

[0007] 所述生化处理分系统包括调质槽、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生化提升泵、一级缺氧好

氧生化反应器、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一级回流泵、二级回流泵和生化出水槽，所述沉

淀槽内的上清液进入调质槽，调质完成后的渗滤液经生化提升泵加压提升进入一级缺氧好

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的出水口与一级缺氧好氧

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相连，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的出水部分通过回流泵

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其余部分进入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

段，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的出水口与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

相连，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的出水部分通过回流泵回流至二级缺氧好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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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其余部分进入生化出水槽，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

内沉淀的污泥排入污泥池,通过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向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

和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内加入反硝化碳源；

[0008] 所述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包括MBR子系统、NF子系统、RO子系统和DTRO子系统，所

述生化出水槽的渗滤液通过膜系统进水泵加压输送至MBR子系统，所述MBR子系统的出水进

入MBR清液箱，MBR清液箱内的清液通过NF进水泵加压输送至NF子系统，所述MBR子系统的分

离出来的生化污泥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所述NF子系统分离出的清液进入NF清

液箱，NF清液箱内的清液通过RO进水泵加压输送至RO子系统，所述NF子系统分离出的浓液

进入浓液箱，所述RO子系统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相连，所述RO子系统的浓水出口与浓液箱

相连，所述浓液箱的出水通过DTRO进水泵加压输送至DTRO子系统，所述DTRO子系统的淡水

出口与淡水箱相连，所述DTRO子系统分离出的浓水进入回灌槽，再通过回灌泵加压输送至

垃圾填埋场进行回灌处理。

[0009] 作为优选，分别通过一级射流式曝气泵向所述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

内充氧，通过二级射流式曝气泵向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内充氧。采用以上结

构，溶气效率高，设备简单，易于维护。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淡水箱的出水口与排放池相连，在所述排放池内设置有采样泵，所

述排放池内的出水经检测达标后即可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后续处理。采用以上结构，能

够快速检测经处理后的污水是否达到排放标准，检验处理效果。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排放池的出水口与巴歇尔流量槽相连，经计量后进行排放。采用以

上结构，能够对排放出水量进行计量，便于统计及管理。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压滤机为厢式压滤机。采用以上结构，便于更换滤布，易于维护。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垃圾渗滤液经物化预处理分系统、生化处理分系统和膜法

深度处理分系统三级系统精细处理后，能够有效净化渗滤液，处理后的渗滤液能够达到《生

活垃圾填埋场控制标准》GB16889-2008，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垃圾渗滤液深度净化工艺系统，由物化预处理分系统、生化处理

分系统和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组成；物化预处理分系统由渗滤液收集池1、进水提升泵2、袋

式过滤器3、混凝剂加药装置14、混凝反应槽4、絮凝剂加药装置15、絮凝反应槽5、沉淀槽6、

污泥池7、污泥加压泵8和压滤机9组成；生化处理分系统由调质槽10、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

21、生化提升泵11、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12、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13、一级回流泵

17、二级回流泵19、一级射流式曝气泵18、二级射流式曝气泵20和生化出水槽16组成；膜法

深度处理分系统由膜系统进水泵22、MBR子系统23、MBR清液箱24、NF进水泵25、NF子系统26、

NF清液箱27、RO进水泵28、RO子系统29、浓液箱30、DTRO进水泵31、DTRO子系统32、回灌槽33、

回灌泵34、淡水箱35、排放池36和巴歇尔流量槽37组成，MBR子系统23即外置式膜生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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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统、NF子系统26即纳滤系统、RO子系统29即反渗透系统，DTRO子系统32即碟管式反渗透

系统。

[0017] 如图1所示，物化预处理分系统通过过滤、混凝反应、絮凝反应和沉淀作用去除垃

圾渗滤液中的大颗粒杂物、悬浮物等，渗滤液收集池1内的渗滤液经进水提升泵2加压提升

进入袋式过滤器3，在袋式过滤器3中用精密滤袋拦截去除渗滤液中的大颗粒杂物，袋式过

滤器3的出水口与混凝反应槽4相连，混凝反应槽4的出水口与絮凝反应槽5相连，通过混凝

剂加药装置14向混凝反应槽4内加入橙药作为混凝剂，使渗滤液发生混凝反应，渗滤液中的

悬浮性污染物与混凝剂一起生成细小矾花，混凝反应槽4的出水口与絮凝反应槽5相连，渗

滤液经混凝反应后自流进入絮凝反应槽5，通过絮凝剂加药装置15向絮凝反应槽5内加入白

药作为絮凝剂，使渗滤液发生絮凝反应，先前的细小矾花与絮凝剂一起生成大矾花，絮凝反

应槽5的出水口与沉淀槽6相连，经絮凝反应后的渗滤液自流进入沉淀槽6内进行沉淀，沉淀

槽6的底部泥斗中沉淀的污泥进入污泥池7，污泥池7内的污泥通过污泥加压泵8输送至压滤

机9进行压滤脱水，本实施例中，压滤机9采用厢式压滤机，压滤机9的压滤水排至地沟，脱水

后的污泥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渗滤液在沉淀槽6上部形成上清液，自流进入生化处理系

统。

[0018] 如图1所示，生化处理分系统通过反硝化和硝化作用去除渗滤液中的大部分的总

氮污染物和氨氮污染物，沉淀槽6内的上清液进入调质槽10，在调质槽10内均质均量调质完

成后的渗滤液经生化提升泵11加压提升进入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2a，一级

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2a的出水口与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2b相连，

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2b的出水部分通过一级回流泵17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

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2a，其余部分进入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3a，通过反硝

化碳源加药装置21向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2a内加入反硝化碳源，使反硝化

微生物发生反硝化脱氮反应，去除渗滤液中大部分的总氮污染物，在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

应器的好氧段12b内，通过一级射流式曝气泵18向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2b内

充氧，硝化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使渗滤液中的氨氮污染物发生硝化反应，去除大部分氨氮

污染物，通过一级回流泵17使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2b的出水大流量回流到

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2a的进水端，保证反硝化反应正常进行；二级缺氧好氧

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3a的出水口与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3b相连，二级缺氧

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3b的出水部分通过二级回流泵19回流至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

器的缺氧段13a，其余部分进入生化出水槽16，所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3b

内沉淀的污泥排入污泥池7,通过反硝化碳源加药装置21向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

氧段13a内加入反硝化碳源，使反硝化微生物发生反硝化脱氮反应，再次去除渗滤液中的总

氮污染物，在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3b内，通过二级射流式曝气泵20向二级缺

氧好氧生化反应器13的好氧段内充氧，硝化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使渗滤液中的氨氮污染物

发生硝化反应，再次去除氨氮污染物，通过二级回流泵19使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

氧段13b的出水大流量回流到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缺氧段13a的进水端，保证反硝化

反应正常进行；二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的好氧段13b的出水自流进入生化出水槽16。

[0019] 如图1所示，膜法深度处理分系统通过多层过滤使渗滤液逐级净化，最终达到排放

标准，生化出水槽16的渗滤液通过膜系统进水泵22加压输送至MBR子系统23，渗滤液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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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污泥被MBR子系统23分离出来，并回流至一级缺氧好氧生化反应器12，MBR子系统23的出

水口与MBR清液箱24相连，经MBR子系统23处理后的渗滤液储存至MBR清液箱24，MBR清液箱

24内的渗滤液通过NF进水泵25加压输送至NF子系统26，通过NF子系统26的过滤作用，渗滤

液中的大分子有机物等污染物被有效去除，NF子系统26的浓水出口与浓液箱30相连，淡水

出口与NF清液箱27相连，NF清液箱27内的渗滤液通过RO进水泵28加压输送进入RO子系统

29，在RO子系统29内，渗滤液中残余的氨氮、总氮、总磷和小分子有机物等污染物被有效去

除，RO子系统29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35相连，浓水出口与浓液箱30相连，浓液箱30的浓液通

过DTRO进水泵31加压输送进入DTRO子系统32，在DTRO子系统32内，浓液被进一步浓缩，分离

为淡水和浓水，DTRO子系统32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35相连，浓水出口与回灌槽33相连，回灌

槽33的浓水通过回灌泵34输送到垃圾填埋场回灌处理，淡水箱35的出水口与排放池36相

连，在排放池36内设置有采样泵，通过采样泵将排放池36内水的水质进行采样检测，排放池

36的出水口与巴歇尔流量槽37相连，能够对排放量进行计量，经检测达标后排放池36内的

水即可自留进入巴歇尔流量槽37内计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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