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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餐厨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包括反应器

主体、缓冲罐、沼气阻火器、气水分离器，所述的

反应器主体的上端设有不锈钢结构的三相分离

器和反射挡板，三相分离器与反应器主体之间通

过数根支撑连接；所述的进水系统、布水系统为

无缝钢管，两者之间通过焊接连接，进水系统、布

水系统管末端均采用盲板封闭；所述的反应器主

体的顶部设有进水流量计、pH在线监测仪、压力

表、温度计、ORP在线检测仪、在线污泥浓度计、经

沼气流量计。本发明是一种餐厨污水处理效率

高、人力消耗低，安全事故发生率低的餐厨污水

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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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包括反应器主体(1)、缓冲罐(2)、沼气阻火器

(12)、气水分离器(11)，反应器主体(1)为圆柱状，底部为圆锥底状，反应器主体(1)壁和底

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面包裹100mm厚岩棉保温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器主体(1)的

上端设有不锈钢结构的三相分离器(5)和反射挡板(6)，三相分离器(5)与反应器主体(1)之

间通过数根支撑连接，反射挡板(6)与反应器主体(1)之间通过膨胀螺栓连接并辅以结构密

封胶密封连接；所述的进水系统(3)、布水系统(4)为无缝钢管，两者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并

通过数根斜支撑与反应器主体(1)连接固定，进水系统(3)、布水系统(4)管末端均采用盲板

封闭，与反应器主体(1)锥底通过膨胀螺栓连接；所述的反应器主体(1)的顶部设有进水流

量计(14)、pH在线监测仪(15)、压力表(16)、温度计(17)、ORP在线检测仪(18)、在线污泥浓

度计(19)、经沼气流量计(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

水系统(3)的下面1/3处内设有梅花形开孔，孔径为50mm，孔间距为3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布

水系统(4)呈“伞型”密布在进水系统(3)的下部，布水系统(4)通过穿孔支管与反应器外壁

(1)固定，布水系统(4)在靠近主管一侧开孔，从管始端至末端，开孔孔径依次增大，由孔径

30mm增大至40mm，孔间距为300mm，实现均匀无堵塞布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

相分离器(5)四周均匀设置八个喷淋头(7)，四个渣斗(7)经过管汇合后伸出反应器主体(1)

外，除渣系统(7)靠近反应器外壁(1)的一侧设有出水系统(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

相分离器(5)顶盖板上设置缓冲罐(2)，缓冲罐(2)通过进水泵和管道与进水系统(3)、布水

系统(4)连接，加热循环系统(9)的集水箱与三相分离器(5)顶盖之间为焊接连接，加热循环

管道从集水箱伸出三相分离器(5)顶盖板后，通过循环泵和管道与进水系统(3)连接，伸入

到进水系统3管道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沼

气阻火器(12)底部紧贴在三相分离器(5)顶盖上，沼气阻火器(12)通过沼气管道与三相分

离器(5)顶盖上人孔连接，三相分离器(5)顶盖与水体间形成集气室，沼气阻火器(12)与气

水分离器(11)之间通过沼气管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

水系统(8)为不锈钢溢流堰结构，出水系统(8)与反应器主体1之间通过膨胀螺栓连接，并通

过自流出水管与外部沉淀罐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

应器主体(1)的中下部设置污泥回流系统(10)，污泥回流系统(10)通过螺杆泵与外部出水

沉淀罐底部连接，在离反应器主体(1)壁一定距离设置取样口(13)，取样口(13)内设有分别

伸入到反应器主体(1)的上、中、下三层的三根取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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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餐厨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处理属于环保行业中的新兴领域，目前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业企业

数量不多，主流工艺为预处理+中温厌氧发酵，均存在餐厨污水处理的技术难题，餐厨污水

属于高浓度有机废水，具有含油量高、SS含量高、COD高、理化性质复杂等特点，餐厨污水特

性参数具体为：pH3-5，COD60000-100000mg/l,SS70000-90000mg/l，含油量3000-5000mg/l、

NH3-N600-1200mg/l，常规的污水处理工艺很难实现达标排放，若将餐厨污水排放至市政污

水管网，高含油量、高SS、高NH3-N将对生活污水处理厂造成极大的负荷冲击，导致生化处理

系统崩溃，故如何高效的处理餐厨污水，实现达标排放是餐厨垃圾处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难

题。

[0003] 目前国内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针对餐厨污水厌氧处理大多采用UASB、IC、MIC、CSTR

等反应器，且大多数采用中温(35±2℃)厌氧发酵，普遍存在对进水SS要求高(一般要求进

水SS小于3000mg/l)、有机负荷不高、酸抑制、沼气产量不稳定等技术瓶颈，本发明采用一种

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对固液分离后的餐厨污水进行高温(55±2℃)厌氧发酵，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证明本反应器能适应餐厨污水低pH、高SS、高COD、高含油等特性，具有

产沼气量大、COD去除率高、处理效果稳定等特点，适合在餐厨污水处理领域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餐厨污水处理效率低、排放未达标的问题。

[0005] 一种餐厨污水高温厌氧发酵的反应器，包括反应器主体1、缓冲罐2、沼气阻火器

12、气水分离器11，反应器主体1为圆柱状，底部为圆锥底状，反应器主体1壁和底部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外面包裹100mm厚岩棉保温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器主体1的上端设有不

锈钢结构的三相分离器5和反射挡板6，三相分离器5与反应器主体1之间通过数根支撑连

接，反射挡板6与反应器主体1之间通过膨胀螺栓连接并辅以结构密封胶密封连接；所述的

进水系统3、布水系统4为无缝钢管，两者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并通过数根斜支撑与反应器主

体1连接固定，进水系统3、布水系统4管末端均采用盲板封闭，与反应器主体1锥底通过膨胀

螺栓连接；所述的反应器主体1的顶部设有进水流量计14、pH在线监测仪15、压力表16、温度

计17、ORP在线检测仪18、在线污泥浓度计19、经沼气流量计20。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进水系统3的下面1/3处内设有梅花形开孔，孔径为50mm，孔间距

为300m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布水系统4呈“伞型”密布在进水系统3的下部，布水系统4通过穿

孔支管与反应器外壁1固定，布水系统4在靠近主管一侧开孔，从管始端至末端，开孔孔径依

次增大，由孔径30mm增大至40mm，孔间距为300mm，实现均匀无堵塞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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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三相分离器5四周均匀设置八个喷淋头7，四个渣斗7经过管汇合

后伸出反应器主体1外，除渣系统7靠近反应器外壁1的一侧设有出水系统8。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三相分离器5顶盖板上设置缓冲罐2，缓冲罐2通过进水泵和管道

与进水系统3、布水系统4连接，加热循环系统9的集水箱与三相分离器5顶盖之间为焊接连

接，加热循环管道从集水箱伸出三相分离器5顶盖板后，通过循环泵和管道与进水系统3连

接，伸入到进水系统3管道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沼气阻火器12底部紧贴在三相分离器5顶盖上，沼气阻火器12通

过沼气管道与三相分离器5顶盖上人孔连接，三相分离器5顶盖与水体间形成集气室，沼气

阻火器12与气水分离器11之间通过沼气管道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出水系统8为不锈钢溢流堰结构，出水系统8与反应器主体1之间

通过膨胀螺栓连接，并通过自流出水管与外部沉淀罐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反应器主体1的中下部设置污泥回流系统10，污泥回流系统10通

过螺杆泵与外部出水沉淀罐底部连接，在离反应器主体1壁一定距离设置取样口13，取样口

13内设有分别伸入到反应器主体1的上、中、下三层的三根取样管。

[0013]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本发明设有的厌氧发酵反应器结构，进水布水系统采用“伞型”结构，与常见的

一孔一管和一管多孔的布水结构相比，结构更简单，且能实现均匀布水，通过进水主管和布

水支管的水流对流形成涡旋水流，实现污水和微生物的充分混合与搅拌。

[0015] 2、本发明设有的三相分离器结构：通过在三相分离器顶盖四周设置八根沼气收集

管，可有效降低反应器内的压力，实现低压收集，降低了安全隐患。另外，在顶盖四周设置八

根高压水扫洗除浮渣喷淋管,定期进行罐内浮渣清除，有效避免反应器内浮渣累积引起了

的酸抑制现象。

[0016] 3、本发明设有的反应器的进水采用调速变频泵精准控制水量，沼气收集是通过压

力传感器控制反应器内压力在2.5MPa左右，当超过压力时，通过电信号控制自动启动沼气

风机向沼气气柜输送沼气。污泥排除通过在线污泥浓度计控制，当超过浓度时，自动开启污

泥泵向污泥脱水系统排除污泥。通过反应器上设置的pH在线监测仪12、压力表13、温度计

14、ORP在线检测仪15，可准确实时了解发酵罐的运行状态，调整进水量，整个运行过程基本

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减少了人力消耗，降低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图1A-A方向的剖面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图2B-B方向的剖面示意图。

[0020] 图中：1-反应器外壁、2-缓冲罐、3-进水系统、4-布水系统、5-三相分离器、6-反射

挡板、7-除渣系统、8-出水系统、9-加热循环系统、10-污泥回流系统、11-气水分离器、12-沼

气阻火器、13-取样口、14-进水流量计、15-pH在线检测仪、16-压力表、17-温度表、18-ORP在

线检测仪、19-在线污泥浓度计、20-沼气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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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实例。

[0022] 实施例1，污水首先进入缓冲罐2，其主要功能为均衡水量，实现反应器的慢速、连

续、稳定的进水，进水系统3采用变频调速泵向穿孔管进水，在进水主管下面1/3范围内梅花

形开孔，孔径为50mm，孔间距为300mm，周围呈“伞型”密布一圈穿孔支管布水系统4，穿孔支

管在靠近主管一侧开孔，从管始端至末端，开孔孔径依次增大，由孔径30mm增大至40mm，孔

间距为300mm，实现均匀无堵塞布水，同时在进水主管的水流向四周扩散和布水支管的出水

向主管中心扩散的对流作用下形成涡旋水流，实现反应器内微生物与物料的充分混合接

触，水流依次经过污泥床、污泥悬浮层、三相分离器及出水区，在反应器下部1/3高度完成大

部分有机物的降解，反应器中的水体整体呈现推流式，当反应器产气量较大时呈完全混合

式，微小沼气气泡在上升过程中相互结合形成较大气泡，将污泥颗粒携带至三相分离器5，

在三相分离器部分，污水、沼气、污泥三相分离，上升的沼气气泡遇到反射挡板6后气泡破

裂，折向集气室而被有效的分离排出，在重力作用下泥水发生分离，绝大部分污泥通过污泥

回流系统10返回到污泥区，使反应器内部维持足够的微生物浓度，污水澄清后经出水堰流

出，沼气经气水分离器10后对水分排除后，经沼气流量计20计量后，进入沼气阻火器11，最

终进入沼气收集处理系统。厌氧发酵过程中，对pH、ORP、温度、压力、污泥浓度、沼气量的控

制至关重要，是反应器日常运行的关键参数，故在三相分离器顶盖部分设置上清液回流加

热循环系统9，为维持发酵罐的高温(55±2℃)环境，设置加热循环系统9，一方面起到补充

损失的热量和维持反应器的高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起到水力搅拌的作用，将上层清液加

热后通过循环泵打入反应器中下部，可使反应器内微生物和物料混合更均匀，有利于缓解

物料不均匀带来的酸抑制现象。随着反应器运行时间延长，污泥会随着出水大量的流失，故

设置污泥回流系统，反应器出水自流进入沉淀罐再次进行泥水分离，底层污泥通过螺杆泵

回流至反应器中下部，用来维持反应器内污泥浓度。在三相分离器顶盖下设置一个长1.2m、

宽0.5m、高1.5m的集水箱，集水箱壁底以上0.5m范围内四面开孔，孔径为100mm，孔间距为

150mm，一方面用于及时补充反应器高温发酵散发热量，另一方面有助于物料的水力搅拌，

另外，设置进水流量计14、pH在线监测仪15、压力表16、温度计17、ORP在线检测仪18、在线污

泥浓度计19等仪器，以便于随时监控和掌握反应器的发酵动态。

[0023] 工作原理：

[0024] 污水首先进入进水布水系统，均匀分布在反应器的中下层的各个部位，与高浓度

的微生物充分混合接触，在降解有机物的同时产生大量沼气，使污泥层呈现出沸腾和流化

状态，部分絮状污泥在沼气的搅拌和夹带作用下，上升至水面形成污泥悬浮层，部分沉淀性

能好的污泥则返回反应器中下部形成高浓度的污泥床，污泥悬浮层遇到反射挡板或折板

后，气体向集气室聚集而被分离排出，污泥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泥水分离，污水经溢流堰排

出，实现污水、污泥、气体的三相分离。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沼气的搅拌作用，以及加热循

环系统的蒸汽带动下，污水中的渣类、动植物油类易相互碰撞聚结呈颗粒状浮渣，漂浮在反

应器水面上，造成出水水质的恶化，故在三相分离器顶盖四周均匀设置八个喷淋头和4个渣

斗，定期开启8个喷淋头，使用自来水由反应器四周向中心扫洗，渣斗四周均匀设置缺口，扫

洗的渣在水力的作用下，向渣斗聚集流出，实现反应器浮渣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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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设置加热循环系统，一方面起到补充损失的热量和维持反应器的高温环境作用；

另一方面起到水力搅拌的作用，将上层清液加热后通过循环泵打入反应器中下部，可使反

应器内微生物和物料混合更均匀，有利于缓解物料不均匀带来的酸抑制现象。随着反应器

运行时间延长，污泥会随着出水大量的流失，故设置污泥回流系统，反应器出水自流进入沉

淀罐再次进行泥水分离，底层污泥通过螺杆泵回流至反应器中下部，用来维持反应器内污

泥浓度。

[0026] 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上”、“下”、“左”、“右”指示的方位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仅

是为了便于描述发明而不是要求发明必须以特定的方位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发明的限

制。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发

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

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

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发

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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