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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包括预处理单元、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二级流

化床处理单元，预处理单元用于对垃圾渗滤液进

行预处理，以去除无机杂质；一级流化床处理单

元和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均包括依次连接的好

氧流化床和厌氧流化床，好氧流化床用于去除有

机污染物并将氨氮转化成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厌

氧流化床用于将亚硝态氮和硝态氮转化成氨氮

并去除；好氧流化床和厌氧流化床内的载体采用

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

有效体积的8％～40％。该系统不涉及膜系统，可

以避免膜系统更换、膜浓缩液处理等问题，流化

床中的载体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剩余污泥

排放量较少，有利于缓解剩余污泥后续处理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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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处理单元、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二

级流化床处理单元，

预处理单元用于对垃圾渗滤液进行预处理，以去除无机杂质；

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和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均包括依次连接的好氧流化床和厌氧流

化床，好氧流化床用于去除有机污染物并将氨氮转化成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厌氧流化床用

于将亚硝态氮和硝态氮转化成氨氮并去除；

其中，好氧流化床和厌氧流化床内的载体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载体的投加体积

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8％～4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流化床以气体为动

力使载体流化，溶解氧为4～8mg/L，反应时间为8～24h，pH为7.5～8.5，包埋压滤污泥的载

体经过7～28d的驯化，外层富集好氧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流化床以污水为动

力使载体流化，反应时间为12～24h，pH为7.5～8.5，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经过14～28d的驯

化，内部富集厌氧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滤污泥的含水率为

75％～90％。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单

元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凝沉淀、水解酸化的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高级氧

化处理单元，其布置在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和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之间或者二级流化床处

理单元之后，用于将难降解的有机物转换成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级氧化处理单元的处

理方式选自臭氧氧化、Fenton氧化、类Fenton氧化、催化湿式氧化、电化学氧化中的至少一

种。

8.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介质

填料过滤单元，用于对出水进行过滤或吸附，以实现出水达标排放。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介质填料过滤单元中

的填料为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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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

体与流化床相结合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成分复杂。渗滤液的污染成分包括有机物、无机离子和营养物质。其中

主要是氨氮和各种溶解态的离子、重金属、酚类、可溶性脂肪酸及其他有机污染物。

[0003] 垃圾渗滤液一般采用“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预处理的主要目的

是去除无机杂质，降低污染物浓度或改善渗滤液后续水质，一般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凝沉

淀等。生物处理单元处理对象主要是可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氮、磷等渗滤液中的主要污

染物，一般采用膜生物反应器(MBR)。深度处理的处理对象主要是经生物处理后未去除的难

生物降解有机物、溶解盐等，一般采用纳滤、反渗透等膜法，高级氧化及吸附法。

[0004] 但在上述组合工艺中，相应的处理系统由于采用了膜处理相关工艺，会存在以下

问题：(1)MBR膜管理复杂，运行成本较高，无论是外置式还是内置式膜组件都容易产生膜污

染、膜堵塞的问题。特别是活性污泥性状不好的时候，膜堵塞的问题更加严重。(2)MBR膜在

截留活性污泥的同时，截留了大量有毒物质和微生物代谢产物，上述物质的大量积累不利

于出水COD的降低。(3)膜过滤只是一个将污染物转移到浓缩液中的物理过程，浓缩液处理

困难，不利于全量化处理，且膜更换频率较高，运行成本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系统，基于包埋压滤

污泥的载体与流化床相结合的技术，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全量化处理。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二级流化床处

理单元和高级氧化单元，

[0007] 预处理单元用于对垃圾渗滤液进行预处理，以去除无机杂质；

[0008] 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和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均包括依次连接的好氧流化床和厌

氧流化床，好氧流化床用于去除有机污染物并将氨氮转化成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厌氧流化

床用于将亚硝态氮和硝态氮转化成氨氮并去除；

[0009] 其中，好氧流化床和厌氧流化床内的载体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载体的投加

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8％～40％。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制作材料包括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二氧

化硅和压滤污泥，其质量比为：4.5～8.5:0.4～0.85:0.4～0.8:5～20。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好氧流化床以气体为动力使载体流化，溶解氧为4～8mg/L，反

应时间为8～24h，pH为7.5～8.5，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经过7～28d的驯化，外层富集好氧

菌。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厌氧流化床以污水为动力使载体流化，反应时间为12～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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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为7.5～8.5，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经过14～28d的驯化，内部富集厌氧菌，以反硝化细菌

为主。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压滤污泥的含水率为75％～90％。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预处理单元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凝沉淀、水解酸化中的至少

一种。

[001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该系统还包括高级氧化处理单元，其布置在一级流化床处理

单元和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之间或者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之后，用于将难降解的有机物转

换成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

[001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高级氧化处理单元的处理方式选自臭氧氧化、Fenton氧化、类

Fenton氧化、催化湿式氧化、电化学氧化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多介质填料过滤单元，用于对出水进行过滤或吸附，以

实现出水达标排放。

[001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多介质填料过滤单元中的填料为活性炭。

[001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活性炭的平衡吸附量为50mgCOD/g活性炭。

[0020]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流化床处理单元中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与流化床相结合的技术，避免了

因采用膜系统带来的膜堵塞、膜系统更换、膜浓缩液处理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处理成本，并

提高了工艺稳定性。

[0022] (2)流化床处理单元中的载体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一方面可降低载体的制

作成本，另一方面还能改善传质性能，提高工艺处理能力。固定化载体为压滤污泥中的微生

物提供了附着和保护空间，且易于实现固液分离，因此，经本发明处理后的剩余污泥排放量

较少，有利于缓解剩余污泥后续处理的问题。

[0023] (3)可根据待处理的垃圾渗滤液及工况情况，串联多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以实现垃

圾渗滤液的达标排放。

[0024] (4)还可将高级氧化处理单元集成到该处理系统，将难降解的有机物转换成易于

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提高可生化性。

[0025] (5)还可将活性炭吸附单元集成到该处理系统，进一步去除流化床处理单元出水

中的有机污染物和某些无机物。

[0026] (6)可将垃圾渗滤液处理后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规定的排放标准，实现垃圾渗滤液全量化处理。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实施例中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的工艺流程图；

[0028] 图2为实施例中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的流化床处理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A-好氧流化床；B-厌氧流化床；1-进水泵；2-曝气装置；3-微孔曝气头；4-包

埋压滤污泥的载体；5-好氧流化床出水口；6-厌氧流化床进水口；7-循环泵；8-厌氧流化床

出水口；9-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10-循环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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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1] 结合图1和图2所示，实施例中公开一种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与流化床相结合

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高级氧化处理单元、二级

流化床处理单元和活性碳吸附单元。各处理单元具体设置如下：

[0032] 预处理单元先将垃圾渗滤液进行预处理，以去除无机杂质，降低污染物浓度，提高

可生化性。预处理单元具体可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凝沉淀、水解酸化中的一种或几种处理

方式。其中，厌氧生物处理可采用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法(UASB)、上流式厌氧过滤床法(UBF)、

内循环厌氧反应(IC)等工艺及其改良工艺。

[0033] 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包括好氧流化床和厌氧流化床，预处理后的出水从下部进入

好氧流化床后从上部出水，并从下部进入厌氧流化床后从上部出水。各流化床内的载体均

采用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8％～40％。载体投加体积

占比的确定需综合考虑传质性能、处理污水的浓度、温度、pH、成本等因素占比太低达不到

处理效果，占比太高则不利于氧气传质且载体在流化床里容易成团，失去处理效果。

[0034] 其中，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制作材料为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二氧化硅、压滤污泥。

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二氧化硅、压滤污泥的质量比为：4.5～8.5:0.4～0.85:0.4～0.8:5～

20。压滤污泥的含水率为75％～90％。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制作步骤为：将聚乙烯醇、海藻

酸钠、二氧化硅按质量比例加热溶解成胶体，溶解时间控制在2～12h；将溶解后的胶体冷却

至40℃以下，加入压滤污泥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均匀的胶体在饱和硼酸溶液中进行

造粒，并固定12～24h，形成直径为3～6mm的球状载体。此外，载体还需经驯化才能达到处理

效果，即先用低浓度的废水作为进水，再逐步提高废水浓度。具体驯化条件可根据不同处理

要求进行选择。

[0035] 其中，好氧流化床底部设置微孔曝气头或其他可以达到同等作用效果的曝气装

置，以气体为动力使载体流化。好氧流化床内，溶解氧控制在4～8mg/L，反应时间控制在8～

24h，pH控制在7.5～8.5。包埋压滤污泥的载体经过7～28d的驯化，外层富集了好氧菌，去除

有机污染物并把氨氮转化成亚硝态氮和硝态氮。

[0036] 其中，厌氧流化床设以污水为动力使载体流化，好氧流化床的出水从下部进入厌

氧流化床，循环水从流化床上部的循环出水口由循环泵抽出，由底部喷入，推动厌氧流化床

反应器中载体上升，达到厌氧流化床上部的分离区后重力沉降，到达厌氧流化床反应器底

部后再次上升，依次循环。厌氧流化床内，反应时间控制在12～24h，pH控制在7.5～8.5。包

埋压滤污泥的载体经过14～28d的驯化，内部富集厌氧菌，以反硝化细菌为主，把亚硝态氮

和硝态氮转化成氨氮去除。

[0037] 高级氧化处理单元，可选择臭氧氧化、Fenton氧化、类Fenton氧化、催化湿式氧化、

电化学氧化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将将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的出水中难降解的有机物

转换成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提高可生化性。

[0038] 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的结构设置等具体要求同一级流化床，可根据具体工况进行

相应的调整，用于对高级氧化处理单元的出水进一步去除氨氮和有机物。

[0039] 活性炭吸附单元，用于对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的出水进行活性炭吸附，以实现达

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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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基于实施例中公开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下面给出两个具体实施例加以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采用本系统处理某垃圾渗滤液，COD为4000～5000mg/L，NH3-N为1000～1800mg/L，

pH为7～8。该股废水经UASB反应器预处理，预处理出水从底部进入好氧流化床后从好氧流

化床上部出水，并从下部进入厌氧流化床后从厌氧流化床上部出水。好氧流化床有效容积

28L，投加载体5.6L，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20％；厌氧流化床有效容积28L，

投加载体2.8L，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10％。载体包埋的污泥取自南京某工

业污水处理厂压滤后的污泥，污泥含水率90％载体制作材料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二氧化

硅、压滤污泥的质量比为5.5:0.45:0.5:20，载体驯化时间为20d。好氧流化床溶解氧4mg/L，

pH维持在7.5～8.5，反应时间24h；厌氧流化床的pH维持在7.5～8.5，反应时间为24h。一级

流化床出水经Fenton氧化，H2O2与COD的质量比为2:1，Fe2+与H2O2的摩尔比为2:1，调节pH为

2，停留时间4h。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与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设置相同。二级流化床出水经

活性炭吸附，活性炭设计平衡吸附量为50mgCOD/g活性炭。

[0043] 采用以上工艺条件，渗滤液原水及经各处理单元出水的水质见附表1。

[0044] 附表1某垃圾渗滤液处理情况表

[0045]

[0046] 实施例2：

[0047] 采用本本系统处理某垃圾填埋场渗滤液，COD为5000～6000mg/L，NH3-N为1500～

1800mg/L，pH为7～8。该股废水经UASB反应器预处理，预处理出水从底部进入好氧流化床后

从好氧流化床上部出水，并从下部进入厌氧流化床后从厌氧流化床上部出水。好氧流化床

有效容积28L，投加载体8.4L，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30％；厌氧流化床有效

容积28L，投加载体2.8L，载体的投加体积占流化床有效体积的10％。载体包埋的污泥取自

南京某工业污水处理厂压滤后的污泥，污泥含水率90％，载体制作材料聚乙烯醇、海藻酸

钠、二氧化硅、压滤污泥的质量比为5.5:0.45:0.5:10，载体驯化时间为25d。好氧流化床溶

解氧4mg/L，pH维持在7.5～8.5，反应时间18h；厌氧流化床pH维持在7.5～8.5，反应时间为

24h。一级流化床出水经O3/H2O2深度氧化，O3与COD的质量比控制在3:1，双氧水用量0.5～

1％。深度氧化后，进入二级流化床处理单元与一级流化床处理单元设置相同。二级流化床

出水经活性炭吸附，活性炭设计平衡吸附量为50mgCOD/g活性炭。原水及各处理单元出水水

质见附表2。

[0048] 附表2某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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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从以上两个具体实施例可以看出，采用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均可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2规定的排放标准，且无浓缩液

产生，实现了垃圾渗滤液全量化处理，且剩余污泥产生量非常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算。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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