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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属

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该方法包括：(1)OAO单元，

垃圾渗滤液中的难降解有机物通过OAO单元降解

一部分较易生化降解有机物，通过硝化降解氨氮

和碱度，通过反硝化去除总氮，pH从8.5降至7左

右；(2)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酸化气浮沉淀去

除垃圾渗滤中的大部分腐殖质类物质，显著降低

CODCr负荷；(3)芬顿氧化及混凝沉淀单元，(4)AO

+MBR，通过硝化反硝化实现垃圾渗滤液的达标排

放。本发明适用于中老龄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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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垃圾渗滤液进入在O1池与O2池回流液、MBR浓水混合，通过强曝气，实现氨氮部分挥

发，去除易降解有机物部分，溶解氧DO  5～8mg/L，反应时间3～10h，pH  7.5～8.5；

(2)步骤(1)O1池的混合液自流进入A1池，通过反硝化去除部分总氮，溶解氧0.5～

1.0mg/L，HRT  5～12h；

(3)步骤(2)的上清液进入O2池，通过好氧氧化降解部分CODCr和大部分氨氮，硝化液回

流至O1池，；

(4)步骤(3)的混合自流进入沉淀池，实现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O2池；

(5)步骤(4)的上清液自流进入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加酸调节pH至1～4，并投加混

凝剂，大量上浮污泥通过气浮刮渣去除，少量沉淀污泥通过池底排泥去除；

(6)步骤(5)出水自流进入Fenton反应单元，投加亚铁溶液并充分搅拌后投加双氧水，

双氧水投加量0.3～1.5CODCr  mol，Fe2+/H2O2约1:1～1:10，反应时间30～150min；

(7)步骤(6)出水加碱调节pH至6～8，终止芬顿反应，促进双氧水分解，并投加混凝剂搅

拌混匀后自流入沉淀池；

(8)步骤(7)出水自流进入二级AO+MBR系统，在A2池中与MBR回流硝化液发生反硝化反

应，降低硝态氮及亚硝态氮及部分CODCr；混合液在O3及MBR系统中通过好氧硝化降低CODCr

及氨氮，实现达标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O1采用强制曝

气，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5～8mg/L，反应时间3～10h，进水pH7.5～8.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1采用缺氧，

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缺氧池、厌氧反应塔；DO  0.1～1mg/L，反应时间5～15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O2采用好氧，

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0.5～2mg/L，反应时间10～30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采

用稀盐酸、稀硫酸、柠檬酸等调节pH至1～4；投加混凝剂，采用弱曝气或不曝气气浮，单独采

用气浮机和沉淀池，或气浮沉淀复合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Fenton试剂采

用氯化亚铁、硫酸亚铁或零价铁，采用工业双氧水；采用氢氧化钠、石灰等调节pH值至6～8，

采用沉淀池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辐流式沉淀池、高密度沉淀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O+MBR采用浸

没式或者外置式超滤MBR。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的混

凝剂，包括但不限于PAM，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铁等。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的混

凝剂，包括但不限于PAM，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铁等。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采

用OAO单元，垃圾渗滤液原水在O1通过与O2硝化液及MBR浓水混合，并强制曝气，通过稀释、

曝气及硝化污泥的作用降低氨氮、碱度，在O2利用原水中易降解有机物作为碳源，通过反硝

化脱氮；在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投加酸调节pH  1～4，析出大量腐殖质类大分子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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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气浮及沉淀去除，实现CODCr的去除率40％～60％，同时实现脱碳有利于后续芬顿氧化；

经过Fenton氧化，CODCr降低50～60％，CODCr可降至200～500mg/L，CODCr综合去除率90％以

上，显著降低二级AO及MBR的CODCr负荷和可生化性，经AO+MBR处理后可达标排放，不需要纳

滤或RO，避免产生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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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是一种高浓度有机废水，同时具有高氨氮、高色度的特点。垃圾渗滤液

组分复杂，含低分子量的脂肪酸，中等分子量的灰黄酶酸及高分子量的类腐殖酸类物质，其

污染物特征与垃圾填埋场的年限及生活垃圾的组分有关。根据年限分为年轻填埋场和老

龄，其中年轻填埋场的渗滤液pH较低，5～7，CODCr极高，每升CODCr含量高达几十万毫克，氨

氮较低，可生化性较好，有机物主要以挥发性脂肪酸为主，通常采用生化处理可获得较好的

处理效果；而老龄填埋场渗滤液偏碱性，通常pH7.5～8.6，CODCr通常较低，每升CODCr含量几

千～几万毫克，BOD5极低，通常每升BOD5含量在几十～几百毫克，氨氮较高，每升含量几百～

几千毫克，有机物通常以腐殖质为主，可生化性极差，通常需采用物理化学方法或物化和生

化处理耦合技术才能实现达标排放。

[0003] 垃圾渗滤液中除含有高浓度有机物、氨氮以外，还有大量重金属，色度高，直接排

放至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果直接排放至下水管网，会影响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因

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对该废水进行处理。

[0004] 目前，国内垃圾渗滤液的主流处理方法有：1、AO或二级AO+多级膜工艺，即先通过

外置式MBR提高污泥龄及污泥浓度，提高CODCr、氨氮及总氮的生化去除效果，再通过纳滤或

RO截留去除有机物，实现CODCr、氨氮及总氮的达标排放；2、蝶式膜工艺DTRO。

[0005] 其中“AO或二级AO+多级膜工艺”，由于生化反硝化较差，总氮难以达标，且产生大

量RO浓水，通常采用回灌填埋场的方式处理，导致填埋场渗滤液的TDS及难降解有机积累；

而蝶式膜工艺则没有实现污染物的去除，全部以浓水的形式回灌，随着时间推移，填埋场的

中渗滤液的盐度越来越高，影响填埋场及其渗滤液的生化处理效果，最终污染物浓度积累。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目前老龄填埋场渗滤液可生化性差，膜工艺产生浓水的问题，本发明针

对老龄填埋场渗滤液提供一种能够实现废水达标排放，同时不产生浓水的处理方法。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垃圾渗滤液进入在O1池与O2池回流液、MBR浓水混合，通过强曝气，实现氨氮部

分挥发，去除易降解有机物部分，溶解氧DO  5～8mg/L，反应时间3～10h，pH  7.5～8.5；

[0010] 2、步骤1中O1池的混合液自流进入A1池，通过反硝化去除部分总氮，溶解氧0.5～

1.0mg/L，HRT  5～12h；

[0011] 3、步骤2的上清液进入O2池，通过好氧氧化降解部分CODCr和大部分氨氮，硝化液回

流至O1池，；

[0012] 4、步骤3的混合自流进入沉淀池，实现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O2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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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5、步骤4的上清液自流进入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加酸调节pH至1～4，并投加混

凝剂，大量上浮污泥通过气浮刮渣去除，少量沉淀污泥通过池底排泥去除。

[0014] 6、步骤5出水自流进入Fenton反应单元，投加亚铁溶液并充分搅拌后投加双氧水，

双氧水投加量0.3～1.5CODCr  mol，Fe2+/H2O2约1:1～1:10，反应时间30～150min；

[0015] 7、步骤6出水加碱调节pH至6～8，终止芬顿反应，促进双氧水分解，并投加混凝剂

搅拌混匀后自流入沉淀池；

[0016] 8、步骤7出水自流进入二级AO+MBR系统，在A2池中与MBR回流硝化液发生反硝化反

应，降低硝态氮及亚硝态氮及部分CODCr；混合液在O3及MBR系统中通过好氧硝化降低CODCr

及氨氮，实现达标排放。

[0017] 作为优选，所述O1采用强制曝气，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5～8mg/L，反

应时间3～10h，进水pH7.5～8.5。

[0018] 作为优选，所述A1采用缺氧，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缺氧池、厌氧反应塔；DO  0 .1～

1mg/L，反应时间5～15h。

[0019] 作为优选，所述O2采用好氧，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0.5～2mg/L，反应

时间10～30h。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中采用稀盐酸、稀硫酸、柠檬酸等调节pH至1～4；投加混凝

剂，采用弱曝气或不曝气气浮，单独采用气浮机和沉淀池，或气浮沉淀复合装置；

[0021] 作为优选，所述Fenton试剂采用氯化亚铁、硫酸亚铁或零价铁，采用工业双氧水；

采用氢氧化钠、石灰等调节pH值至6～8，采用沉淀池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辐流式沉淀池、高密

度沉淀池。

[0022] 作为优选，所述AO+MBR采用浸没式或者外置式超滤MBR。

[002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的混凝剂，包括但不限于PAM，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铁等；

[002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7的混凝剂，包括但不限于PAM，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聚合

氯化铁等。

[0025] 本发明OAO(厌氧—缺氧—好氧)单元，垃圾渗滤液原水在O1通过与O2硝化液及MBR

浓水混合，并强制曝气，通过稀释、曝气及硝化污泥的作用降低氨氮、碱度，在O2利用原水中

易降解有机物作为碳源，通过反硝化脱氮；在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投加酸调节pH  1～4，

析出大量腐殖质类大分子有机物，通过气浮及沉淀去除，实现CODCr的去除率40％～60％(与

有机物中腐殖酸类有机物的比例有关)，同时实现脱碳有利于后续芬顿氧化；经过Fenton氧

化，CODCr降低50～60％，CODCr可降至200～500mg/L，CODCr综合去除率90％以上，显著降低二

级AO及MBR的CODCr负荷和可生化性，经AO+MBR处理后可达标排放，不需要纳滤或RO，避免产

生浓水。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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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参看如图1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方法如下：

[0030] 垃圾渗滤液进入在O1池与O2池回流液、MBR浓水混合，通过强曝气，实现氨氮部分

挥发，去除易降解有机物部分，溶解氧DO  5～8mg/L，反应时间3～10h，pH  7.5～8.5；O1池的

混合液自流进入A1池，通过反硝化去除部分总氮，溶解氧0.5～1.0mg/L，HRT  5～12h；得到

的上清液进入O2池，通过好氧氧化降解部分CODCr和大部分氨氮，硝化液回流至O1池；再进入

沉淀池，实现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O2池，上清液自流进入酸化气浮沉淀单元，通过

加酸调节pH至1～4，并投加混凝剂，大量上浮污泥通过气浮刮渣去除，少量沉淀污泥通过池

底排泥去除，且出水自流进入Fenton反应单元，投加亚铁溶液并充分搅拌后投加双氧水，双

氧水投加量0.3～1.5CODCr  mol，Fe2+/H2O2约1:1～1:10，反应时间30～150min；将出水加碱

调节pH至6～8，终止芬顿反应，促进双氧水分解，并投加混凝剂搅拌混匀后自流入沉淀池；

出水自流进入二级AO+MBR系统，在A2池中与MBR回流硝化液发生反硝化反应，降低硝态氮及

亚硝态氮及部分CODCr；混合液在O3及MBR系统中通过好氧硝化降低CODCr及氨氮，实现达标

排放。

[0031] 其中，所述O1采用强制曝气，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5～8mg/L，反应时

间3～10h，进水pH7.5～8.5。所述A1采用缺氧，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缺氧池、厌氧反应塔；DO 

0.1～1mg/L，反应时间5～15h。所述O2采用好氧，包括但不限于曝气塔，曝气池；DO  0.5～

2mg/L，反应时间10～30h。

[0032] 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水质指标不作为本发明的限定。某垃圾填

埋场厂渗滤液的水质条件如下：

[0033] 表1某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水质参数

[0034]

[0035] 采用OAO+酸化气浮沉淀+AO+MBR工艺，设计处理规模100t/d。经OAO单元处理后

CODCr  2620mg/L，氨氮～600mg/L，TN  800mg/L；酸化气浮沉淀单元出水CODCr  1040mg/L，氨

氮550mg/L，TN  800mg/L；而MBR出水CODCr  80mg/L、氨氮10mg/L，TN  30mg/L。达到《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的排放标准。

[0036] 由以上数据表可以得知，本发明针对老龄填埋场渗滤液的处理方法，能够有效将

渗滤液处理到排放标准，且不产生RO浓水。

[0037]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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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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