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76800.8

(22)申请日 2019.11.26

(71)申请人 广州桑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丰路31号G5-416房

(72)发明人 李小琴　康佑军　王宏菊　姚谋清　

徐成龙　谭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科沃园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416

代理人 徐莉

(51)Int.Cl.

C02F 9/14(2006.01)

C02F 103/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

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预处理、第一沉淀处理、生化处理、第二沉淀处

理、中间水处理、深度处理和消毒排水处理；其

中，所述预处理包括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处

理，用于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所述

深度处理包括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所

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预处理的方法能够提高垃

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经处理后的垃圾渗滤

液的各项指标均满足排放标准，且该方法具有低

投资和低运营成本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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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预处理、第一沉淀

处理、生化处理、第二沉淀处理、中间水处理、深度处理和消毒排水处理；

其中，所述预处理包括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处理，用于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

处理性；

所述深度处理包括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化处理包括

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

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预处理：将垃圾渗滤液依次进行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处理，即得预处理液；

S2第一沉淀处理：在步骤S1的预处理液中投加碱至pH值为7～11，依次投加PAC和PAM，

将预处理液排放至所述第一沉淀池，沉淀处理1～10h，分层即得第一上清液和第一下部污

泥；

S3生化处理：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依次进行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即得二

级生化处理液；

S4第二沉淀处理：将步骤S3的二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沉淀池中，曝气并投加PAM，

曝气结束后，沉淀2～5h，即得第二上清液和第二下部污泥；

S5中间水处理：将步骤S4的第二上清液排放至中间水池中，曝气并加碱至pH值为7～11

后，即得中间水处理液；

S6深度处理：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依次进行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即得深

度处理液；

S7消毒排水处理：采用二氧化氯对步骤S6的深度处理液进行消毒处理后，得到清水，并

将清水排放至清水池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电解塔

内填充有FCM-Ⅳ铁碳微电解材料；

所述微电解处理包括：微电解塔内收集足够的垃圾渗滤液后，曝气，再投加硫酸至pH值

为1～6，微电解处理1～10h，即得微电解处理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光催化处

理包括：紫外光催化系统收集足够的所述微电解处理液后，投加双氧水，再开启紫外光催化

系统进行处理，即得预处理液。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一

级生化处理包括第一厌氧处理和第一好氧处理；

所述一级生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排放至第一厌氧池中，进行15～36h的

厌氧生化处理后，进入第一好氧池，曝气，进行15～36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一级生化处理

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二

级生化处理包括第二厌氧处理和第二好氧处理；

所述二级生化处理包括：将一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厌氧池中，进行15～36h的厌氧

生化处理后，进入第二好氧池，曝气，进行15～36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二级生化处理液。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污泥压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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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所述污泥压滤处理包括：将步骤S2的所述第一下部污泥和步骤S4的第二下部污泥进

行压滤处理，得到压滤后的清水和干污泥，再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步骤S3的生化池中。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6中，所述臭

氧催化氧化塔内填充有SAO3臭氧催化剂，且臭氧催化氧化塔还配置有臭氧发生器；

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排放至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

开启臭氧发生器，进行1～10h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即得臭氧处理液。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发生器的

产量P为：

P＝a×Q×COD

其中，a为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2；Q的单位为m3/h，代表废水进入臭氧催化氧化塔的

流速；COD的单位为mg/L，代表废水进出臭氧催化氧化塔前后的化学需氧量的变化。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6中，所述

BAF处理包括BAF一级BAF处理和BAF二级BAF处理；

所述BAF处理包括：将所述臭氧处理液排放至一级BAF，进行15～37h的曝气处理后，排

放至二级BAF，进行15～37h的曝气处理，即得深度处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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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是指垃圾填埋场垃圾中原来所含有的水分，或者经过雨雪之后所渗出

的水分，或者垃圾焚烧之前所堆放的垃圾渗出的水分。垃圾渗滤液的主要特点是含有高浓

度的有机污染物，多种重金属离子等，通常情况下，垃圾渗滤液都有很深的颜色和高度难闻

的气味。

[0003] 国内垃圾填埋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渗滤液处理困难，污染严重。国内通行的处理

垃圾渗滤液的方法是采用生化+反渗透的方法。发明人发现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新建垃

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可生化性相对较好，对于建设年代相对较长，比如投入运行时间超

过十年的垃圾填埋场，垃圾中的中可生化部分废物基本上都已经发生了厌氧-好氧-厌氧等

过程，这种情况下的垃圾渗滤液基本上已经不可能通过直接生化处理的方法进行污染物降

解了。

[0004] 此外，反渗透本身的缺点是：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高昂，同时，堵膜等引起的膜报

废等问题实质上使污水处理领域现有的反渗透膜(设施)基本上都处于半瘫痪状态。而且，

反渗透在处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高含盐、无法生化处理且不能直接排放而需要使用蒸发处

理的高含盐废水。蒸发处理设备价格昂贵，维护及使用难度大，吨水蒸发成本高。即使结合

以上种种方法，传统的生化+反渗透的方法也很难实现垃圾渗滤液的连续达标排放。目前，

采用低投资及低运营成本非膜法处理垃圾渗滤液，并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

准(GB16889-2008)》所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实现达标排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投资和低运营成本的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该方法能

够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经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的各项指标均满足排放标准。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预处理、第一沉淀处理、生化处理、第二沉淀处理、中间水处理、深度处理和消毒排水

处理；其中，所述预处理包括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处理，用于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

处理性；所述深度处理包括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

[0007] 本发明中，依次使用微电解处理(也称铁碳微电解技术)和紫外光催化处理，二者

协同作用，一方面能够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大幅度改善生化处理的处理效果，

另一方面也能够直接降低垃圾渗滤液的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学需氧量)值；同

时，铁碳微电解反应过程中产生的Fe2+也能够作为紫外光催化处理的催化剂，实现了Fe2+的

再次利用，并降低了处理成本，达到一举两得的技术效果。

[0008] 而且，微电解处理能够实现垃圾渗滤液中重金属离子的直接降解，其中，一部分重

金属离子可以通过还原除去，另一部分可以通过后续的絮凝沉淀除去。而且微电解处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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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还具有直接降低垃圾渗滤液中磷酸根的作用，因而可以实现垃圾渗滤液中污染物磷的降

解作用。在微电解处理后，引入紫外光催化，还能够实现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高效快速降

解。

[0009] 进一步，臭氧催化氧化处理的运用，既能够进一步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能，

也能够直接实现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降解。废水中不可生化处理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经过臭

氧催化氧化后，使之具有了可生化降解的能力，进而为后续的BAF(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曝气生物滤池)处理提供了保障。

[0010] 另外，本发明采用非膜法处理，设备投入成本低，处理过程中，无需涉及反渗透，不

会出现堵膜等现象，投资及运营成本低。

[0011] 优选地，所述生化处理包括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

液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预处理：将垃圾渗滤液依次进行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

处理，即得预处理液；S2第一沉淀处理：在步骤S1的预处理液中投加碱至pH值为7～11，依次

投加PAC(poly  aluminum  chloride，聚合氯化铝)和PAM(polyacrylamide，聚丙烯酰胺)，将

预处理液排放至所述第一沉淀池，沉淀处理1～10h，分层即得第一上清液和第一下部污泥；

S3生化处理：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依次进行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即得二级生

化处理液；S4第二沉淀处理：将步骤S3的二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沉淀池中，曝气并投加

PAM，曝气结束后，沉淀2～5h，即得第二上清液和第二下部污泥；S5中间水处理：将步骤S4的

第二上清液排放至中间水池中，曝气并加碱至pH值为7～11后，即得中间水处理液；S6深度

处理：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依次进行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即得深度处理液；

S7消毒排水处理：采用二氧化氯对步骤S6的深度处理液进行消毒处理后，得到清水，并将清

水排放至清水池中。

[0012] 优选地，所述微电解塔内填充有FCM-Ⅳ铁碳微电解材料；所述微电解处理包括：微

电解塔内收集足够的垃圾渗滤液后，曝气，再投加硫酸至pH值为1～6，微电解处理1～10h，

即得微电解处理液。

[0013] 其中，所述FCM-Ⅳ铁碳微电解材料的组成、制备、微电解塔的结构、以及FCM-Ⅳ铁

碳微电 解材料在微电 解塔内部的布局，请参考专利：一种微电 解催化氧化塔

(ZL201620494687.3)。

[0014]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紫外光催化处理包括：紫外光催化系统收集足够的所述微电

解处理液后，投加双氧水，再开启紫外光催化系统进行处理，即得预处理液。

[0015] 优选地，步骤S3中，所述一级生化处理包括第一厌氧处理和第一好氧处理；所述一

级生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排放至第一厌氧池中，进行15～36h的厌氧生化处

理后，进入第一好氧池，曝气，进行15～36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一级生化处理液。

[0016] 进一步优选地，步骤S3中，所述二级生化处理包括第二厌氧处理和第二好氧处理；

所述二级生化处理包括：将一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厌氧池中，进行15～36h的厌氧生化

处理后，进入第二好氧池，曝气，进行15～36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二级生化处理液。

[0017] 本发明中，采用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以对生化处理进行优化，在预处理

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能的基础上，再经本发明优化的生化处理过程，能够实现

废水中氨氮、有机氮及硝态氮的降解，实现了垃圾渗滤液高氮污染物含量的直接降解至达

标排放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保证了污染物降解的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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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还包括污泥压滤处理，所述污泥压滤

处理包括：将步骤S2的所述第一下部污泥和步骤S4的第二下部污泥进行压滤处理，得到压

滤后的清水和干污泥，再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步骤S3的生化池中。

[0019] 本发明中，将第一下部污泥和第二下部污泥进行压滤处理，得到压滤后的清水和

干污泥，一方面，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步骤S3的生化池中，能够避免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

中因处理不充分而导致的水资源流失，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循环使用，节约水资源，降低用水

成本；另一方面，可通过对干污泥进行进一步处理，以实现干污泥的有效利用。其中，优选为

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第一厌氧池中。

[0020] 优选地，步骤S6中，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内填充有SAO3臭氧催化剂，且臭氧催化氧

化塔还配置有臭氧发生器；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排放至

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开启臭氧发生器，进行1～10h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即得臭氧处理

液。

[0021] 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内部填充SAO3臭氧催化剂，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的结构及内

部布局，参考专利：臭氧投放装置(ZL201721138834.4)。

[0022]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臭氧发生器的产量P为：P＝a×Q×COD；其中，a为系数，其取值

范围为0.1～2；Q的单位为m3/h，代表废水进入臭氧催化氧化塔的流速；COD的单位为mg/L，

代表废水进出臭氧催化氧化塔前后的化学需氧量的变化。

[0023] 其中，通过实验确定所述中间水处理液在臭氧催化氧化塔内停留的时间后，再建

立进水流量与中间水处理液停留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得到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的有效容

积，进而以中间水处理液进入臭氧催化氧化塔的流量及需要降低的COD值等作为参考，建立

所述臭氧发生器的产量P的关系表达式：P＝a×Q×COD，将系数a的取值范围确定为0.1～2。

[0024] 本发明中，臭氧发生器的产量P满足：P＝a×Q×COD；其中，系数a的取值范围为0.1

～2，通过上述公式，即可准确计算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处理所需的臭氧量，从而通过对臭氧

发生器进行设置，以使臭氧发生器的产量P满足臭氧催化氧化处理的需求，且能够避免因产

生过量臭氧而导致的浪费，进而能够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

[0025] 进一步优选地，步骤S6中，所述BAF处理包括BAF一级BAF处理和BAF二级BAF处理；

所述BAF处理包括：将所述臭氧处理液排放至一级BAF，进行15～37h的曝气处理后，排放至

二级BAF，进行15～37h的曝气处理，即得深度处理液。

[0026] 本发明采用BAF一级BAF处理和BAF二级BAF处理，以对垃圾渗滤液进行进一步的深

化处理。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包括以下优点：

[0028] 1、本发明中，依次使用微电解处理(也称铁碳微电解技术)和紫外光催化处理，二

者协同作用，既能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性，大幅度改善生化池的处理效果，又能直

接降低垃圾渗滤液的COD值、重金属离子和污染物磷的含量；同时，铁碳微电解产生的Fe2+也

能作为紫外光催化处理的催化剂，实现Fe2+的再次利用，降低成本，达到一举两得的技术效

果。在微电解处理后，引入紫外光催化，还能实现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高效快速降解。

[0029] 2、臭氧催化氧化处理既能进一步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能，也能直接实现有

机污染物的降解，进而为后续的BAF处理提供了保障。

[0030] 3、本发明中，在对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处理基础上，采用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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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即优化的生化处理)能实现废水中氨氮、有机氮及硝态氮的降解，以实现达标排放，

并能降低成本。

[0031] 4、将第一下部污泥和第二下部污泥进行压滤处理，并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生化

池中，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使用，节约用水，降低用水成本；还能通过对压滤后的干污泥

进行处理，以实现干污泥的有效利用。

[0032] 5、本发明中，通过公式P＝a×Q×COD，能准确计算臭氧催化氧化处理所需的臭氧

量，能够避免因产生过量臭氧而导致的浪费，进而能够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

[0033] 6、本发明采用非膜法处理，设备投入成本低，处理过程中，无需涉及反渗透，不会

出现堵膜等现象，运营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所述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采用湖南怀化市某县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每天产生垃圾渗滤液

140m3，收集池有效容积为160m3，微电解塔的有效容积是6.5m3，紫外光催化系统的处理能力

是6.5m3/h，臭氧催化氧化塔的有效容积是6m3。

[0038] 本实施例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参考图1，包括如下步骤：

[0039] S1预处理：将垃圾渗滤液依次进行微电解处理和紫外光催化处理，即得预处理液；

[0040] S11所述微电解处理包括：微电解塔内收集足够的垃圾渗滤液后，曝气，再投加硫

酸至pH值为2～4，微电解处理1h，即得微电解处理液；

[0041] S12所述紫外光催化处理包括：紫外光催化系统收集足够的所述微电解处理液后，

投加双氧水，再开启紫外光催化处理1h，即得预处理液；

[0042] S2第一沉淀处理：在步骤S1的预处理液中投加碱至pH值为8～10，依次投加PAC和

PAM，将预处理液排放至所述第一沉淀池，沉淀处理2h，分层即得第一上清液和第一下部污

泥；

[0043] S3生化处理：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依次进行一级生化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即

得二级生化处理液；其中，所述一级生化处理包括第一厌氧处理和第一好氧处理；所述二级

生化处理包括第二厌氧处理和第二好氧处理；

[0044] S31所述一级生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2的第一上清液排放至第一厌氧池中，进行

24h的厌氧生化处理后，进入第一好氧池，曝气，进行24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一级生化处

理液；

[0045] S32所述二级生化处理包括：将一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厌氧池中，进行24h的

厌氧生化处理后，进入第二好氧池，曝气，进行24h的好氧生化处理，即得二级生化处理液；

[0046] S4第二沉淀处理：将步骤S3的二级生化处理液排放至第二沉淀池中，曝气并投加

PAM，曝气结束后，沉淀2h，即得第二上清液和第二下部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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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S5污泥压滤处理：将步骤S2的所述第一下部污泥和步骤S4的第二下部污泥进行压

滤处理，得到压滤后的清水和干污泥，再将压滤后的清水排放至步骤S3的生化池中。

[0048] S6中间水处理：将步骤S4的第二上清液排放至中间水池中，曝气并加碱至pH值为8

～10后，即得中间水处理液；

[0049] S7深度处理：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依次进行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和BAF处理，即

得深度处理液；

[0050] 其中，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塔内填充有SAO3臭氧催化剂，且臭氧催化氧化塔还配置

有臭氧发生器；

[0051] S71所述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包括：将步骤S5的中间水处理液排放至所述臭氧催化

氧化塔，开启臭氧发生器，进行1h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即得臭氧处理液；所述臭氧发生器

的产量P为：

[0052] P＝a×Q×COD

[0053] 其中，a为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2；Q的单位为m3/h，代表废水进入臭氧催化氧

化塔的流速；COD的单位为mg/L，代表废水进出臭氧催化氧化塔前后的化学需氧量的变化；

[0054] 其中，所述BAF处理包括BAF一级BAF处理和BAF二级BAF处理；

[0055] S72所述BAF处理包括：将所述臭氧处理液排放至一级BAF，进行24h的曝气处理后，

排放至二级BAF，进行24h的曝气处理，即得深度处理液；

[0056] S8消毒排水处理：采用二氧化氯对步骤S6的深度处理液进行1h消毒处理后，得到

清水，并将清水排放至清水池中。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实施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59] 所述垃圾渗滤液来至天津市某垃圾压缩站，每天产生垃圾渗滤液50m3，收集池有

效容积为60m3，微电解塔的有效容积是4.5m3，紫外光催化系统的处理能力是4.5m3/h，臭氧

催化氧化塔的有效容积是4m3。步骤S11中，微电解处理2h；且步骤S71中，进行2h的臭氧催化

氧化处理。

[0060] 实施例3

[0061] 本实施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62] 步骤S11中，加硫酸至pH值为1～3，微电解处理1h；步骤S12中，开启紫外光催化处

理2h；步骤S2中，投加碱至pH值为10～11，沉淀处理1h；步骤S31中，在第一厌氧池中处理

15h，在第一好氧池中处理36h；步骤S32中，在第一厌氧池中处理36h，在第一好氧池中处理

15h；步骤S4中，在第二沉淀池中沉淀3h；步骤S6中，加碱至pH值为7～9；步骤S71中，进行10h

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步骤S72中，在一级BAF中处理15h，在二级BAF中处理37h；步骤S8中，

消毒处理2h。

[0063] 实施例4

[0064] 本实施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65] 步骤S11中，加硫酸至pH值为5～6，微电解处理10h；步骤S12中，开启紫外光催化处

理2h；步骤S2中，投加碱至pH值为7～9，沉淀处理10h；步骤S31中，在第一厌氧池中处理36h，

在第一好氧池中处理15h；步骤S32中，在第一厌氧池中处理15h，在第一好氧池中处理36h；

步骤S4中，在第二沉淀池中沉淀5h；步骤S6中，加碱至pH值为9～11；步骤S71中，进行6h的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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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催化氧化处理；步骤S72中，在一级BAF中处理37h，在二级BAF中处理15h；步骤S8中，消毒

处理2h。

[0066] 对比例1

[0067] 本对比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68] 省略步骤S11的微电解处理和步骤S12的紫外光催化处理，直接进行步骤S2的第一

沉淀处理。

[0069] 对比例2

[0070] 本对比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71] 预处理时，补加Fe2+，仅进行步骤S12的紫外光催化处理，省略步骤S11的微电解处

理。

[0072] 对比例3

[0073] 本对比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74] 预处理时，补加Fe2+，先进行步骤S12的紫外光催化处理，再进行步骤S11的微电解

处理。

[0075] 对比例4

[0076] 本对比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77] 深度处理时，省略步骤S71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直接进行步骤S72的BAF处理。

[0078] 对比例5

[0079] 本对比例的一种非膜法垃圾渗滤液处理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

[0080] 将步骤S11的微电解处理与步骤S71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进行相互替换；即将步骤

S11的微电解处理替换为步骤S71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并将步骤S71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

替换为步骤S11的微电解处理。

[0081] 性能测试及结果

[0082] 测量实施例1～4、及对比例1～5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测试结果分别如下

表所示：

[0083] 表1实施例1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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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表2实施例2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0086]

[0087]

[0088] 表3实施例3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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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表4实施例4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0091]

[0092]

[0093] 表5对比例1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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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0095] 表6对比例2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0096]

[0097]

[0098] 表7对比例3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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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0100] 表8对比例4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0101]

[0102]

[0103] 表9对比例5处理后的清水中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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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0105] 如表1-9所示，实施例1-5处理后的清水，经分析对比，其COD值、重金属离子、粪大

肠杆菌等各项指标均优于对比例1-5处理后的清水；且实施例1-5处理后的清水的各项指标

均已经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6889-2008》规定的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

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最高限值要求。其中，实施例1处理后的清水，其氨氮含量、总氮含

量、总磷含量等远远低于GB16889-2008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最高限值要求。

[0106] 注：表1-9中，

[0107] *L表示低于方法或仪器检测限；

[0108] 1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6889-2008；

[0109] 2水质色度的测定采用稀释倍数法(具体参考GB11903-1989)；

[0110] 3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采用重量法(具体参考GB11901-1989)；

[0111] 4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采用重铬酸盐法(具体参考HJ828-2017)；

[0112] 5水质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采用稀释与接种法(具体参考HJ505-2009)；

[0113] 6水质氨氮的测定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具体参考HJ535-2009)；

[0114] 7水质总氮的测定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具体参考HJ636-

2012)；

[0115] 8水质总磷的测定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具体参考GB11893-1989)；

[0116] 9水质粪大肠杆菌菌群的测定采用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试行)HJ/T347-2007；

[0117] 10镉含量的测定参考《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年)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第三篇第四章七(四)；

[0118] 11铅含量的测定参考《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年)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第三篇第四章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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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需要说明的是，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于优选实施例，本说明书中的各个

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

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120]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

本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

包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实施例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121]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

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

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

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122]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

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

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

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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