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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

垃圾渗滤液的方法，采用普通活性污泥为接种污

泥放入反应器进行培养，培养先采用模拟污水洗

出沉降性差的絮状污泥，短时间内实现了污泥的

颗粒化；然后采用逐渐提高模拟污水与垃圾渗滤

液进水比例对反应器内的颗粒污泥驯化，使得颗

粒污泥粒径为2.2-2.7mm以及内部形成了固定的

生物群落，污染物去除性能稳定，抗冲击负荷能

力增强，完全适应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本发明还

提供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

的方法的膜生物反应器，提供微生物新陈代谢所

需的溶解氧以及形成维持颗粒污泥形成的水力

剪切力，污染物的去除率非常稳定，本发明对高

浓度有机垃圾渗滤液中COD、氨氮、TN、TP去除率

分别高达91％、93％、9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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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好氧

颗粒污泥的培养和反应器的驯化：

(1)好氧颗粒污泥的培养：在反应器中接入浓度为3300-3500mg/L的普通活性污泥，控

制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采用模拟污水以间歇方式进行进水培养，反应器中水力停留6

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排水，所述排水量等于所

述进水量；培养过程中以污泥的沉降时间划分为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培养时间为7天，沉

降5min后排水，洗出大量沉降性不好的污泥；第二阶段培养时间为9天，沉降3min进行排水；

第三阶段培养时间为5天，沉降2min进行排水；

(2)反应器的驯化：经步骤(1)培养的好氧颗粒污泥在反应器的驯化分为两阶段：第一

阶段，控制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进水为模拟污水和垃圾渗滤液体积比1:1的混合液，

反应器中水力停留6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排

水，每周期沉降2min进行排水，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31天，第二阶段，进水为垃圾渗滤液，

重复步骤(2)所述的第一阶段的培养方法，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57天，此阶段每隔3-5天

对颗粒污泥的粒径进行一次筛选，选出粒径为2.2-2.7mm的好氧颗粒污泥，此阶段培养的好

氧颗粒污泥富集了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功能菌群，实现了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中的同步脱氮

除磷功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模拟污水中各种物质的浓度分别为：833.3mg/L  CH3COONa，127.011mg/L  NH4Cl、34.947mg/L 

KH2PO4、50mg/L  CaCl2、50mg/L  Fe2(SO4)3、20.25mg/L  MgSO4、20.25mg/L  MgSO4·7H2O、

41.5935mg/L  H3BO3、0.05mg/L  CoCl2·6H2O、0.03mg/L  CuCl2以及MnSO4、AlCl3、ZnCl2、NiCl2

各0.05-0.06mg/L。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所述的每个周期结束时反应器排水为排出其容积40％-60％的水。

4.一种用于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

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上至下依次设有三个排水口的反应器、放置在所述反

应器内的好氧颗粒污泥层、从上至下隔开放置在所述好氧颗粒污泥层的膜组件和曝气装

置，所述反应器上设有进水管、出水管、反冲洗管；

所述进水管设在所述反应器的上方与恒流泵相连用于进水；

所述出水管一端依次与所述膜组件相连、抽吸泵连通用于排水；

所述反冲洗管设在所述反应器的上方与反冲洗泵相连，用于清洗膜污染；

所述曝气装置与设置在所述反应器外的空气泵相连，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所述曝气装置

的开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组件为外压式PVDF中空微滤

膜丝，膜孔径为0.1μm。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组件放置在距离所述

反应器底部三分之一高度处。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相邻两所述排水口之间的间距为

4cm，距离所述反应器底部最近的所述排水口与所述反应器底部之间的距离为8cm。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器为方形结构，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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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44.9cm、20cm、26cm，有效体积为17.96L。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为单排曝气管。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生物反应器运行期间采用

好氧/厌氧交替的方式进行，静置1小时，曝气5小时，反应周期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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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及其膜生物反

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能有效提高处理出水水质、减少占地面

积、操作简单、处理成本降低的垃圾渗滤液等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方法及用于该方法的

膜生物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具有高氨氮、C/N(碳氮比)值低以及含有重金属污染物，垃圾渗滤液可

生化性极低，难以被微生物降解，因此会对水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传统处理方法包括物化法

和生物法；物化法主要包括高级氧化法、混凝沉淀、吸附法以及膜处理技术，但成本高且易

带来二次污染；生物法因垃圾渗滤液中高的氨氮浓度以及重金属污染物含量高等特点，使

得微生物的生理活动受到逆制，对污染物的降解性能降低。

[0003] 现有的垃圾渗滤液处理方法通常为传统活性污泥处理工艺，传统活性污泥MBR及

处理方法没有同步脱氮除磷效果，且耐冲击性能差，严重的膜污染增加了处理垃圾渗滤液

的成本。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能够同步脱氮除磷、缓解膜污染、提高高浓度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率的垃圾渗滤液处理方法其及用于该方法的膜生物反应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能够脱氮除磷、缓解膜

污染的一种高效、经济的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即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

液的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间歇式好氧颗粒污泥膜生物反应器，能够减少膜

污染、提高污染物的去除率和反应器运行的稳定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

方法，步骤包括好氧颗粒污泥的培养和反应器的驯化；

[0007] (1)好氧颗粒污泥的培养：在反应器中接入浓度为3300-3500mg/L的普通活性污

泥，控制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采用模拟污水以间歇方式进行进水培养，反应器中水力

停留6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排水，所述进水量

等于所述排水量；培养过程中以污泥的沉降时间划分为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培养时间为

7天，沉降5min后排水，洗出大量沉降性不好的污泥；第二阶段培养时间为9天，沉降3min进

行排水；第三阶段培养时间为5天，沉降2min进行排水；

[0008] (2)反应器的驯化：经步骤(1)培养的好氧颗粒污泥在反应器的驯化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控制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进水为模拟污水和垃圾渗滤液体积比1:1的混合

液，反应器中水力停留6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

排水，每周期沉降2min进行排水，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31天，第二阶段，进水为垃圾渗滤

液，重复步骤(2)所述的第一阶段的培养方法，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57天，此阶段每隔3-5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092467 A

4



天对颗粒污泥的粒径进行一次筛选，选出粒径为2.2-2.7mm的好氧颗粒污泥，此阶段培养的

好氧颗粒污泥富集了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功能菌群，实现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中的同步脱氮

除磷功能。

[0009] 优选地，所述模拟污水中各种物质的浓度分别为：833 .3mg/L  CH 3COONa，

127 .011mg/L  NH4Cl、34.947mg/L  KH2PO4、50mg/L  CaCl2、50mg/L  Fe2(SO4)3、20.25mg/L 

MgSO4、20.25mg/L  MgSO4·7H2O、41 .5935mg/L  H3BO3、0.05mg/L  CoCl2·6H2O、0.03mg/L 

CuCl2以及MnSO4、AlCl3、ZnCl2、NiCl2各0.05-0.06mg/L。

[0010] 优选地，培养过程中，所述的每个周期结束时反应器排水为排出其容积40％-60％

的水。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的膜生物反应器，

在处理垃圾渗滤液时，操作简单、占在面积小、成本低；所使用的好氧颗粒污泥是经过长期

驯化而得到的，颗粒污泥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以及内部已形成了固定的生物群落，抗冲击

负荷能力强，对垃圾渗滤液能够完全适应；

[0012] 膜生物反应包括一侧面从上至下依次设有三个排水口的反应器、放置在所述反应

器内的好氧颗粒污泥层，从上至下隔开放置在好氧颗粒污泥层的膜组件和曝气装置，所述

反应器上设有进水管、出水管、反冲洗管；

[0013] 所述进水管设在所述反应器的上方与恒流泵相连用于进水；所述出水管一端依次

与所述膜组件相连、抽吸泵连通用于排水；所述反冲洗管设在所述反应器的上方与反冲洗

泵相连，手动控制，清洗膜污染；空气泵电性相连，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所述曝气装置的开启。

[0014] 较佳地，所述膜组件为外压式PVDF中空微滤膜丝，膜孔径为0.1μm，该种膜材质具

有通量大不易断丝的特点、在好氧颗粒污泥以及反应器的运行方式和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下，膜污染可以忽略不计。

[0015] 较佳地，所述膜组件放置在距离所述反应器底部三分之一高度处，接近污泥层，增

大出水量。

[0016] 较佳地，所述反应器侧面的三个排水口间距为4cm，离所述反应器底部最近的排水

口距所述反应器底部8cm，通过该排水口洗出沉降性差的絮状污泥。

[0017] 较佳地，所述反应器为方形结构，长、宽、高分别为44.9cm、20cm、26cm，有效体积为

17.96L，已接近中式规模。

[0018] 较佳地，所述曝气装置为单排曝气管，加上反应器的方形结构使得反应器中自然

形成缺氧区域，好氧/缺氧的环境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

[0019] 较佳地，所述膜生物反应器运行期间采用好氧/厌氧交替的方式进行，静置1小时，

曝气5小时，反应周期6小时，有效提高了膜生物反应器的脱氮效率，也有利于维持反应器中

颗粒污泥的稳定，减少絮状污泥的生成；反应器稳定运行期间排泥量很少，甚至可以不排泥

运行。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将膜生物反应器和好氧颗粒污泥结合起来的一种废水处理方法，

采用普通活性污泥为接种污泥放入膜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培养，培养先采用模拟污水，洗出

沉降性差的絮状污泥通过排水口排出，短时间内实现了污泥的颗粒化，然后逐渐提高垃圾

渗滤液与模拟污水进水比例对反应器内的颗粒污泥长期驯化至颗粒粒径为2.2-2.7mm，富

集了处理垃圾渗滤液的特定功能菌，并形成特定的细菌群落，膜污染程度低，产泥量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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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球型结构形成了水中溶解氧的传递限制，在好氧颗粒污泥内部形成缺氧、厌氧区域，

为反硝化菌和聚磷菌等厌氧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具有生物量高、密度大、沉降性能好

的特点实现了同步脱氮除磷，本发明的膜生物反应器以序批式(间歇进水)运行，不排泥或

者排少量的泥，膜生物反应器底部设有曝气管，曝气管与空气泵相连，由时间继电器控制，

提供微生物新陈代谢所需的溶解氧以及形成维持颗粒污泥形成的水力剪切力，本发明好氧

颗粒污泥与膜生物反应器相结合，因其优异的稳定性以及较低的生物活性，有利于维持反

应器的稳定运行和工程化应用，对高浓度有机垃圾渗滤液中COD、氨氮、TN、TP去除率分别高

达91％、93％、92％、91.3％。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工艺方法及膜生物反应器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一种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好氧颗粒污泥

的培养和反应器的驯化：

[0023] (1)好氧颗粒污泥的培养：在反应器中接入浓度为3400mg/L的普通活性污泥，控制

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采用模拟污水以间歇方式进行进水培养，反应器中水力停留6小

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排水，所述进水量等于所述

排水量；培养过程中以污泥的沉降时间划分为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培养时间为7天，沉降

5min后排水，洗出大量沉降性不好的污泥；第二阶段培养时间为9天，沉降3min进行排水；第

三阶段培养时间为5天，沉降2min进行排水；

[0024] (2)反应器的驯化：经步骤(1)培养的好氧颗粒污泥在反应器的驯化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控制反应器曝气量为0.8L/min，进水为模拟污水和垃圾渗滤液体积比1:1的混合

液，反应器中水力停留6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时反应器

排水，每周期沉降2min进行排水，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31天，第二阶段，进水为垃圾渗滤

液，重复步骤(2)所述的第一阶段的培养方法，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57天，此阶段每隔3-5

天对颗粒污泥的粒径进行一次筛选，选出粒径为2.2-2.7mm的好氧颗粒污泥，此阶段培养的

好氧颗粒污泥富集了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功能菌群，实现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中的同步脱氮

除磷功能。

[0025] 如图1所示，利用好氧颗粒污泥膜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的膜生物反应器10，其包

括一侧面从上至下依次设置第一排水口21、第二排水口22、第三排水口23的反应器10、所述

反应器10内的好氧颗粒污泥层40，从上至下隔开放置在反应器10内的膜组件30和曝气装置

70，所述反应器10上设有进水管63、出水管61、反冲洗管62；所述进水管63设在所述反应器

10的上方与恒流泵53相连用于进水；所述出水管61的一端依次与所述膜组件30、抽吸泵51

相连通用于排水；所述反冲洗管62设在所述反应器10的上方与反冲洗泵52相连，并且手动

控制，用于膜污染的清洗；所述曝气装置70与所述反应器10外的空气泵80空气泵电性相连，

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所述曝气装置的开启；所述反应器10长、宽、高分别为44 .9cm、20cm、

26cm，有效高度为20cm。有效体积为17.96L，换水体积为10.78L，第一排水口21、第二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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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三排水口23中相邻的两者之间的间隔为4cm，第三排水口23距反应器底部8cm，采用的

膜组件为外压式PVDF中空微滤膜丝，截留精度为0.1μm，膜面积为10m2，将其放置于距离所

述反应器10底部三分之一高度处。

[0026] 具体实施方法：如图1所示，将膜组件30取出，在反应器10中接入浓度为3400mg/L

普通活性污泥，打开进水开关，通过恒流泵53将模拟污水打入反应器10，所述模拟污水中各

种物质的浓度分别为：833 .3mg/L  CH3COONa，127 .011mg/L  NH4Cl、34 .947mg/L  KH2PO4、

50mg/L  CaCl2、50mg/L  Fe2(SO4)3、20.25mg/L  MgSO4、20.25mg/L  MgSO4·7H2O、41.5935mg/L 

H3BO3、0.05mg/L  CoCl2·6H2O、0.03mg/L  CuCl2以及MnSO4、AlCl3、ZnCl2、NiCl2各0.05mg/L；

当模拟污水液面达到距反应器10底部20cm处，关闭开关，静止1小时，此时模拟污水的COD浓

度为600mg/L，氨氮浓度为30mg/L，总磷为6mg/L，通过时间继电器80控制开启曝气装置70对

反应器10进行曝气，曝气强度为0.8L/min，持续5小时，水力停留6小时为一个周期，每个周

期开始时通过恒流泵53重新进水到反应器10，结束时通过抽吸泵51排出反应器10容积50％

的水，下一周期反应器10重新进水量与上一周期反应器10的排水量相等即反应器10容积

50％的水；培养过程中以污泥的沉降时间划分为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培养时间为7天，沉

降5min后排水，通过第二排水口22进行排水，洗出大量沉降性不好的污泥，此时反应器中的

污泥浓度下降明显为1400mg/L，第二阶段培养时间为9天，沉降3min进行排水，通过第三排

水口23进行排水，此时污泥浓度下降缓慢，下降为1100mg/L；第三阶段培养时间为5天，沉降

2min，通过第三排水口23进行排水，第三阶段污泥浓度逐渐回升到较高浓度为2800mg/L，此

时反应器中形成了大量黄褐色的颗粒污泥，颗粒化率达到90％以上，COD、氨氮的去除率分

别为81％、78％。

[0027] 经以上步骤培养的好氧颗粒污泥在反应器的驯化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进水为

模拟污水和垃圾渗滤液的混合溶液，体积比为1:1，每个周期开始时反应器重新进水，结束

时反应器排水，每周期沉降2min进行排水，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31天，打开进水开关，通

过恒流泵53将混合溶液加满反应器，静置1小时，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开启曝气装置70对反

应器10进行曝气，曝气强度为0.8L/min，持续5小时，水力停留时间为6小时，此时混合溶液

的氨氮浓度为40mg/L，COD为500mg/L，由于垃圾渗滤液成分复杂，具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

污泥出现了部分解体，污染物去除率骤降，氨氮、COD的去除率分别为54％、75％，当发现污

泥增多或出现沉降性不好的污泥时，通过排水口22排出沉降性能不好的污泥；经过31天的

培养，污泥浓度逐渐回升，解体终止，同时对氨氮、COD的去除率分别为83％、90％；第二阶

段，打开进水开关，通过恒流泵53将垃圾渗滤液加满反应器10，静止1小时，通过时间继电器

控制开启曝气装置70对反应器10进行曝气，曝气强度为0.8L/min，持续5小时，水力停留时

间为6小时，垃圾渗滤液的氨氮和COD浓度分别为50mg/L、300mg/L，初期经历了第一阶段同

样的情况，也经历了污泥解体，污染物去除率降低，当发现污泥增多或出现沉降性不好的污

泥时，通过排水口22排掉沉降性能不好的污泥；该阶段培养时间总计为57天，此阶段每隔3-

5天对颗粒污泥的粒径进行一次筛选，选出粒径为2.2-2.7mm的好氧颗粒污泥，此阶段培养

的好氧颗粒污泥富集了处理垃圾渗滤液的特定功能菌群，实现垃圾渗滤液的同步脱氮除磷

功能，反应器中垃圾渗滤液处理最终稳定，稳定后COD、氨氮、TN、TP去除率分别高达91％、

93％、92％、91.3％。在一个反应周期结束后打开抽吸泵51开关通过膜组件30进行抽水，压

力为0.6Mpa，流量为15L/h，出水达到GB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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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978-200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B排放标准。该阶段原则上需要定期对膜进行反冲

洗，但是实验发现，膜污染程度很低，可忽略，因此只需每隔15-20天将膜组件取出进行手动

清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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