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38426.1

(22)申请日 2018.02.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288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27

(73)专利权人 邳州泰利恒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 221399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

道长江路168号东湖街道办事处1楼

107室

(72)发明人 潘培连　翟明来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宁东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5117

代理人 戴燕桃　汪治兴

(51)Int.Cl.

C02F 9/14(2006.01)

C02F 101/34(2006.01)

C02F 103/2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397178 A,2009.04.01

CN 104310714 A,2015.01.28

CN 105923920 A,2016.09.07

CN 106242047 A,2016.12.21

WO 2010031793 A2,2010.03.25

US 2017029295 A1,2017.02.02

审查员 聂川

 

(54)发明名称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将经过隔

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先通过吸

附除杂的方法处理污水得到一级过滤液，再将一

级处理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

过滤液，进一步将二级过滤液排入多级仿生态氧

化沟处理得到三级过滤液，最后将三级过滤液引

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使出水达标排放,污水

处理效率高，可将再生还原的污水进行循环使

用；本发明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适量的添加剂，

添加剂可增加油脂水解池中的溶氧量，降低油脂

阻隔大气中的溶解氧进入到水体；添加剂具有多

孔结构同时为微生物提高良好的生长环境，可降

低由于油类的包裹造成的微生物缺氧死亡，极大

提高油脂的降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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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浮油

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2h～4h，得到一

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滤液

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

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4）

将三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水

达标排放；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的自

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40～6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水解

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3）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量为

待处理物重量的0.007%～0.009%，所述添加剂由60～65重量份的黏土、10～15重量份的沸

石粉、20～25重量份的碳酸镁组成；

4）真菌降解待处理物3天～5天，制得脂肪酸和甘油；

所述步骤（3）中的添加剂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1）将60～65重量份的黏土、10～15重量

份的沸石粉、20～25重量份的碳酸镁混合均匀并粉碎至200目～500目，得到混合粉末；2）在

混合粉末中加入30～35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并制粒，得到颗粒状物；3）将颗粒状物于100℃

条件下干烧3小时，再于1200℃条件下烧制2小时，即得所述添加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在污水

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3h，得到一级过滤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将二级

过滤液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

流方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在油脂

水解池中加入的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选自解脂耶氏酵母、假丝酵母、毛霉中的一种

或多种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在油脂

水解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3g/L～15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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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方法，尤其涉及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屠宰业是我国出口创汇和保障供给的支柱产业之一，屠宰废水来自牧畜、禽类、鱼

类宰杀加工，是我国最大的有机污染源之一。据调查，屠宰废水的排放量约占全国工业废水

排放量的6%，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肉类食品加工工业将会有更大的发

展，屠宰废水的污染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屠宰废水呈红褐色，有腥味，含有大量油脂、血

污、皮毛、碎骨肉、蹄角和内脏杂物。CODCr  、BOD5  、氨氮、SS等指标均较高，如CODCr  600~
6000mg/l、BOD5  300~3000  mg/l、SS  400~2700mg/l。BOD5/COD≥0.5，可生化性优良，无毒

性。屠宰废水受其生产过程的影响明显，其水质水量波动范围较大。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

始考虑屠宰废水的处理，由于种种原因，屠宰废水处理仍为一级处理。

[0003] 屠宰废水含有大量的油脂，而油脂会阻隔大气中的溶解氧进入到水体，在处理过

程中油类还会包裹在微生物周围造成其缺氧死亡，影响处理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效环保、绿色安

全的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

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0008]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2h～4h，得

到一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

滤液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

方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

4）将三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

水达标排放；

[0009]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

的自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40～6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

水解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3）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

量为待处理物重量的0.007%～0.009%，所述添加剂由60～65重量份的黏土、10～15重量份

的沸石粉、20～25重量份的碳酸镁组成；4）真菌降解待处理物3天～5天，制得脂肪酸和甘

油。

[0010]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3h，得到一级过滤液。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将二级过滤液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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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

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的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选自

解脂耶氏酵母、假丝酵母、毛霉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

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3g/L～15g/L。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添加剂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1）将60～65重量份的黏

土、10～15重量份的沸石粉、20～25重量份的碳酸镁混合均匀并粉碎至200目～500目，得到

混合粉末；2）在混合粉末中加入30～35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并制粒，得到颗粒状物；3）将颗

粒状物于100℃条件下干烧3小时，再于1200℃条件下烧制2小时，即得所述添加剂。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 .本发明先将屠宰场污水引入隔油池进行油水分离，再以微生物降解废油脂，可

以彻底去除屠宰场污水中的油脂。

[0017] 2.本发明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先通过吸附除杂的方法

处理污水得到一级过滤液，再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

进一步将二级过滤液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处理得到三级过滤液，最后将三级过滤液引入

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使出水达标排放,污水处理效率高，可将再生还原的污水进行循环

使用，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并且省去了从远处取水的过程，从而节省所需要的电能和装置费

用。

[0018] 3.本发明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用微生物降解

法去除油脂时，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适量的添加剂，添加剂可增加油脂水解池中的溶氧量，

降低油脂阻隔大气中的溶解氧进入到水体；添加剂具有多孔结构同时为微生物提高良好的

生长环境，可降低由于油类的包裹造成的微生物缺氧死亡，极大提高油脂的降解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说明书（包括任何附加权利要求、摘要）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述，均可

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是一系列

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0020] 实施例1：

[0021]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

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0023]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2h，得到一

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滤液

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

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4）将三

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水达标

排放；

[0024]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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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4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水解

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3g/L，所述真菌是

解脂耶氏酵母和假丝酵母，其中，解脂耶氏酵母和假丝酵母的重量份比为1:1；3）在油脂水

解池中加入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量为待处理物重量的0.007%,，所述添加剂由60重量份的

黏土、10重量份的沸石粉、20重量份的碳酸镁组成；4）真菌降解待处理物3天，制得脂肪酸和

甘油，待处理物中油脂的去除率达95.9%。

[0025] 上述步骤（3）中的添加剂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1）将60重量份的黏土、10重量份的

沸石粉、20重量份的碳酸镁混合均匀并粉碎至200目，得到混合粉末；2）在混合粉末中加入

30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并制粒，得到颗粒状物；3）将颗粒状物于100℃条件下干烧3小时，再

于1200℃条件下烧制2小时，即得所述添加剂。

[0026] 实施例2：

[0027]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

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0029]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4h，得到一

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滤液

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

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4）将三

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水达标

排放；

[0030]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

的自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6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水解

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5g/L，所述真菌是

解脂耶氏酵母和毛霉，其中，解脂耶氏酵母和毛霉的重量份比为1:1；3）在油脂水解池中加

入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量为待处理物重量的0.009%，所述添加剂由65重量份的黏土、15重

量份的沸石粉、25重量份的碳酸镁组成；4）真菌降解待处理物5天，制得脂肪酸和甘油，待处

理物中油脂的去除率达96.8%。

[0031] 上述步骤（3）中的添加剂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1）将65重量份的黏土、15重量份的

沸石粉、25重量份的碳酸镁混合均匀并粉碎至500目，得到混合粉末；2）在混合粉末中加入

35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并制粒，得到颗粒状物；3）将颗粒状物于100℃条件下干烧3小时，再

于1200℃条件下烧制2小时，即得所述添加剂。

[0032] 实施例3：

[0033]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

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0035]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3h，得到一

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滤液

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

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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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水达

标排放；

[0036]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

的自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5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水解

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4g/L，所述真菌是

假丝酵母；3）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量为待处理物重量的0.008%，所述

添加剂由62重量份的黏土、12重量份的沸石粉、22重量份的碳酸镁组成；4）真菌降解待处理

物4天，制得脂肪酸和甘油，待处理物中油脂的去除率达97.5%。

[0037] 上述步骤（3）中的添加剂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1）将62重量份的黏土、12重量份的

沸石粉、22重量份的碳酸镁混合均匀并粉碎至300目，得到混合粉末；2）在混合粉末中加入

32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并制粒，得到颗粒状物；3）将颗粒状物于100℃条件下干烧3小时，再

于1200℃条件下烧制2小时，即得所述添加剂。

[0038] 对比例1：

[0039] 屠宰场水污染控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收集污水：将屠宰场污水收集起来，一同引入隔油池中，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

浮油和池底污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将经过隔油池处理后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池中；

[0041] （2）污水处理池中的污水处理：1）在污水处理池中加入明矾，静置除杂3h，得到一

级过滤液；2）将一级过滤液引入活性砂过滤器过滤除杂，得到二级过滤液；3）将二级过滤液

排入多级仿生态氧化沟，污水在多级仿生态氧化沟内通过折流沟渠方式与自然垂直流方

式，充分溶氧和充氧，其滞留期为4.5天，降解有机物质，并脱氮除磷，得到三级过滤液；4）将

三级过滤液引入多级人工地质快渗系统，自然垂直流方式自上而下通过渗滤介质，出水达

标排放；

[0042] （3）油脂水解池中的浮油和池底污泥的处理：1）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自来水，加入

的自来水的体积是待处理物体积的50倍，所述待处理物是浮油和池底污泥；2）在油脂水解

池中加入具有降解废油脂能力的真菌，使得油脂水解池中真菌的含量达14g/L，所述真菌是

假丝酵母；4）真菌降解待处理物4天，制得脂肪酸和甘油，待处理物中油脂的去除率达

77.2%。

[0043] 由对比例1的油脂的去除率可以看出，本发明将隔油池中分离出的浮油和池底污

泥放入油脂水解池中用微生物降解法去除油脂时，在油脂水解池中加入适量的添加剂，添

加剂可增加油脂水解池中的溶氧量，降低油脂阻隔大气中的溶解氧进入到水体；添加剂具

有多孔结构同时为微生物提高良好的生长环境，可降低由于油类的包裹造成的微生物缺氧

死亡，极大提高油脂的降解率。

[0044]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

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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