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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

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本系统根据垃圾焚烧电

站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有机械格

栅、沉砂池、调节池、厌氧处理系统、MBR系统、纳

滤系统、反渗透系统和产水池，厌氧处理系统采

用中温厌氧反应器，在中温厌氧反应器的池底设

置有排污管道，排污管道的一端与污泥池连接，

厌氧处理系统的另一端与沼气收集池连接；MBR

系统由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和外置式超滤膜

组件组成，厌氧处理系统与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

器连接，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与污泥池连接。

本发明能够实现垃圾焚烧电站中渗透液的零排

放，减少了环境污染、节约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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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根

据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透液零排放的处理顺序，由管道依次连接有机械格栅（1）、沉砂池

（2）、调节池（3）、厌氧处理系统（4）、MBR系统、纳滤系统（8）、反渗透系统（9）和产水池（10），

所述厌氧处理系统（4）采用中温厌氧反应器，在所述中温厌氧反应器的池底设置有排污管

道，所述排污管道的一端与污泥池（10）连接，所述厌氧处理系统（4）的另一端与沼气收集池

（5）连接；所述沉砂池（2）与污泥池（10）连接，所述MBR系统由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单元

（6）和外置式超滤膜组件（7）组成，所述厌氧处理系统（4）与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连

接，所述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与污泥池（10）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连接设置的浓液减量系统（12），所述浓液减量系统（12）采用混凝沉

淀+内循环机组合的方式进行浓缩液减量化处理；所述浓液减量系统（12）与纳滤系统（8）、

反渗透系统（9）连接，所述浓液减量系统（12）与浓液池（15）连接，用于减量化处理后的浓缩

液流入浓液池，进行浓液回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连接设置的污泥处理系统，所述的污泥处理系统由污泥脱水系统

（13）和污泥加药系统（14）组成，所述污泥脱水系统（13）由污泥提升泵、离心脱水机、无轴螺

旋输送机、污泥清液提升泵组成，所述污泥清液提升泵的一端与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

连接，所述污泥清液提升泵的另一端与离心脱水机连接，所述离心脱水机的一端与无轴螺

旋输送机连接，所述无轴螺旋输送机与焚烧处理系统（16）连接，所述污泥池（10）与污泥提

升泵连接，所述污泥加药系统（14）与离心脱水机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纳滤系统（8）膜组件数量为48枝，反渗透系统（9）膜组件数量为36枝，所述纳滤系

统（8）及反渗透系统（9）膜组件均采用DOW螺旋卷式聚酰胺复合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依次由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器、一级前置式硝化反

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

6.利用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的操作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①预处理：采用机械格栅+沉砂池+调节池作为预处理装置；

焚烧厂的渗滤液通过机械格栅除去渗滤液的漂浮物，再流入沉砂池中除去渗滤液中的

较大的泥沙，最后流入调节池，预留处理结束，以上操作降低原水中SS含量，同时COD和BOD5

含量也会降低；

②厌氧处理：

渗滤液经过调节池提升泵进入厌氧反应器，污水通过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使有机污染

物绝大部分分解成甲烷气体、水、氨氮、硫化氢、磷酸盐、无机盐等小分子物质，为MBR系统提

供较好的进水条件；厌氧反应器池底设置多条排泥管道，定期排污；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

通过管道至沼气收集池；厌氧反应器池的温度控制在30-35°，冬天采用锅炉余热蒸汽加热

的方法使反应器中的温度控制在30-35°；

③MBR系统：采用一级前置式反硝化、硝化后置方式，二级强硝化反硝化处理方法，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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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和脱氮；其中：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依次由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器、一级前置式

硝化反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在反硝化池内设置液下搅拌装置，

经过MBR膜组件浓缩后的污泥回流至一级前置式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产水溢流进入超滤

系统，通过外置管式超滤膜超滤膜（TMBR）进行泥水分离，产水进入超滤产水箱；好氧剩余泥

污进入污泥池，通过污泥脱水系统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所产生的清液通过管

道回流至反硝化反应器中；

一级反硝化池的有效容积为960m³，水里停留时间为2d，采用水下搅拌方式；一级硝化

池的有效容积为2880m³，水力停留时间为6d，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65m3/min；一级

硝化反应器的消化液回流入一级反硝化反应器；

二级反硝化池的有效容积为424m3，水力停留时间为21h，采用水下搅拌形式；二级硝化

池的有效容积为360m3，水力停留时间为18h，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0m3/min；二级硝

化反应器的消化液回流入二级反硝化反应器；

c、反硝化过程PH值保持在6.5-7.5之间，当反硝化过程产生碱度，PH值会随着碱度的积

累而增加，此时通过实际情况投加盐酸系统来控制PH值；

d、硝化过程PH值保持在7-8之间，硝化过程会消耗碱度使PH值减低，此时通过投加小苏

打来控制PH值；

e、在二级反硝化池中投加碳源，保证反硝化所需碳源，进入二级硝化池后再去除多余

碳源；二级硝化产水溢入超滤系统，通过超滤系统调试，水中SS含量降低；

④纳滤及反渗透系统：

废水通过纳滤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降至100COD，去除率可达87%；污水通过反渗

透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6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达40%；

⑤浓缩减量化系统：

纳滤系统和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浓液减量化系统，通过混凝沉淀

系统的调试，取出浓缩液中60％的二价盐离子以及部分难解物；通过膜深度处理内循环系

统的调试，产水率≥55％，浓缩液产量占渗滤液系统总处理规模百分表≤15％；浓缩液回喷

至锅炉再利用；

⑥污泥处理系统：采用离心脱水的方式进行工作；

污泥池通过污泥提升泵将污泥从污泥池中移至污泥脱水系统中，同时污泥加药系统向

污泥脱水系统中加药，当絮凝剂（PAM）配置浓度为1‰—3‰、投加量为0.13—0.16m3/m3湿污

泥时脱水效果最佳，其脱水率达85%左右，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系统，清液送至

反硝化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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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水处理系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

理系统，属于废水处理领域。

[0002] 背景技术：

近年来垃圾焚烧电站不断兴建，由此产生大量的垃圾渗滤液，该水质具有污染物成分

复杂、有机污染物浓度高、氨氮浓度高、pH值较低等特点，属于难处理有机废水；垃圾渗滤液

的水质相当复杂，一般含有高浓度有机物、重金属盐、SS及氨氮，垃圾  渗滤液不仅污染土壤

及地表水源，还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对于垃圾渗滤液一般采用生物法处理，但处理效果却

不是很理想，且运行成本相对较高；本发明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垃圾渗透液零排放的处理

系统，能够实现垃圾焚烧电站渗滤液经过处理后全厂回用，并实现废水零排放，有利于环境

保护与资源节约。

[0003]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

统，其结构简单，实现了垃圾 渗滤液零排放，节能环保，降低成本。

[0004]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所述系统根据垃圾焚烧电站中垃

圾渗透液零排放的处理顺序，由管道依次连接有机械格栅、沉砂池、调节池、厌氧处理系统、

MBR系统、纳滤系统、反渗透系统和产水池，所述厌氧处理系统采用中温厌氧反应器，在中温

厌氧反应器的池底设置有排污管道，所述排污管道的一端与污泥池连接，所述厌氧处理系

统的另一端与沼气收集池连接；所述沉砂池与污泥池连接，所述MBR系统由双级硝化反硝化

反应器单元和外置式超滤膜组件组成，所述厌氧处理系统与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连接，

所述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与污泥池连接。

[0005] 所述系统还包括连接设置的浓液减量系统，所述浓液减量系统采用混凝沉淀+内

循环机组合的方式进行浓缩液减量化处理；所述浓液减量系统与纳滤系统、反渗透系统连

接，所述浓液减量系统与浓液池连接，用于减量化处理后的浓缩液流入浓液池，进行浓液回

喷。

[0006] 所述系统还包括连接设置的污泥处理系统，所述的污泥处理系统由污泥脱水系统

和污泥加药系统组成，所述污泥脱水系统由污泥提升泵、离心脱水机、无轴螺旋输送机、污

泥清液提升泵组成，所述污泥清液提升泵的一端与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连接，所述污泥

清液提升泵的另一端与离心脱水机连接，所述离心脱水机的一端与无轴螺旋输送机连接，

所述无轴螺旋输送机与焚烧处理系统连接，所述污泥池与污泥提升泵连接，所述污泥加药

系统与离心脱水机连接。

[0007] 所述纳滤系统膜组件数量为48枝，反渗透系统膜组件数量为36枝，所述纳滤系统

及反渗透系统膜组件均采用DOW螺旋卷式聚酰胺复合膜。

[0008] 所述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依次由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器、一级前置式硝化反

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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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①预处理：采用机械格栅+沉砂池+调节池作为预处理装置；

焚烧厂的渗滤液通过机械格栅除去渗滤液的漂浮物，再流入沉砂池中除去渗滤液中的

较大的泥沙，最后流入调节池，预留处理结束，以上操作降低原水中SS含量，同时COD和BOD5

含量也会降低；

②厌氧处理：

渗滤液经过调节池提升泵进入厌氧反应器，污水通过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使有机污染

物绝大部分分解成甲烷气体、水、氨氮、硫化氢、磷酸盐、无机盐等小分子物质，为MBR系统提

供较好的进水条件；厌氧反应器池底设置多条排泥管道，定期排污；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

通过管道至沼气收集池；厌氧反应器池的温度控制在30-35°，冬天采用锅炉余热蒸汽加热

的方法使反应器中的温度控制在30-35°；

③MBR系统：采用一级前置式反硝化、硝化后置方式，二级强硝化反硝化处理方法，去除

有机物和脱氮；其中：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依次由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器、一级前置式

硝化反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在反硝化池内设置液下搅拌装置，

经过MBR膜组件浓缩后的污泥回流至一级前置式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产水溢流进入超滤

系统，通过外置管式超滤膜超滤膜（TMBR）进行泥水分离，产水进入超滤产水箱；好氧剩余泥

污进入污泥池，通过污泥脱水系统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所产生的清液通过管

道回流至反硝化反应器中；

a、一级反硝化池的有效容积为960m³，水里停留时间为2d，采用水下搅拌方式；一级硝

化池的有效容积为2880m³，水力停留时间为6d，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65m3/min；一

级硝化反应器的消化液回流入一级反硝化反应器；

b、二级反硝化池的有效容积为424m3，水力停留时间为21h，采用水下搅拌形式；二级硝

化池的有效容积为360m3，水力停留时间为18h，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0m3/min；二级

硝化反应器的消化液回流入二级反硝化反应器；

c、反硝化过程PH值保持在6.5-7.5之间，当反硝化过程产生碱度，PH值会随着碱度的积

累而增加，此时通过实际情况投加盐酸系统来控制PH值；

d、硝化过程PH值保持在7-8之间，硝化过程会消耗碱度使PH值减低，此时通过投加小苏

打来控制PH值；

e、在二级反硝化池中投加碳源，保证反硝化所需碳源，进入二级硝化池后再去除多余

碳源；二级硝化产水溢入超滤系统，通过超滤系统调试，水中SS含量降低；

④纳滤及反渗透系统：

废水通过纳滤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降至100COD，去除率可达87%；废水通过反渗

透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6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达40%；

⑤浓缩减量化系统：

纳滤系统和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浓液减量化系统，通过混凝沉淀

系统的调试，取出浓缩液中60％的二价盐离子以及部分难解物；通过膜深度处理内循环系

统的调试，产水率≥55％，浓缩液产量占渗滤液系统总处理规模百分表≤15％；浓缩液回喷

至锅炉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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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污泥处理系统：采用离心脱水的方式进行工作；

污泥池通过污泥提升泵将污泥从污泥池中移至污泥脱水系统中，同时污泥加药系统向

污泥脱水系统中加药，当絮凝剂（PAM）配置浓度为1‰—3‰、投加量为0.13—0.16m3/m3湿污

泥时脱水效果最佳，其脱水率达85%左右，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系统，清液送至

反硝化池处理。

[0010] 本发明的积极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采用机械格栅+沉砂池+调节池作为预处理装置，采用该预处理工艺可除去大

部分漂浮物，大量降低原水中SS含量，原水中SS去除率可达50%以上，同时COD和BOD5含量也

都有所降低；主要目的是去除渗滤液中的颗粒物、悬浮物等，保证后续工艺的正常稳定运

行；机械格栅可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大部分漂浮物，最大程度减少堵塞发生；沉砂池可去除

渗滤液中比重较大的泥沙，降低原水中的SS，减少SS在调节池中的沉淀量；调节池不但起着

调质调量作用，还起到预处理作用，对整个系统也具有缓冲作用。

[0011] 2、本发明厌氧处理系统采用UBF中温厌氧反应器，UBF厌氧反应器的调试是厌氧系

统调试的关键，通过厌氧系统的调试，渗滤液中的COD、BOD5、SS含量都得到显著降低，其中

COD去除率可达86%，BOD5去除率可达93%，SS去除率可达69%；由于厌氧污泥生长速度慢，渗

滤液应分批次进入反应器并间歇运行，以提高其代谢效率及生长速度；调试过程发现，当反

应器温度控制在30—35℃时，渗滤液处理效果最佳，因此，冬天采用锅炉余热蒸汽加热的方

法从而保证反应器的反应温度；污水经过调节池提升泵进入厌氧反应器，污水在厌氧状态

下，通过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使有机污染物绝大部分分解成甲烷气体、水、氨氮、硫化氢、磷

酸盐、无机盐等小分子物质，为MBR系统提供较好的进水条件；在反应器池底设置排泥管道，

定期排污；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处理后回喷到焚烧炉从而提高其经济环保效益。

[0012] 3、本发明MBR系统采用一级前置式反硝化、硝化后置方式，二级强化硝化反硝化处

理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去除有机物和脱氮；二级硝化产水溢流进入超滤系统，通过外置管式

超滤膜超滤膜进行泥水分离，产水进入超滤产水箱，保证后端膜处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在调

试过程中，确定反硝化过程适宜pH值为6.5—7.5。由于反硝化过程会产生碱度，并且pH会随

着碱度的积累不断提高，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投加盐酸系统来控制pH；硝化过程适宜pH值

为7—8，硝化过程会消耗碱度使pH减低，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投加小苏打来控制pH；与此同

时，在二级反硝化池中投加碳源以保证反硝化所需碳源，进入二级硝化池后再去除多余碳

源；通过超滤系统的调试，水中的SS得到了显著降低。该系统的调试结果表明，COD含量可降

至750mg/L以下，去除率达92%以上；BOD5及NH3-N含量可降至10mg/L以下，二者去除率可达

99.6%以上；SS含量可降至30mg/L以下，去除率可达99%以上，处理效果较好。

[0013] 4、本发明通过纳滤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10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

达87%以上；通过反渗透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6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达40%

以上，满足水质标准。

[0014] 5、本发明中的浓缩液处理系统采用“混凝沉淀+内循环机组”组合进行减量化处

理；通过混凝沉淀系统的调试，可去除浓缩液中60%左右的二价盐离子以及部分难降解物；

通过膜深度处理内循环系统的调试，其产水率可达55%以上，最终浓缩液产量占渗滤液系统

总处理规模百分比低至15%以下,效果明显。同时，浓缩液回喷至锅炉再利用，实现废水零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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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6、本发明中的污泥处理系统，调试过程中发现，污泥处理过程中加药时，当絮凝剂

（PAM）配置浓度为1‰—3‰、投加量为0.13—0.16m3/m3湿污泥时脱水效果较好，其脱水率达

85%左右。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清液送至反硝化池处理。

[0016]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中MBR系统的工艺流程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参见图1-图2，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本系统根据垃圾焚

烧电站中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顺序，由管道依次连接有机械格栅1、沉砂池2、调节池3、

厌氧处理系统4、MBR系统、纳滤系统8、反渗透系统9和产水池10，厌氧处理系统4采用UBF中

温厌氧反应器，在UBF中温厌氧反应器的池底设置有排污管道，在排污管道的一端与污泥池

10连接，在厌氧处理系统4的另一端与沼气收集池5连接；沉砂池与污泥池连接在一起，MBR

系统由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和外置式超滤膜组件7组成，厌氧处理系统4与双级硝化反

硝化反应器6连接，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与污泥池10连接；本系统还包括连接设置的浓

液减量系统12，浓液减量系统12采用混凝沉淀+内循环机组合的方式进行浓缩液减量化处

理；浓液减量系统12分别与纳滤系统8、反渗透系统9连接，浓液减量系统12与浓液池15连

接，用于减量化处理后的浓缩液流入浓液池，进行浓液回喷；本系统还包括污泥处理系统，

污泥处理系统由污泥脱水系统13和污泥加药系统14组成，其中：污泥脱水系统13包括污泥

提升泵、离心脱水机、无轴螺旋输送机、污泥清液提升泵，污泥清液提升泵的一端与双级硝

化反硝化反应器6连接，污泥清液提升泵的另一端与离心脱水机连接，离心脱水机的一端与

无轴螺旋输送机连接，无轴螺旋输送机与焚烧处理系统16连接，污泥池10与污泥提升泵连

接，脱水后的泥饼通过无轴螺旋输送机送至锅炉焚烧处理系统16中，所产生的清液通过污

泥清液提升泵顺管道回流至反硝化反应器中；污泥加药系统14与离心脱水机连接；纳滤系

统8膜组件数量为48枝，反渗透系统9膜组件数量为36枝，纳滤系统8及反渗透系统9膜组件

均采用DOW螺旋卷式聚酰胺复合膜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6依次由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

器、一级前置式硝化反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

下面具体阐述本发明用于垃圾焚烧电站中渗滤液零排放的处理系统的操作方法，参见

图1的工艺流程图，包括如下步骤：

①预处理：采用机械格栅+沉砂池+调节池作为预处理装置；

首先焚烧厂的渗滤液通过机械格栅除去渗滤液的漂浮物，再流入沉砂池中除去渗滤液

中的较大的泥沙，最后流入调节池，预留处理结束，以上操作降低原水中SS含量，原水中SS

去除率高达50％以上，同时COD和BOD5含量也会降低；

②厌氧处理：

经过预处理后的污水经过调节池提升泵进入厌氧反应器，污水通过厌氧微生物的作

用，使有机污染物绝大部分分解成甲烷气体、水、氨氮、硫化氢、磷酸盐、无机盐等小分子物

质，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至沼气收集池中，等待后续处理后回喷到焚烧炉中；厌

氧反应器中的污泥通过管道定期排入污泥池中，要注意的是：UBF厌氧反应器的调试是厌氧

系统调试的关键，由于厌氧污泥生长速度慢，渗滤液应分批次进入反应器并间歇运行，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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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代谢效率及生长速度；调试过程发现，当反应器温度控制在30—35℃时，渗滤液处理效

果最佳，因此，冬天采用锅炉余热蒸汽加热的方法从而保证反应器的反应温度；厌氧反应器

产生的沼气处理后回喷到焚烧炉从而提高其经济环保效益，通过厌氧系统的调试，渗滤液

中的COD、BOD5、SS含量都得到显著降低，其中COD去除率可达86%，BOD5去除率可达93%，SS去

除率可达69%；

③MBR系统：采用一级前置式反硝化、硝化后置方式，二级强硝化反硝化处理方法，去除

有机物和脱氮；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依次连接为：一级前置式反硝化反应器、一级前置式

硝化反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反应器；在反硝化池内设置液下搅拌装置，经过

厌氧处理后的污水经过MBR膜组件浓缩后的污泥回流至反硝化反应器；二级硝化产水溢流

进入超滤系统，通过外置管式超滤膜超滤膜（TMBR）进行泥水分离，产水进入超滤产水箱；剩

余泥污进入污泥池，通过污泥脱水系统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所产生的清液通

过管道回流至反硝化反应器中；其中：双级硝化反硝化反应器由一级反硝化反应器、一级硝

化反应器、二级反硝化反应器和二级硝化反应器组成；一级反硝化池为两座，有效容积为

960m³，水里停留时间为2d，采用水下搅拌方式；一级硝化池为两座，有效容积为2880m³，水

力停留时间为6d，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65m3/min；二级反硝化池为两座，有效容积

为424m3，水力停留时间为21h，采用水下搅拌形式；二级硝化池为两座，有效容积为360m3，水

力停留时间为18h，采用射流曝气形式，曝气量为10m3/min；一级硝化反应器的硝化液回流

入一级反硝化反应器内，二级硝化反应器的硝化液回流入二级反硝化反应器内；

在调试过程中，确定反硝化过程适宜pH值为6.5—7.5，由于反硝化过程会产生碱度，并

且pH会随着碱度的积累不断提高，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投加盐酸系统来控制pH；硝化过程

适宜pH值为7—8，硝化过程会消耗碱度使pH减低，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投加小苏打来控制

pH；与此同时，在二级反硝化池中投加碳源以保证反硝化所需碳源，进入二级硝化池后再去

除多余碳源；通过超滤系统的调试，水中的SS得到了显著降低；该系统的调试结果表明，COD

含量可降至750mg/L以下，去除率达92%以上；BOD5及NH3-N含量可降至10mg/L以下，二者去除

率可达99.6%以上；SS含量可降至30mg/L以下，去除率可达99%以上，处理效果较好。

[0018] ④纳滤及反渗透系统：

废水通过纳滤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10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达87%以

上；废水通过反渗透系统的调试，其产水COD含量可降至60mg/L以下，COD去除率可达40%以

上，满足水质标准。

[0019] ⑤浓缩减量化系统：

纳滤系统和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浓液减量化系统，通过混凝沉淀

系统的调试，去除浓缩液中60％的二价盐离子以及部分难解物；通过膜深度处理内循环系

统的调试，产水率≥55％，浓缩液产量占渗滤液系统总处理规模百分表≤15％，效果明显；

同时，浓缩液回喷至锅炉再利用，实现废水零排放。

[0020] ⑥污泥处理系统：采用离心脱水的方式进行工作；

污泥池通过污泥提升泵将污泥从污泥池中移至污泥脱水系统中，同时污泥加药系统向

污泥脱水系统中加药，当絮凝剂（PAM）配置浓度为1‰—3‰、投加量为0.13—0.16m3/m3湿污

泥时脱水效果最佳，其脱水率达85%左右，脱水后的泥饼送至锅炉焚烧处理系统，清液送至

反硝化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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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发明通过上述实施例中渗滤液系统的调试，其各段出水水质达到设计要求，并

且最终出水水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其各系统出水水质见表2。

[0022] 表1渗滤液各系统出水水质

项目 COD/（mg/L） BOD5/（mg/L） NH3-N/（mg/L） SS/（mg/L） pH

原水 65800 36960 2120 11250 5.83

预处理系统出水 59400 36200 2030 5380 6.91

厌氧系统出水 8250 2530 2010 1670 7.72

MBR系统出水 610 7.1 5.6 18 7.65

NF系统出水 65 6.8 5.4 17 7.89

RO系统出水 38 6.5 2.6 12 8.14

水质标准 60 10 10 30 6.5—8.5

本发明采用预处理系统、中温厌氧处理系统、MBR系统（含硝化反硝化及外置式超滤）、

纳滤系统、反渗透系统、污泥处理系统、浓缩液处理系统的处理工艺处理该垃圾焚烧电站的

渗滤液实现全厂废水零排放，减少了环境污染、节约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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