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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

及方法，包括依次连接的调节池、筛毛机、气浮

池、A2O生化池、二沉池、接触氧化池和混凝终沉

池，调节池的入口处设有过滤装置，调节池设有

曝气系统，调节池与筛毛机之间连接有泵，混凝

终沉池的液相出口依次连接砂滤罐和消毒池，固

相出口依次与污泥浓缩池和叠螺脱水机连接。本

发明投入人工少，处理羽绒废水的费用低；另外，

处理后的废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及企业生产用

水标准的要求，可以回用于生产，完全实现了水

的循环利用，节约大量水资源；处理废水过程可

以根据废水的水量来调节系统运行，减少了能源

消耗，降低企业的生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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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调节池、筛毛机、气浮

池、A2O生化池、二沉池、接触氧化池和混凝终沉池，所述调节池的入口处设有过滤装置，所

述调节池设有曝气系统，所述调节池与所述筛毛机之间连接有泵，所述混凝终沉池的液相

出口依次连接砂滤罐和消毒池，所述混凝终沉池的固相出口依次与污泥浓缩池和叠螺脱水

机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置为

格栅，所述格栅的栅条间的空隙宽度至少为2mm，所述砂滤罐中所用滤料为精制石英砂，所

述精制石英砂的粒径为1-2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毛机为滚

筒式筛毛机，所述滚筒式筛毛机包括分离区和收集区，所述分离区设置在所述收集区上方，

所述收集区包括液体收集区和固废收集区，所述滚筒式筛毛机的中空滚筒的外壁包裹有筛

网，所述中空滚筒与所述筛网形成了所述分离区，所述筛网中的筛孔直径至少为0.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浮池为平

流式浅层气浮，所述A2O生化池的底部设有曝气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沉池为辐

流式沉淀池，所述辐流式沉淀池的中部设有导流桶，所述导流桶通过管道与所述A2O生化池

连接，所述导流桶下方设置有伞型挡板，所述辐流式沉淀池的的四周设置溢水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氧化池

内设有曝气装置和生物活性填料，所述曝气装置包括微孔曝气盘，所述生物活性填料上设

有生物膜，所述生物膜把所述接触氧化池分成数格。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沉淀池

为平流式混凝沉淀池，所述混凝沉淀池靠近接触氧化池的一端设有混凝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浓缩池

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

9.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装置回收处理羽绒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羽绒废水流经所述过滤装置，去除羽绒废水中较大的羽绒及其他较大颗粒物；

(2)经步骤(1)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调节池，调节所述调节池内废水的水量和水质，所

述调节池中的曝气系统使废水充分混合；

(3)经步骤(2)处理的废水由所述的泵抽入所述筛毛机中，分离0.2mm以上悬浮或半悬

浮固体物质；

(4)经步骤(3)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气浮池，在所述气浮池中先加PAC絮凝，后加PAM助

凝，去除废水中的大量细小颗粒胶黏物；

(5)经步骤(4)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A2O生化池，通过A2O生化池中的微生物去除污水中

的污染物；

(6)经步骤(5)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二沉池，使污泥与水分离，沉淀污泥部分回流到步

骤(5)中的所述A2O生化池；

(7)经步骤(6)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接触氧化池，所述接触氧化池内有生物活性填料，

所述生物活性填料上布满生物膜，通过生物膜上的微生物进一步去除废水中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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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步骤(7)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混凝终沉池，去除废水中悬浮物，混凝终沉池的底

部污泥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

(9)经步骤(8)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砂滤罐，对废水进行过滤，去除废水中的杂质；

(10)经步骤(9)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消毒池，进行臭氧氧化消毒处理，得到处理回收的

水，使回收的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及企业生产用水标准的要求，达标后排放；

(11)上述各个池所产生的浮渣、多余污泥，通过池内排泥与排渣系统，进入所述污泥浓

缩池，所述污泥浓缩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所述污泥浓缩池排出的污泥采用叠螺式污泥

脱水机进行脱水。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羽绒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从所述气浮池产生的污泥通

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二沉池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

外一部分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混凝终沉池的底部产生的污泥其中

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则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

接触氧化池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进入所述的混凝终

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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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羽绒业是一个高耗水行业，目前我国每年的羽绒行业的耗水就达上千万吨，而且

产生的废水含有大量污染物质。一般地，对羽绒的水洗过程如下，在洗毛机中加入原料(原

毛、精毛)后注入清水，同时加入洗涤剂、双氧水进行清洗，清洗完后将水放干，然后再次注

入清水(洗涤剂)，重复上述操作，一般初洗要换5次清水，精洗要换10次或10次以上清水。由

此可见，在初洗过程中，羽绒很脏并投加大量的洗涤剂，导致排放的废水浓度高，属于高浓

度有机废水，若直接排放，必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精洗后的排放的废水与初洗

排放的废水相比浓度低，但水量大。有的企业会用精洗后的排放的废水来清洗原毛或用于

耕地，这样容易造成耕地污染，增加了处理难度，如果将初洗与精洗后的排放的废水进行处

理并回收利用于生产，不仅解决了污染问题，还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具有社会意义，又有

可观的经济效益。

[0003] 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提供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方法降低污水处理的成

本，节约水资源，保护环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羽绒污水处理的成本高，浪费水资源的问题，本

发明提供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及方法。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

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调节池、筛毛机、气浮池、A2O生化池、二沉池、接触氧化池和混凝终沉

池，所述调节池的入口处设有过滤装置，所述调节池设有曝气系统，所述调节池与所述筛毛

机之间连接有泵，所述混凝终沉池的液相出口依次连接砂滤罐和消毒池，所述混凝终沉池

的固相出口依次与污泥浓缩池和叠螺脱水机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过滤装置为格栅，所述格栅的栅条间的空隙宽度至少为2mm，所述砂

滤罐中所用滤料为精制石英砂，所述精制石英砂的粒径为1-2mm。

[0007] 优选地，所述筛毛机为滚筒式筛毛机，所述滚筒式筛毛机包括分离区和收集区，所

述分离区设置在所述收集区上方，所述收集区包括液体收集区和固废收集区，所述滚筒式

筛毛机的中空滚筒外壁包裹有筛网，所述筛网中的筛孔直径至少为0.2mm。分离区是分离废

水中的液体和固体废物，分离出来的液体进入液体收集区，固体废物进入固废收集区。采用

滚筒筛毛机，不易堵塞，故无需专人看管，去除废水中的羽绒，并回收利用羽绒。

[0008] 优选地，所述气浮池为平流式浅层气浮，所述A2O生化池的底部设有曝气装置。

[0009] 优选地，所述二沉池为辐流式沉淀池，所述辐流式沉淀池的中部设有导流桶，，所

述导流桶通过管道与所述A2O生化池连接，所述导流桶下方设置有伞型挡板，所述辐流式沉

淀池的的四周设置溢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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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接触氧化池内设有曝气装置和生物活性填料，所述曝气装置包括微

孔曝气盘，所述生物活性填料上设有生物膜，所述生物膜把所述接触氧化池分成数格。当废

水经充氧后以一定流速流经生物活性填料后，与所述生物膜接触，所述生物膜与悬浮的活

性污泥共同作用，达到净化废水的作用。

[0011] 优选地，所述混凝沉淀池为平流式混凝沉淀池，所述混凝沉淀池靠近接触氧化池

的一端设有混凝装置，若混凝沉淀池中悬浮物少，水是清澈的，即用肉眼可以看到水下至少

1米的深度，则可不需要投加混凝剂和助凝剂；若出水悬浮物过多，则需投加混凝剂和助凝

剂，使水中难以沉淀的颗粒能互相聚合而形成胶体，然后与水体中的杂质结合形成更大的

絮凝体，有利于絮凝体下沉。

[0012] 优选地，所述污泥浓缩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

[0013] 具体地，利用装置回收处理羽绒废水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羽绒废水流经所述过滤装置，去除羽绒废水中较大的羽绒及其他较大颗粒物；

[0015] (2)经步骤(1)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调节池，调节所述调节池内废水的水量和水

质，所述调节池中的曝气系统使废水充分混合；

[0016] (3)经步骤(2)处理的废水由所述的泵抽入所述筛毛机中，分离0.2mm以上悬浮或

半悬浮固体物质；

[0017] (4)经步骤(3)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气浮池，在所述气浮池中先加PAC絮凝，后加

PAM助凝，去除废水中的大量细小颗粒胶黏物；

[0018] (5)经步骤(4)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A2O生化池，通过A2O生化池中的微生物去除污

水中的污染物；

[0019] (6)经步骤(5)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二沉池，使污泥与水分离，沉淀污泥部分回流

到步骤(5)中的所述A2O生化池；

[0020] (7)经步骤(6)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接触氧化池，所述接触氧化池内有生物活性填

料，所述生物活性填料上布满生物膜，通过生物膜上的微生物进一步去除废水中的污染物；

[0021] (8)经步骤(7)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混凝终沉池，去除废水中悬浮物，混凝终沉池

的底部污泥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

[0022] (9)经步骤(8)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砂滤罐，对废水进行过滤，去除废水中的杂质；

[0023] (10)经步骤(9)处理的废水进入所述消毒池，进行臭氧氧化消毒处理，得到处理回

收的水，使回收的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及企业生产用水标准的要求，达标后排放。

[0024] (11)上述各个池所产生的浮渣、多余污泥，通过池内排泥与排渣系统，进入所述污

泥浓缩池，所述污泥浓缩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所述污泥浓缩池排出的废水采用叠螺式

污泥脱水机进行脱水，全程自动控制，从输送污泥、注入药液、浓缩脱水、至排出泥饼，实现

24小时全自动连续无人操作，减少人力投入。

[0025] 优选地，从所述气浮池产生的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二沉

池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

浓缩池；所述混凝终沉池的底部产生的污泥其中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

污泥则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接触氧化池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

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进入所述的混凝终沉池。上面所说的另外一部分污泥均是通过

A2O生化池中的污泥沉降比(SV30)来确定，一般保持污泥沉降比在15％～25％。如果污泥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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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比大于25％，就需要排污泥，即所说的另外一部分污泥全部回流至A2O生化池。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装置及方法，同时使用调

节池，气浮池，A2O生化池，二沉池，接触氧化池，混凝终沉池与污泥浓缩池，投入人工少，处

理羽绒废水的费用低；另外，处理后的废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及企业生产用水标准的要求，

可以回用于生产，完全实现了水的循环利用，节约大量水资源；处理废水过程可以根据废水

的水量来调节系统运行，减少了能源消耗，降低企业的生成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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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图1是本发明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装置的工艺流程图；

[0029] 其中，1、过滤装置；2、调节池；3、筛毛机；4、气浮池；5、A2O生化池；6、二沉池；7、接

触氧化池；8、混凝终沉池；9、砂滤罐；10、消毒池；11、污泥浓缩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羽绒废水回收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1)羽绒废水流经格栅，去除羽绒废水中较大的羽绒碎片及其他较大颗粒物，减轻

后续处理负荷；

[0033] (2)经步骤(1)处理的废水通过暗管进入调节池，通过调节池中的曝气系统进行预

曝气，使废水充分混合，调节废水的水量和废水的水质。

[0034] (3)经步骤(2)处理的废水由泵抽入筛毛机中，筛毛机捞取羽绒片等悬浮物，减轻

后续处理负荷；

[0035] (4)经步骤(3)处理的废水自流进入气浮池，在所述气浮池中先加PAC絮凝，后加

PAM助凝，去除废水中的大量细小颗粒胶黏物，以便减轻接触氧化池中生化处理的负荷；

[0036] (5)经步骤(4)处理的废水自流进入A2O生化池，通过A2O生化池中的微生物的自身

代谢去除有机污染物，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0037] (6)经步骤(5)处理的废水自流进入二沉池，用沉淀方法去除生物污泥，使污泥与

水分离，沉淀污泥大部分回流到A2O生化池；

[0038] (7)经步骤(6)处理的废水进入接触氧化池，接触氧化池内有生物活性填料，生物

活性填料上附有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自身代谢进一步去除有机污染物，以达到深度净化

水质的目的；

[0039] (8)经步骤(7)处理的废水进入混凝终沉池，根据废水的水质及废水处理站运行的

情况投加少量的混凝剂，以保证污泥与废水的分离，同时去除废水中悬浮物，混凝终沉池的

底部污泥部分回流到A2O生化池；

[0040] (9)经步骤(8)处理的废水进入砂滤罐，不仅对废水进行过滤去除了废水中残留的

细小颗粒杂质，提高了出水的透明度，而且进一步去除污泥和悬浮物。另外，还可以无需停

机对滤料进行清洗；(10)经步骤(9)处理的废水进入消毒池，进行臭氧氧化消毒处理，杀灭

病菌，保证出水卫生清洁，大大提高了出水透明度，保证了出水清澈透明，使回收的水符合

国家排放标准及企业生产用水标准的要求，处理后回收的水在回用水池待用或者排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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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41] (11)从气浮池、二沉池、混凝终沉池产生的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污泥浓缩池，污

泥浓缩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污泥浓缩池排出的废水采用叠螺式污泥脱水机进行脱水，

全程自动控制，从输送污泥、注入药液、浓缩脱水、至排出泥饼，实现24小时全自动连续无人

操作，减少人力投入。

[0042] 从所述气浮池产生的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二沉池产生的

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通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

述混凝终沉池的底部产生的污泥其中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池，另外一部分污泥则通

过污泥管收集至所述污泥浓缩池；所述接触氧化池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到所述A2O生化

池，另外一部分污泥进入所述的混凝终沉池。上面所说的另外一部分污泥均是通过A2O生化

池中的污泥沉降比(SV30)来确定，一般保持污泥沉降比在15％～25％。如果污泥沉降比大

于25％，就需要排污泥，即所说的另外一部分污泥全部回流至A2O生化池。

[0043] 本发明中工艺流程消毒池，采用自动反冲洗连续砂滤罐避免了普通砂滤池在反冲

洗时对水质造成的影响，且由于自动反冲洗连续砂滤罐中的滤料不断运动，避免了板结的

问题。

[0044] 参照上述方法，某大型羽绒制品厂日排放废水3000吨，设计进水与出水水质的排

放指标如下：(出水的水质参照《羽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1-2008)中表3的水质

要求)：

[0045]

[0046] 由此表可以看出羽绒行业废水为高浓度有机废水，其中COD、BOD5、SS的浓度都很

高。排放标准部分指标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一级A标准。

[0047] 该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除了开始调试的时候进水量较少，调试结束后进水量达

到设计量的95％(即2850吨/天)，接近满负荷持续运行2个月，运行效果稳定可靠，出水水质

优良，各工艺段处理效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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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处理出水完全满足企业回用水要求，水质(平均)如下：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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