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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

理系统，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其包括调节池、

初沉池、UF过滤装置、氨氮分子筛装置、分段进水

多级A2/O‑MBR生化池、MC反应池和混凝沉淀池，

本装置通过调节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均质均量

地依次输送到初沉池和UF过滤装置，去除了垃圾

渗滤液中的SS，再通过氨氮分子筛装置回收垃圾

渗滤液中的氨氮元素，然后再通过分段进水多级

A2/O‑MBR生化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去除有机物、

COD和氨氮，再利用MC反应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

去除难降解溶解性有机物，降低渗滤液中的色

度、重金属含量和COD，最后通过混凝沉淀池将垃

圾渗滤液的其余杂质作沉淀处理，具有处理效率

高、稳定性高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212293219 U

2021.01.05

CN
 2
12
29
32
19
 U



1.一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管道依次相连通的用于对垃

圾渗滤液进行均质均量处理的调节池、用于对从调节池中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作一次去

除SS处理的初沉池、用于对从初沉池中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作二次去除SS处理的UF过滤

装置、用于对从UF过滤装置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行回收氨氮元素的氨氮分子筛装置、

用于对从氨氮分子筛装置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行去除有机物、COD和氨氮的分段进水

多级A2/O-MBR生化池、用于对从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降低

色度、重金属含量和COD的MC反应池、以及用于对从MC反应池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行除

杂处理的混凝沉淀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池与初沉池

之间连接有潜污泵，所述初沉池的一侧设置有与初沉池相连通的石灰投加装置，所述初沉

池和UF过滤装置之间连接有离心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UF过滤装置包括

相连通的多介质过滤器和精密过滤器，所述多介质过滤器与初沉池相连通，所述精密过滤

器与氨氮分子筛装置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氨氮分子筛装置

包括氨氮分子筛池，装设在氨氮分子筛池一侧分别与氨氮分子筛池相连通的酸投加装置和

回收罐，所述氨氮分子筛池分别与UF过滤装置和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进水多级A2/

O-MBR生化池包括至少两组缺氧-好氧池组，所述缺氧-好氧池组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缺氧池

和好氧池，每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好氧池与相邻一组缺氧-好氧池组的缺氧池相连通；

还包括与第一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相连通的厌氧池，与最后一组缺氧-好氧池

组中的好氧池相连通的MBR膜池，所述厌氧池与氨氮分子筛装置相连通，所述MBR膜池与MC

反应池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BR膜池回流污

泥混合液至各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第一组所述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回流污

泥至厌氧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氨氮分子筛装置

中的垃圾渗滤液以一定的分配比分别进入厌氧池和各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C反应池包括一

级吸附区、二级吸附区、沉淀区、吸附剂投加装置以及隔膜泵；所述一级吸附区、所述二级吸

附区以及所述沉淀区均为逆流吸附罐；所述一级吸附区、所述二级吸附区以及所述沉淀区

依次连通，所述吸附剂投加装置通过所述隔膜泵向所述二级吸附区的出水口投加改性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沉淀池的一

侧装设有分别与混凝沉淀池相连通的PAC投加装置和PAM投加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反冲

洗装置，所述反冲洗装置与UF过滤装置和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其中一者或两者相

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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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含有的水分、进入填埋场的雨雪水

及其他水分等，是一种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色度大、毒性强的高浓度有机废水。垃圾渗

滤液如何处理是目前水处理行业公认的难题，它不仅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还含有各类

重金属污染物，如果处置不当，不但影响地表水的质量，还会危及的地下水的安全。

[0003] 目前国内对垃圾渗滤液处理大体分为：物化法、生物法和膜法。垃圾渗滤液液处理

工艺按流程可分为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和后处理(污泥处理和浓缩液处理)。预处理

一般采用混凝沉淀、氨吹脱、高级氧化处理技术等；生物处理主要采用厌氧加生物的处理方

法；深度处理主要采用反渗透膜技术和高级氧化技术。其中，常用的氨吹脱会产生大量废气

造成二次污染，反渗透膜会产生膜浓缩液，回灌膜浓缩液后会引起进水水质恶化，影响污水

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处理垃圾渗滤液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提出的目前市场上生化处理效果不够理想，氨吹脱、反渗透膜工艺产生二次污染物的技术

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

包括通过管道依次相连通的用于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均质均量处理的调节池、用于对从调节

池中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作一次去除SS处理的初沉池、用于对从初沉池中输送出来的垃

圾渗滤液作二次去除SS处理的UF过滤装置、用于对从UF过滤装置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

行回收氨氮元素的氨氮分子筛装置、用于对从氨氮分子筛装置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行

去除有机物、COD和氨氮的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用于对从分段进水多级A2/O-MBR

生化池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降低色度、重金属含量和COD的MC反应池、以及用于对从MC反

应池输送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进行除杂处理的混凝沉淀池。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调节池与初沉池之间连接有潜污泵，所述初沉池的一侧设

置有与初沉池相连通的石灰投加装置，所述初沉池和UF过滤装置之间连接有离心泵。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UF过滤装置包括相连通的多介质过滤器和精密过滤器，所

述多介质过滤器与初沉池相连通，所述精密过滤器与氨氮分子筛装置相连通。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氨氮分子筛装置包括氨氮分子筛池，装设在氨氮分子筛池

一侧分别与氨氮分子筛池相连通的酸投加装置和回收罐，所述氨氮分子筛池分别与UF过滤

装置和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相连通。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包括至少两组缺氧-好氧池

组，所述缺氧-好氧池组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缺氧池和好氧池，每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好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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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与相邻一组缺氧-好氧池组的缺氧池相连通；

[0010] 还包括与第一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相连通的厌氧池，与最后一组缺氧-好

氧池组中的好氧池相连通的MBR膜池，所述厌氧池与氨氮分子筛装置相连通，所述MBR膜池

与MC反应池相连通。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MBR膜池回流污泥混合液至各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

池，第一组所述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回流污泥至厌氧池。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氨氮分子筛装置中的垃圾渗滤液以一定的分配比分别进入

厌氧池和各组缺氧-好氧池组中的缺氧池。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MC反应池包括一级吸附区、二级吸附区、沉淀区、吸附剂投

加装置以及隔膜泵；所述一级吸附区、所述二级吸附区以及所述沉淀区均为逆流吸附罐；所

述一级吸附区、所述二级吸附区以及所述沉淀区依次连通，所述吸附剂投加装置通过所述

隔膜泵向所述二级吸附区的出水口投加改性炭。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混凝沉淀池的一侧装设有分别与混凝沉淀池相连通的PAC

投加装置和PAM投加装置。

[0015] 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包括反冲洗装置，所述反冲洗装置与UF过滤装置和分段进水

多级A2/O-MBR生化池其中一者或两者相连通。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设有调节池、初沉池、UF

过滤装置、氨氮分子筛装置、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MC反应池和混凝沉淀池，本装

置通过调节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均质均量地输送到初沉池，然后通过初沉池和UF过滤装置

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SS，再通过氨氮分子筛装置回收垃圾渗滤液中的氨氮元素，然后再通

过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去除有机物、COD和氨氮，再利用MC反应

池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去除难降解溶解性有机物，降低渗滤液中的色度、重金属含量和COD，

最后通过混凝沉淀池将垃圾渗滤液的其余杂质作沉淀处理，从而高效地去除了垃圾渗滤液

中的色度和重金属，同时有效降低了COD和氨氮，达标后再排放出去，本装置具有处理效率

高、稳定性高的优点；其中该调节池保证对垃圾渗滤液处理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氨氮

分子筛装置作为预处理，实现了渗滤液中氨氮的高效去除，同时能够实现氨氮的有效回收，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经过预处理后，氨氮的去除率达97％以上，采用MC反应池作为深度处

理，保证了垃圾渗滤液的稳定达标排放，处理后的COD去除率约在90％以上。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的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步骤图。

[0020] 附图标记为：1、调节池；2、初沉池；3、UF过滤装置；31、多介质过滤器；32、精密过滤

器；4、氨氮分子筛装置；41、氨氮分子筛池；42、酸投加装置；43、回收罐；5、分段进水多级A2/

O-MBR生化池；51、缺氧-好氧池组；511、缺氧池；512、好氧池；52、厌氧池；53、MBR膜池；6、MC

反应池；61、一级吸附区；62、二级吸附区；63、沉淀区；7、混凝沉淀池；8、潜污泵；9、石灰投加

装置；10、离心泵；11、吸附剂投加装置；12、PAC投加装置；13、PAM投加装置；14、反冲洗装置；

15、自吸泵；16、隔膜泵；17、回流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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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包括通过管道依次

相连通的调节池1、初沉池2、UF过滤装置3、氨氮分子筛装置4、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

池5、MC反应池6、以及混凝沉淀池7。

[0023]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了反冲洗装置14，该反冲洗装置14分别与UF过滤装置3和分段

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5相连通，起到清洗UF过滤装置3和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5

的作用，保证垃圾渗滤液处理作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延长本装置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

的成本。

[0024] 其中调节池1保证对垃圾渗滤液处理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中调节池1与初沉池

2之间连接有潜污泵8，通过潜污泵8将调节池1内的垃圾渗滤液泵入到初沉池2内，其中初沉

池2的一侧设置有与初沉池2相连通的石灰投加装置9，该石灰投加装置9为初沉池2提供石

灰，石灰与初沉池2内的垃圾渗滤液混合均匀后，渗滤液中的SS将会混凝沉淀，渗滤液中的

SS也就大幅降低，而初沉池2和UF过滤装置3之间连接有离心泵10，通过离心泵10将已经去

除了大量SS的垃圾渗滤液泵入到UF过滤装置3内。

[0025] 其中UF过滤装置3包括相连通的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多介质过滤器

31与初沉池2相连通，精密过滤器32与氨氮分子筛装置4相连通。

[0026] 具体地，通过离心泵10将位于初沉池2内已经去除了大量SS的垃圾渗滤液先后泵

入到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内，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能够进一步去除

垃圾渗滤液中的SS，此UF过滤装置3的过滤精度可达0.01μm，另外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

滤器32定期使用反冲洗装置14进行反洗，反洗运行周期为30min，反洗时间为1-2min，保证

垃圾渗滤液处理作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延长本装置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的成本。

[0027] 其中氨氮分子筛装置4包括氨氮分子筛池41，装设在氨氮分子筛池41一侧分别与

氨氮分子筛池41相连通的酸投加装置42和回收罐43，氨氮分子筛池41分别与UF过滤装置3

中的精密过滤器32和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5相连通。

[0028] 具体地，通过离心泵10将位于初沉池2内已经去除了大量SS的垃圾渗滤液先后经

过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泵入到氨氮分子筛池41，通过酸投加装置42向氨氮分子

筛池41内添加酸性物质，使垃圾渗滤液中的大量氨氮元素以硫酸铵的形式收集到回收罐43

中，通过氨氮分子筛装置作为预处理，实现了渗滤液中氨氮的高效去除，同时能够实现氨氮

的有效回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经过预处理后，氨氮的去除率达97％以上。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5包括至少两组缺氧-好氧池组

51，所述缺氧-好氧池组51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缺氧池511和好氧池512，每组缺氧-好氧池组

51中的好氧池512与相邻一组缺氧-好氧池组51的缺氧池511相连通；还包括与第一组缺氧-

好氧池组51中的缺氧池511相连通的厌氧池52，与最后一组缺氧-好氧池组51中的好氧池

512相连通的MBR膜池53，所述厌氧池52与氨氮分子筛装置4中的氨氮分子筛池41相连通，所

述MBR膜池53与MC反应池6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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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具体地，通过氨氮分子筛装置4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以一定的分配比分别进入厌

氧池52和各组缺氧-好氧池组51中的缺氧池511，在运行期间可根据进水水质进一步调整进

水分配比，通过鼓风机对好氧池512和MBR膜池53进行曝气供氧，控制溶解氧的供给量在2-

5mg/L，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各池之间间通过溢流堰过水。

[0031] 更具体地，厌氧池52利用厌氧菌的作用，使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

和甲烷化，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物，并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垃圾渗滤液

后续的好氧处理。而多级缺氧池/好氧池的缺氧-好氧池组51的设计，有效实现短程硝化反

硝化脱氮的作用，节省池体容积、反应时间和运行成本。另外，利用多段进水调节水质水量，

合理地控制各池内的C/N比，使缺氧池511能更充分利用原水中的有机碳源进行反硝化，实

现高效脱氮。此外，用MBR膜池53代替传统的二沉池，大幅增加了生化系统的污泥浓度，提高

了硝化效率并进一步降低了出水的色度与SS。

[0032] 进一步的，MBR膜池53底的污泥混合液通过回流泵17回流至各组缺氧-好氧池组51

中的缺氧池511，总回流比为200％，各组缺氧-好氧池组51中的缺氧池511通过回流泵17将

污泥回流至厌氧池52，总回流比为100％，由于污泥中含有微生物，微生物一方面能够促进

厌氧池52内的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化，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垃圾渗

滤液后续的好氧处理，另一方面促进缺氧池511内反硝化作业，回流的设计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节约了成本。

[0033] MC反应池6包括一级吸附区61、二级吸附区62、沉淀区63、吸附剂投加装置11以及

隔膜泵16；一级吸附区61、二级吸附区62以及沉淀区63均为逆流吸附装置，即，一级吸附区

61、二级吸附区62以及沉淀区63的进水方向与吸附剂的流动方向相反；一级吸附区61、二级

吸附区62以及沉淀区63依次连通，本实施例中，一级吸附区61、二级吸附区62以及沉淀区63

直接连通，一级吸附区61的出水口即为二级吸附区62的进水口，二级吸附区62的出水口即

为沉淀区63的进水口，MBR膜池53的出水通过自吸泵15泵入一级吸附区61；吸附剂投加装置

11为改性炭投加装置，其与活性炭投加装置的结构相同，吸附剂投加装置11通过隔膜泵16

向沉淀区63投加改性炭，具体来说，吸附剂投加装置11采用了湿式投加法，按照10-20％的

浓度稀释，用隔膜泵16泵入MC反应池31中，隔膜泵16的输出口位于二级吸附区62的出水口，

隔膜泵16的输出口流动方向与二级吸附区62的出水口流动方向相反，使吸附剂的流动方向

与二级吸附区62的出水方向相反。

[0034] 具体地，MBR膜池53内的膜组件通过自吸泵15抽吸出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至MC反

应池6中的一级吸附区61中，改性炭按照10-20％浓度用水稀释并通过隔膜泵16泵入二级吸

附区62的出水区，与二级吸附区62进液流向相反，逆向流动吸附垃圾渗滤液中难降解的溶

解性有机物，部分落到沉淀区63底部的吸附剂经过潜污泵8输送至一级吸附区61的出水区，

该位于一级吸附区61出水区的改性炭与一级吸附区61进液流向相反，逆向流动吸附垃圾渗

滤液中难降解的溶解性有机物，如此反复利用改性炭吸附剂，直至垃圾渗滤液吸收改性炭

饱和，通过该二级MC反应池6作为垃圾渗滤液的深度处理，能够降低垃圾渗滤液中的色度、

重金属含量和COD，保证了垃圾渗滤液的稳定达标排放，处理后的COD去除率约在90％以上。

[0035] 另外，MBR膜池53膜组件需要定期使用反冲洗装置14进行反洗，保证垃圾渗滤液处

理作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延长本装置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的成本，反洗运行周期为4-

8h，反洗时间为3-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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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其中混凝沉淀池7的一侧装设有分别与混凝沉淀池7相连通的PAC投加装置12和

PAM投加装置13。

[0037] 具体地，将MC反应池6的渗滤液输送至混凝沉淀池7，PAC投加装置12和PAM投加装

置13向混凝沉淀池7的反应槽中投加适量的PAC和PAM，PAC和PAM与出水渗滤液携带的改性

炭发生絮凝后沉淀在沉淀池底部，去除了前期在MC反应池6添加的过量改性炭，从而使得沉

淀池的上清液可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排放标准，上清液通

过溢流堰出水后直接排放。

[0038] 该种垃圾渗滤液高效处理系统，在使用时，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39] S1、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流入调节池1中，调节池1均质均量调节水质水量，保

证对垃圾渗滤液处理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040] S2、通过潜污泵8将调节池1内的垃圾渗滤液泵入到初沉池2内，石灰投加装置9为

初沉池2提供石灰，石灰与初沉池2内的垃圾渗滤液混合均匀后，渗滤液中的SS将会混凝沉

淀，渗滤液中的SS也就大幅降低；

[0041] S3、通过离心泵10将位于初沉池2内已经去除了大量SS的垃圾渗滤液先后泵入到

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内，多介质过滤器31和精密过滤器32能够进一步去除垃圾

渗滤液中的SS；

[0042] S4、从精密过滤器32内出来的垃圾渗滤液被泵入到氨氮分子筛池41，通过酸投加

装置42向氨氮分子筛池41内添加酸性物质，使垃圾渗滤液中的大量氨氮元素以硫酸铵的形

式收集到回收罐43中，氨氮的去除率达97％以上；

[0043] S5、通过氨氮分子筛装置4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以一定的分配比分别进入厌氧池

52和各组缺氧-好氧池组51中的缺氧池511，分段进水多级A2/O-MBR生化池各池之间间通过

溢流堰过水，厌氧池52利用厌氧菌的作用，使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

化，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物，并提高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垃圾渗滤液后续的

好氧处理，而多级缺氧池/好氧池的缺氧-好氧池组51的设计，有效实现短程硝化反硝化脱

氮的作用，MBR膜池53底的污泥混合液回流至各组缺氧-好氧池组51中的缺氧池511，总回流

比为200％，回流各级缺氧池的污泥至厌氧池，总回流比为100％，进而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

有机物、COD和氨氮；

[0044] S6、通过自吸泵15，将MBR膜池53的出水泵入MC反应池61的一级吸附区611，垃圾渗

滤液在MC反应池61的一级吸附区611、二级吸附区612以及沉淀区613中，利用改性炭作为吸

附剂吸附垃圾渗滤液中的重金属离子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COD的去除率70～80％，可以保

证垃圾渗滤液的稳定达标排放，色度可以降至无色；

[0045] S7、将MC反应池6的垃圾渗滤液输送至混凝沉淀池7，再通过PAC投加装置12和PAM

投加装置13向混凝沉淀池7的反应槽中投加适量的PAC和PAM，PAC和PAM与出水携带的改性

炭发生絮凝后沉淀在沉淀池底部，去除了前期在MC反应池6中添加的过量改性炭，从而使得

沉淀池的上清液可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排放标准。

[0046]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能够去除垃圾渗滤液内的SS、有机物、氨氮，降低色度、重金属

含量和COD值，具有处理效率高、稳定性高、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优点。

[004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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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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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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