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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提供
了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包括：
预处理
装置、
硝化降解装置、
超滤装置、
电解装置A、
纳滤
装置、
调节装置、
反渗透装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
盐装置和出水池；
其中，
所述预处理装置、
硝化降
解装置、
超滤装置、
电解装置A、
纳滤装置、
调节装
置、
反渗透装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盐装置和出
水池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预处理装置依
次设置有过滤器、渗滤液调节池和絮凝沉淀池，
所述硝化降解装置通过隔板依次设置有厌氧区、
硝化反硝化区和好氧区，
所述絮凝沉淀池与厌氧
区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好氧区与超滤装
置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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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预处理装置、硝化降解装置、
超滤
装置、
电解装置A、
纳滤装置、调节装置、
反渗透装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盐装置和出水池；
其
中，
所述预处理装置、硝化降解装置、超滤装置、
电解装置A、纳滤装置、调节装置、
反渗透装
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盐装置和出水池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预处理装置依次设置
有过滤器、
渗滤液调节池和絮凝沉淀池，
所述硝化降解装置通过隔板依次设置有厌氧区、硝
化反硝化区和好氧区，
所述絮凝沉淀池与厌氧区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好氧区与超
滤装置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器包括过滤管
道以及设置于过滤管道内的过滤网，
所述过滤管道的出水口与所述渗滤液调节池连通。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滤液调节池上安
装有pH值调节装置和控制器，
所述pH值调节装置包括pH传感器和加药箱，
所述加药箱位于
pH传感器的上方，
所述pH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通过pH传感器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
器，
控制器控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区的底部和硝
化反硝化区的上部通过折流板相连通，
硝化反硝化区的底部与好氧区的上部通过折流板相
连通，
好氧区的底部与超滤装置的上部相连通，
所述厌氧区设有复合厌氧生物填料，
所述硝
化反硝化区设有一级反硝化区、
一级硝化区、
二级反硝化区和二级硝化区，
所述好氧区设有
好氧悬浮填料和硝化回流泵。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
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滤装置为管式
MBR超滤装置，
包括超滤进水泵、超滤膜组、超滤循环泵、超滤清洗泵和清洗桶，
所述超滤进
水泵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循环泵，
所述超滤循环泵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膜组，
所述超滤清
洗泵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循环泵，
所述的清洗桶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清洗泵。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纳滤装置包括纳滤
进水箱和纳滤膜；
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池和PH调节单元，
所述反渗透装置包括反渗透进
水箱和反渗透膜，
所述纳滤进水箱、调节池和反渗透进水箱依次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其
中，
所述PH调节单元安装于调节池上，
包括pH传感器和加药箱，
所述加药箱位于pH传感器的
上方，
所述pH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通过pH传感器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器，
控制器控
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解装置A和电解
装置B分别由至少一个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和至少一个三维电生物反应器任意组合相串联组
成。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
包括被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室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生物反应
器包括被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室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
应器和三维电生物反应器的反应室内设置至少两块垂直平行排列的电极板，
所述电极板正
极和负极交替设置，
并联连接至外置电源。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容脱盐装置内设
置有双极膜电渗析反应器，
脱去盐分，
将脱盐深度处理后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10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水池的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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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是一种难于进行处理的高浓度有机垃圾渗滤液，
其主要来自以下三个
方面：
1、
填埋场内的自然降雨和径流；
2、
垃圾自身含有的水；
3、
在垃圾填埋后由于微生物的
厌氧分解而产生的水。
[0003] 目前，
垃圾渗滤液的处理主要方法之一是采用“预处理+MBR膜生物系统+反渗透深
度处理”的组合工艺，
虽然该组合工艺能够有效解决垃圾渗滤液达标排放的问题，
但在运行
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反渗透浓水，
垃圾渗滤液反渗透浓水盐度高、毒性大、难于
生化降解，
已经成为我国污水治理的难点和重点。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
处理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包括：
预处理装置、硝
化降解装置、
超滤装置、
电解装置A、
纳滤装置、调节装置、
反渗透装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盐
装置和出水池；
其中，
所述预处理装置、硝化降解装置、超滤装置、
电解装置A、纳滤装置、调
节装置、
反渗透装置、
电解装置B、
电容脱盐装置和出水池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预处
理装置依次设置有过滤器、渗滤液调节池和絮凝沉淀池，
所述硝化降解装置通过隔板依次
设置有厌氧区、硝化反硝化区和好氧区，
所述絮凝沉淀池与厌氧区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好氧区与超滤装置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0006] 优选地，
所述过滤器包括过滤管道以及设置于过滤管道内的过滤网，
所述过滤管
道的出水口与所述渗滤液调节池连通。
[0007] 优选地，
所述渗滤液调节池上安装有pH值调节装置和控制器，
所述pH值调节装置
包括pH传感器和加药箱，
所述加药箱位于pH传感器的上方，
所述pH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连
接，
通过pH传感器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器，
控制器控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0008] 优选地，
所述厌氧区的底部和硝化反硝化区的上部通过折流板相连通，
硝化反硝
化区的底部与好氧区的上部通过折流板相连通，
好氧区的底部与超滤装置的上部相连通，
所述厌氧区设有复合厌氧生物填料，
所述硝化反硝化区设有一级反硝化区、
一级硝化区、
二
级反硝化区和二级硝化区，
所述好氧区设有好氧悬浮填料和硝化回流泵。
[0009] 优选地，
所述超滤装置为管式MBR超滤装置，
包括超滤进水泵、
超滤膜组、
超滤循环
泵、
超滤清洗泵和清洗桶，
所述超滤进水泵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循环泵，
所述超滤循环泵通
过管道连接有超滤膜组，
所述超滤清洗泵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循环泵，
所述的清洗桶通过
管道连接有超滤清洗泵。
[0010] 优选地，
所述纳滤装置包括纳滤进水箱和纳滤膜；
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池和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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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单元，
所述反渗透装置包括反渗透进水箱和反渗透膜，
所述纳滤进水箱、调节池和反渗
透进水箱依次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其中，
所述PH调节单元安装于调节池上，
包括pH传感
器和加药箱，
所述加药箱位于pH传感器的上方，
所述pH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通过pH传
感器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器，
控制器控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0011] 优选地，
所述电解装置A和电解装置B分别由至少一个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和至少一
个三维电生物反应器任意组合相串联组成。
[0012] 优选地，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包括被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室
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生物反应器包括被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
室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和三维电生物反应器的反应室内设置至少两
块垂直平行排列的电极板，
所述电极板正极和负极交替设置，
并联连接至外置电源。
[0013] 优选地，
所述电容脱盐装置内设置有双极膜电渗析反应器，
脱去盐分，
将脱盐深度
处理后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0014] 优选地，
所述出水池的出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
[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通过预处理装置对垃圾渗滤
液进行大型杂质去除、PH值调节和絮凝沉淀，
去除渗滤液中的悬浮物、胶体杂质及钙、镁、
磷、
金属离子等，
同时去除一定的COD，
将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硝化降解装置
依次进行厌氧处理，
硝化反消化处理和好氧处理，
分解有机物，
深度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
COD和BOD，
再通过超滤装置过滤后泵入电解装置A中进行三维电化学处理和三维电生物处
理，
大幅度去除COD，
降解有机胺及氨氮，
并在电化学分解和微生物降解的共同作用下，
完成
COD的进一步降解及氨氮的去除，
电解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再依次进行纳滤处理、
PH调节和
反渗透处理，
将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电解装置B中进行二次电解，
使其中大分子有机物
开环断链，
提高可生化性，
二次电解后的出水引入电容脱盐装置脱去盐分；
脱盐深度处理后
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可以解决难降解垃圾渗滤液的治理问题，
同时具有工艺流程
短而紧凑、
操作方便灵活，
处理效率高、
占地面积小、
能耗低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
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以下附图仅旨在于对本实用新型做示意性说明和解释，
并不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
围。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的细化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安装有pH值调节装置和控制器的渗滤液调节池的
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消化分解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PH调节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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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
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
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
需要说明的是，
术语“中心”、
“上”、
“下”、
“左”、
“右”、
“竖
直”、
“水平”、
“内”、
“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位置或位置关系，
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
术语“第一”、
“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同样，
“一个”、
“一”
或者“该”等类似词语也不表示数量限制，
而是表示存在至少一个。
“包括”或者“包含”等类
似的词语意指出现该词前面的元件或者物件涵盖出现在该词后面列举的元件或者物件及
其等同，
而不排除其他元件或者物件。
[0026]
另外，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
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
术语“安装”、
“相连”、
“连接”应做广义理解，
例如，
可以是固定连接，
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
或一体地连接；
可以是
机械连接，
也可以是电连接；
可以是直接连接，
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
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
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通过预处理装置对垃圾渗滤
液进行大型杂质去除、PH值调节和絮凝沉淀，
去除渗滤液中的悬浮物、胶体杂质及钙、镁、
磷、
金属离子等，
同时去除一定的COD，
将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硝化降解装置
依次进行厌氧处理，
硝化反消化处理和好氧处理，
分解有机物，
深度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
COD和BOD，
再通过超滤装置过滤后泵入电解装置A中进行三维电化学处理和三维电生物处
理，
大幅度去除COD，
降解有机胺及氨氮，
并在电化学分解和微生物降解的共同作用下，
完成
COD的进一步降解及氨氮的去除，
电解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再依次进行纳滤处理、
PH调节和
反渗透处理，
将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电解装置B中进行二次电解，
使其中大分子有机物
开环断链，
提高可生化性，
二次电解后的出水引入电容脱盐装置脱去盐分；
脱盐深度处理后
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可以解决难降解垃圾渗滤液的治理问题，
同时具有工艺流程
短而紧凑、
操作方便灵活，
处理效率高、
占地面积小、
能耗低等优点。
[002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
[0030] 请参阅图1-图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包括：
预处理装置
100、硝化降解装置200、
超滤装置300、
电解装置A400、
纳滤装置500、调节装置600、
反渗透装
置700、
电解装置B800、
电容脱盐装置900和出水池1000；
其中，
所述预处理装置100、硝化降
解装置200、
超滤装置300、
电解装置A400、
纳滤装置500、调节装置600、
反渗透装置700、
电解
装置B800、
电容脱盐装置900和出水池1000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预处理装置100依
次设置有过滤器110、
渗滤液调节池120和絮凝沉淀池130，
所述硝化降解装置200通过隔板
依次设置有厌氧区210、硝化反硝化区220和好氧区230，
所述絮凝沉淀池130与厌氧区210通
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所述好氧区230与超滤装置300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通过预处理
装置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大型杂质去除、
PH值调节和絮凝沉淀，
去除渗滤液中的悬浮物、
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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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及钙、镁、磷、
金属离子等，
同时去除一定的COD，
将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
硝化降解装置依次进行厌氧处理，
硝化反消化处理和好氧处理，
分解有机物，
深度去除垃圾
渗滤液中的COD和BOD，
再通过超滤装置过滤后泵入电解装置A中进行三维电化学处理和三
维电生物处理，
大幅度去除COD，
降解有机胺及氨氮，
并在电化学分解和微生物降解的共同
作用下，
完成COD的进一步降解及氨氮的去除，
电解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再依次进行纳滤处
理、PH调节和反渗透处理，
将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电解装置B中进行二次电解，
使其中
大分子有机物开环断链，
提高可生化性，
二次电解后的出水引入电容脱盐装置脱去盐分；
脱
盐深度处理后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可以解决难降解垃圾渗滤液的治理问题，
同时
具有工艺流程短而紧凑、
操作方便灵活，
处理效率高、
占地面积小、
能耗低等优点。
[0031]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过滤器110包括过滤管道以及设置于过滤管道内的过滤网，
所述过滤管道的出水口与所述渗滤液调节池连通，
能够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大型杂质。
[0032] 在本实施例中，
如图3所示，
所述渗滤液调节池120上安装有pH值调节装置和控制
器101，
所述pH值调节装置包括pH传感器102和加药箱103，
所述加药箱103位于pH传感器102
的上方，
所述pH传感器102与所述控制器101连接，
通过pH传感器102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
器101，
控制器101控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其中，
所述控制器101设置于渗滤液调节池120外侧
壁上。
[0033]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絮凝搅拌池中设有搅拌装置；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叶、搅
拌电机、
减速器、
电机安装架、
电机安装板、
搅拌轴以及搅拌盘；
电机安装架固定在絮凝搅拌
池对应的上部；
搅拌电机与减速器连接成整体后安装在电机安装板上，
电机安装板将搅拌
电机和减速器构成的整体固定在电机安装架上，
搅拌轴与减速器的输出端之间通过法兰盘
对接；
搅拌轴的下端焊接有搅拌盘，
搅拌盘上焊接有多块搅拌叶，
其中，
搅拌叶可呈30度-60
度安装于搅拌盘上，
例如，
搅拌叶可呈30度、45度或60度等安装于搅拌盘上，
本实施例较优
选择为搅拌叶呈45度安装于搅拌盘上，
整体结构简单，
便于安装及实施，
具备搅拌混合率
高，
方便实用等优点。
[0034] 在本实施例中，
如图4所示，
所述厌氧区210的底部和硝化反硝化区220的上部通过
折流板相连通，
硝化反硝化区220的底部与好氧区230的上部通过折流板相连通，
好氧区230
的底部与超滤装置300的上部相连通，
所述厌氧区210设有复合厌氧生物填料211，
所述硝化
反硝化区220设有一级反硝化区221、
一级硝化区222、
二级反硝化区223和二级硝化区224，
所述好氧区230设有好氧悬浮填料231和硝化回流泵232，
其中，
所述厌氧区210的复合厌氧
生物填料211固定在位于厌氧区210下部的填料固定支架201上，
好氧区230的好氧悬浮填料
231搁置在位于好氧区230下部的由格栅板202包围的立方体区域内，
所述好氧区230内设有
位于好氧悬浮填料231下方的微孔曝气装置233，
所述微孔曝气装置233通过曝气管与外置
的鼓风设备203相连接。具体的，
首先渗滤液进入厌氧区，
依靠厌氧区内部的复合厌氧生物
填料上附着的微生物细菌，
主要有水解产酸菌、产氢气细菌和产甲烷细菌协同完成对渗滤
液中的有机物进行降解，
将其转化为小分子物质降低污水的生化需氧量；
同时，
厌氧区具有
混合、
沉淀分离与初级过滤等作用，
然后通过硝化反硝化区内依次设有的一级反硝化区、
一
级硝化区、
二级反硝化区和二级硝化区，
进一步去除渗滤液中的各种有机物，
并且通过硝化
液回流泵回流硝化液，
使硝化反硝化区中垃圾渗滤液发生硝化反硝化反应，
含氮污染物转
化成氮气，
有效降低渗滤液总氮含量。经过厌氧、硝化反硝化处理后的渗滤液，
最后进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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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区，
好氧区设置有好氧悬浮填料，
其底部采用微孔曝气的方式，
通过微孔曝气装置使部分
微生物附着在好氧悬浮填料上，
部分微生物呈流化态悬浮在水中，
进一步去除有机物、氮、
磷等污染物。
[0035]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超滤装置300为管式MBR超滤装置，
包括超滤进水泵310、
超滤
膜组320、超滤循环泵330、超滤清洗泵340和清洗桶350，
所述超滤进水泵310通过管道连接
有超滤循环泵330，
所述超滤循环泵330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膜组320，
所述超滤清洗泵340
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循环泵330，
所述的清洗桶350通过管道连接有超滤清洗泵340，
通过大
流量循环在膜表面形成高速湍流，
使污染物不易在膜表面附着，
同时通过超滤循环泵形成
跨膜压，
泥水混合液中的水组分透过膜形成透过液排出。
[0036]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纳滤装置500包括纳滤进水箱510和纳滤膜520；
所述调节装
置600包括调节池610和PH调节单元620，
所述反渗透装置700包括反渗透进水箱710和反渗
透膜720，
所述纳滤进水箱510、调节池610和反渗透进水箱710依次通过提升泵和管道连通。
其中，
如图5所示，
所述PH调节单元620安装于调节池610上，
包括pH传感器621和加药箱622，
所述加药箱622位于pH传感器621的上方，
所述pH传感器621与所述控制器623连接，
通过pH
传感器621将检测信息传输至控制器63，
控制器623控制确定药剂投加量。
[0037]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电解装置A和电解装置B分别由至少一个三维电化学反应器
和至少一个三维电生物反应器任意组合相串联组成。其中，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包括被
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室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生物反应器包括
被中间隔板分隔的至少两个反应室和反应室下端的布气排渣室，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和
三维电生物反应器的反应室内设置至少两块垂直平行排列的电极板，
所述电极板正极和负
极交替设置，
并联连接至外置电源。具体的，
所述三维电化学反应器的电极板之间填充粒子
电极，
粒子电极上负载催化剂；
所述三维电生物反应器的电极板之间填充微生物载体填料；
粒子电极和微生物载体填料堆置于反应室底部的孔板上。所述布气排渣室为倒锥体或矩形
体结构，
内设有曝气板、
管或盘，
通过气体管道连接外置空压机，
布气排渣室下端设有排空
口，用于进行泥渣的清理及污水的排空。较优的，
所述电极板采用纯钛板电极、钛基金属或
过渡金属氧化物涂层电极、
不锈钢极板电极、
石墨电极或合金电极中的一种。所述粒子电极
以颗粒为基体，
其上负载有催化剂；
所述粒子电极的基体为颗粒活性炭、
三氧化二铝颗粒或
沸石颗粒，
单独使用或者两种或数种混合使用；
所述催化剂为二氧化钛、
金属或过渡金属氧
化物一种或数种混合。所述微生物载体填料以颗粒活性炭、三氧化二铝颗粒、沸石颗粒、
陶
粒、
硬质塑料颗粒为基体，
单独使用或者两种或数种混合使用，
基体上挂膜微生物。
[0038] 上述中，
具体的，
所述电容脱盐装置内设置有双极膜电渗析反应器，
脱去盐分，
将
脱盐深度处理后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0039] 在本实施例中，
如图6所示，
所述出水池1000的出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1100，
所述
过滤装置1100安装于出水池1000内侧壁上罩设于出水口端，
所述过滤装置1100依次设置有
第一过滤层1110、第二过滤层1120、第三过滤层1130和第四过滤层1140，
较优的，
所述第一
过滤层1110为砾石填料过滤层，
所述第二过滤层1120为脱氧除氮多介质填料过滤层，
第三
过滤层1130为砂填料过滤层，
第四过滤层1140为活性炭填料过滤层。其中，
所述砾石填料的
粒径为30～40mm，
所述脱氧除氮多介质填料的粒径为10～15mm，
所述砂填料的粒径为3～
5mm，
所述活性炭填料的粒径为4～8mm，
需要说明的，
所述脱氮除磷多介质填料可含有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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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钢渣，
钢渣对磷的吸附饱和容量约为(30-40)mg/g，
沸石对NH3-N的吸附容量约为(6 .57 .0)mg/g，
沸石可发挥池水对氨氮的吸附作用，
可极大延长氨氮在池内的停留时间，
从而为
硝化微生物的硝化提供反应作用接触时间，
强化氨氮的去除效果。
[0040] 上述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垃圾渗滤液脱盐处理系统，
通过预处理装置对垃圾渗
滤液进行大型杂质去除、
PH值调节和絮凝沉淀，
去除渗滤液中的悬浮物、
胶体杂质及钙、
镁、
磷、
金属离子等，
同时去除一定的COD，
将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硝化降解装置
依次进行厌氧处理，
硝化反消化处理和好氧处理，
分解有机物，
深度去除垃圾渗滤液中的
COD和BOD，
再通过超滤装置过滤后泵入电解装置A中进行三维电化学处理和三维电生物处
理，
大幅度去除COD，
降解有机胺及氨氮，
并在电化学分解和微生物降解的共同作用下，
完成
COD的进一步降解及氨氮的去除，
电解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再依次进行纳滤处理、
PH调节和
反渗透处理，
将处理后的垃圾渗滤液泵入电解装置B中进行二次电解，
使其中大分子有机物
开环断链，
提高可生化性，
二次电解后的出水引入电容脱盐装置脱去盐分；
脱盐深度处理后
的出水引入出水池进行排放，
可以解决难降解垃圾渗滤液的治理问题，
同时具有工艺流程
短而紧凑、
操作方便灵活，
处理效率高、
占地面积小、
能耗低等优点。
[0041] 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0042]
(1)、
除非另作定义，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及附图中，
同一标号代表同一含义。
[0043]
(2)、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附图中，
只涉及到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到的结构，
其
他结构可参考通常设计。
[0044]
(3)、为了清晰起见，
在用于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附图中，
层或区域的厚度
被放大。可以理解，
当诸如层、膜、
区域或基板之类的元件被称作位于另一元件“上”或“下”
时，
该元件可以“直接”位于另一元件“上”或“下”，
或者可以存在中间元件。
[0045]
(4)、在不冲突的情况下，
本实用新型的同一实施例及不同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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