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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氨氮、高硫化物垃

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包括有原水池、原水事故池、

高效沉淀池、PCF过滤器、DTRO系统、DTRO产水箱、

第一级脱气塔、RO系统、RO产水池、第二级脱气

塔、离子交换器和产水外排池；原水事故池连接

有酸加药单元，高效沉淀池连接有PFS、PAM加药

单元；DTRO系统和RO系统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

垢剂加药单元，DTRO系统的浓水侧连接有浓水

池，产水侧与DTRO产水箱相连接，RO系统的浓水

侧与DTRO系统的进水侧相连接，产水侧与RO产水

池相连接；离子交换器的进水侧连接有碱加药单

元。本实用新型适用于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

滤液废水的处理，能够完全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09210544 U

2019.08.06

CN
 2
09
21
05
44
 U



1.一种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原水

池、原水事故池、高效沉淀池、PCF过滤器、DTRO系统、DTRO产水箱、第一级脱气塔、RO系统、RO

产水池、第二级脱气塔、离子交换器和产水外排池；

所述的原水事故池连接有酸加药单元，所述的高效沉淀池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PFS反

应池、PAM反应池和斜板沉淀池，所述PFS反应池的进水侧与所述原水事故池的出水侧相连

接，所述的PFS反应池和PAM反应池连接有PFS、PAM加药单元，所述斜板沉淀池的出水侧与所

述PCF过滤器的进水侧相连接；

所述DTRO系统和RO系统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垢剂加药单元，所述DTRO系统的浓水侧

连接有浓水池，DTRO系统的产水侧与所述DTRO产水箱的进水侧相连接，所述RO系统的浓水

侧与所述DTRO系统的进水侧相连接，RO系统的产水侧与所述RO产水池的进水侧相连接；所

述离子交换器的进水侧连接有碱加药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原水事故池内有呈漂浮设置的原水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酸加药单元包括有酸加药罐和连接所述酸加药罐与所述原水事故池的第一隔膜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效沉淀池的一侧设有观察孔，高效沉淀池上设有防雨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PCF过滤器连接有反洗风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第一、二级脱气塔均包括有塔体，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于塔体内的喷淋层和填料层，以及与塔

体底部相连的风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阻垢剂加药单元包括有阻垢剂加药罐和分别连接所述阻垢剂加药罐与所述DTRO系统和RO

系统进水侧的第二隔膜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碱加药单元包括有碱加药罐和连接所述碱加药罐与所述离子交换器进水侧的第三隔膜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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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

滤液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我国未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造成我国垃圾渗滤液成分复杂、极难处理、有毒

有害物质较多等特点，废水中氨氮、重金属、无机盐、有机物等污染严重。若直接排入环境，

将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0003] 目前垃圾渗滤液处理常用微生物法和两级DTRO系统的工艺，但生物法只能应用于

新鲜产生的渗滤液，无法应用于积存渗滤液。两级DTRO系统的工艺虽能应用于积存渗滤液

处理，但随着排放标准的趋严，该系统对于含氨氮、硫化物较高的渗滤液很难达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高氨氮、高

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适用于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废水的处理，使其能够完

全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原

水池、原水事故池、高效沉淀池、PCF过滤器、DTRO系统、DTRO产水箱、第一级脱气塔、RO系统、

RO产水池、第二级脱气塔、离子交换器和产水外排池；

[0007] 所述的原水事故池连接有酸加药单元，所述的高效沉淀池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

PFS反应池、PAM反应池和斜板沉淀池，所述PFS反应池的进水侧与所述原水事故池的出水侧

相连接，所述的PFS反应池和PAM反应池连接有PFS、PAM加药单元，所述斜板沉淀池的出水侧

与所述PCF过滤器的进水侧相连接；

[0008] 所述DTRO系统和RO系统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垢剂加药单元，所述DTRO系统的浓

水侧连接有浓水池，DTRO系统的产水侧与所述DTRO产水箱的进水侧相连接，所述RO系统的

浓水侧与所述DTRO系统的进水侧相连接，RO系统的产水侧与所述RO产水池的进水侧相连

接；所述离子交换器的进水侧连接有碱加药单元。

[0009]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原水事故池内

有呈漂浮设置的原水泵。

[0010]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酸加药单元包

括有酸加药罐和连接所述酸加药罐与所述原水事故池的第一隔膜泵。

[0011]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效沉淀池的一

侧设有观察孔，高效沉淀池上设有防雨棚。

[0012]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CF过滤器连

接有反洗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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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二级脱

气塔均包括有塔体，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于塔体内的喷淋层和填料层，以及与塔体底部相连

的风机。

[0014]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垢剂加药单

元包括有阻垢剂加药罐和分别连接所述阻垢剂加药罐与所述DTRO系统和RO系统进水侧的

第二隔膜泵。

[0015] 所述的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碱加药单元包

括有碱加药罐和连接所述碱加药罐与所述离子交换器进水侧的第三隔膜泵。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针对含氨氮、硫化物较多的垃圾渗滤液废水，通过在DTRO产水箱后

设置第一级脱气塔，在RO产水池后设置第二级脱气塔，利用两级脱气塔的吹脱作用大大降

低了水中氨氮、硫化物的含量，为产水达标提供双重保障，降低了产水超标的风险。

[0018] 2、本实用新型采用DTRO系统与RO系统的组合，可大大降低设备成本，提高了产水

效率，大大优于传统的两级DTRO系统；相较于DTRO系统，RO系统具有投资运行成本低、设备

稳定、产水效率高等优点。

[0019] 3、本实用新型采用酸加药单元调节流入原水事故池中废水的PH值，使其呈酸性，

使得废水不易结垢。

[0020] 4、本实用新型采用PFS反应池、PAM反应池和斜板沉淀池组成高效沉淀池，并采用

PFS、PAM加药单元分别向高效沉淀池加入PFS和PAM，对废水依次进行PFS混凝作用、PAM絮凝

作用和斜板沉淀池的沉淀作用，能够去除废水中大颗粒物、部分有机物、胶体等物质，降低

了后续DTRO系统和RO系统被污染的风险。

[0021] 5、本实用新型采用PCF过滤器，可以有效地去除废水中的悬浮物，并对废水中的有

机物、胶体等有明显的去除作用。

[0022] 6、本实用新型在DTRO系统和RO系统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垢剂加药单元，分别向

DTRO系统和RO系统中加入阻垢剂，能够防止DTRO系统和RO系统的内部装置和管路中发生结

垢。

[0023] 7、本实用新型RO系统浓水侧流出的较高盐度水再次进入DTRO系统，减少了外排

量，提高了系统的回收率和产水率。

[0024] 8、本实用新型采用离子交换器对系统产水进行净化处理，并采用碱加药单元调节

水的PH值，使其呈中性，使得最终的产水能够完全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原理框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高效沉淀池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级脱气塔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参见附图，一种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原水

池1、原水事故池2、高效沉淀池3、PCF过滤器4、DTRO系统5(即碟管式反渗透膜系统，下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210544 U

4



DTRO产水箱6、第一级脱气塔7、RO系统8(即反渗透膜系统，下同)、RO产水池9、第二级脱气塔

10、离子交换器11和产水外排池12；

[0029] 原水事故池2连接有酸加药单元13，高效沉淀池3包括有依次相连接的PFS反应池

3-1、PAM反应池3-2和斜板沉淀池3-3，PFS反应池3-1的进水侧与原水事故池2的出水侧相连

接，PFS反应池3-1和PAM反应池3-2连接有PFS、PAM加药单元14，斜板沉淀池3-3的出水侧与

PCF过滤器4的进水侧相连接；

[0030] DTRO系统5和RO系统8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垢剂加药单元15，DTRO系统5的浓水

侧连接有浓水池16，DTRO系统5的产水侧与DTRO产水箱6的进水侧相连接，RO系统8的浓水侧

与DTRO系统5的进水侧相连接，RO系统8的产水侧与RO产水池9的进水侧相连接；离子交换器

11的进水侧连接有碱加药单元17。

[0031] 本实用新型中，原水事故池2内有呈漂浮设置的原水泵。

[0032] 酸加药单元13包括有酸加药罐和连接酸加药罐与原水事故池的第一隔膜泵(可接

受调节器或计算机的控制信号，改变被调介质的流量，使被调参数维持在所要求的范围内，

从而达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0033] 高效沉淀池3的一侧设有观察孔，可从外部观察其内液位变化；高效沉淀池3上设

有防雨棚，能够防止污水、雨水、污染物、杂质等进入其内。

[0034] PCF过滤器4连接有反洗风机，起到反向清洗PCF过滤器4的作用。

[0035] 第一级脱气塔7包括有塔体7-1，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于塔体7-1内的喷淋层7-2和填

料层7-3，以及与塔体7-1底部相连的风机7-4，第二级脱气塔10的结构与其相同。

[0036] 阻垢剂加药单元15包括有阻垢剂加药罐和分别连接阻垢剂加药罐与DTRO系统5和

RO系统8进水侧的第二隔膜泵(其功能和作用与第一隔膜泵相同)。

[0037] 碱加药单元17包括有碱加药罐和连接碱加药罐与离子交换器11进水侧的第三隔

膜泵(其功能和作用与第一隔膜泵相同)。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9] 原水池1用于收集高氨氮、高硫化物垃圾渗滤液废水(以下简称废水)，原水事故池

2用于存储废水，通过酸加药单元13向其中加入酸液，调节废水的PH值，使其呈酸性，使得废

水不易结垢，原水泵将废水输送至高效沉淀池3。

[0040] 废水在高效沉淀池3内依次经过PFS反应池3-1、PAM反应池3-2和斜板沉淀池3-3，

通过PFS、PAM加药单元14分别向PFS反应池3-1和PAM反应池3-2加入PFS(即聚合硫酸铁，一

种混凝剂，可将废水中的悬浮物、胶体、部分有机物凝聚成松散的絮体)和PAM(即聚丙烯酰

胺，一种助凝剂，可将松散的小絮体凝聚成紧致的大颗粒絮体)，高效沉淀池3对废水依次进

行PFS混凝作用、PAM絮凝作用和斜板沉淀池3-3的沉淀作用，能够去除废水中大颗粒物、部

分有机物、胶体等物质，降低了PCF过滤器4、DTRO系统5、RO系统8被污染的风险。

[0041] 废水进入PCF过滤器4，PCF过滤器4即孔隙调节型纤维过滤器，采用纤维丝作为过

滤元件，其过滤孔隙可达几微米，可以有效地去除废水中的悬浮物，并对废水中的有机物、

胶体等有明显的去除作用。

[0042] 经过过滤的废水进入DTRO系统5，利用其独特的抗污染特性，可以在较高压力下利

用反渗透原理进行脱盐处理，并对废水中大部分的污染物至进行截流，DTRO系统5浓水侧流

出的高盐度水进入浓水池16，DTRO系统5产水侧流出的低盐度水经DTRO产水箱6进入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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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气塔7。

[0043] 第一级脱气塔7对DTRO系统5产水侧流出的低盐度水中无法被去除的氨氮、硫化物

进行吹脱，其吹脱过程为：水经顶部流入塔体7-1内，自上而下依次经过喷淋层7-2和填料层

7-3，风机7-4吹入的空气自下而上经过塔体7-1的内部，带走水中绝大部分的氨氮、硫化物，

并经塔体7-1的顶部排出，流出第一级脱气塔7的水进入RO系统8。

[0044] RO系统8对DTRO系统5的产水进行二次脱盐处理，可以去除水中的细菌、病毒、胶

体、有机物和98％以上的溶解性盐类，可以将水中有机物、无机盐、重金属等降至排放标准

范围内，RO系统8浓水侧流出的较高盐度水再次进入DTRO系统5，减少了外排量，提高了系统

的回收率和产水率，RO系统8产水侧流出的较低盐度水经RO产水池9进入第二级脱气塔10。

[0045] 第二级脱气塔10对RO系统8产水中的少量氨氮、硫化物进行二次吹脱，第二级脱气

塔10的结构和吹脱过程与第一级脱气塔7相同，流出第二级脱气塔10的水进入离子交换器

11。

[0046] DTRO系统5和RO系统8的进水侧分别连接有阻垢剂加药单元15，通过阻垢剂加药单

元15分别向DTRO系统5和RO系统8中加入阻垢剂，能够防止DTRO系统5和RO系统8的内部装置

和管路中发生结垢。

[0047] 离子交换器11对RO系统8的产水进行净化处理，并通过碱加药单元17向其中加入

碱液，调节水的PH值，使其呈中性，使得最终的产水能够完全达到排放标准要求；最终的产

水进入产水外排池12。

[0048] 以上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案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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