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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垃圾焚烧厂
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包括依次连
接的预处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
元，
其中，
预处理单元包括调节池，
所述的调节池
的进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
所述生化处理单元包
括依次连接的厌氧单元、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好
氧池、二沉池。本实用新型采用了膜曝气生物反
应池和管网式反渗透装置结合，
能耗少，
占地面
积小，
整个系统流程中无外排污水，
处理过程中
可实现能源自给，
产水回用作为厂区的循环水为
循环冷却水补水，
产生的浮渣、污泥经脱水后输
送至焚烧厂焚烧，
系统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
厂的主厂房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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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垃圾焚烧厂渗透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包括依次连接的预处理单元、
生化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
其中，
预处理单元包括调节池，
所述的调节池的进水口设置
有过滤装置；
所述生化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单元、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好氧池、二
沉池，
所述厌氧单元的出水口连接有分离器，
所述的分离器的出水进入膜曝气生物反应池
内；
所述深度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超滤装置、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池进水口设置的过滤装置为
过滤器、
格栅机中的至少一种。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二沉池和超滤装置间连接有过滤
器。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离器为三相分离器。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离器的出水经过滤器过滤进入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网式反渗透装置还连接有回用
水池和浓水收集单元。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池、
厌氧单元、
好氧池和二沉
池均设置有污泥出口并与污泥池连接，
所述的污泥池连接有污泥脱水机。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单元包括生化进水泵和厌氧反应器；
和/或，
所述厌氧单元的上方连接气体收集单元。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单元的气体收集单元连接有
沼气锅炉和火炬单元。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包括膜组件、
供气装置、进水装置和循环装置，
所述膜组件是
置于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所述供气装置的出气口连接膜组件的进气端；
所述循环装置用
于将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底部和上部反应液进行均匀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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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
收利用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
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也在逐渐增
长。填埋处理、焚烧发电处理、堆肥处理是现阶段生活垃圾末端处理所采取的主要三种形
式，
在三种处理方式中，
目前填埋处理所占比例最高。但填埋方式具有占地面积大、渗滤液
老龄化严重的缺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城市可用于垃圾填埋的场地越来越少，
因此许多
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减量化程度更高的焚烧处理方式。生活垃圾在储存坑经5～7d的发酵后，
垃圾内的水分沥出，
另外垃圾在垃圾储坑环境中堆放，
部分有机物分解也会产生部分滤液，
二者就形成了焚烧厂渗滤液主要部分。
[0003] 焚烧厂渗滤液具有有机物浓度高、
可生化性较好等特点，
其中，
目前工程上应用较
多的处理方法为厌氧+MBR(膜生物反应器)+膜系统，
最具代表性的工艺有厌氧+MBR+NF(卷
式纳滤)+RO(卷式反渗透)和厌氧+MBR+DTRO(单级碟管式反渗透)。反渗透清液回用于生产，
而纳滤及反渗透浓水经卷式超滤物料膜及碟式反渗透高压膜减量后，
用于石灰制浆及飞灰
固化。
[0004] 以上两种代表性工艺的共同特点是都包含MBR工艺，
MBR一般是由两级硝化反硝化
的生化系统加外置超滤膜系统结合而成。两级硝化反硝化的生化系统中好氧硝化系统需要
鼓风曝气，
鼓风机属于功率较大的设备，
单机运行功率在45KW到90KW之间。另外MBR系统污
泥产生量较大，
因处理剩余污泥也会消耗一定的能耗及药剂费用。超滤系统中的循环水泵
单机功率也大都在45KW以上。所以，
MBR工艺的主要缺点是能耗大，
且MBR系统往往占地面积
较大，
省略掉MBR工艺不仅降低建设成本也节约了占地面积。
[0005] 因此，
针对焚烧厂渗滤液处理系统中MBR工艺能耗大、
占地大的缺点，
研发能耗少、
占地面积小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及处理工艺势在必行。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MBR工艺的能耗大、
占地面积较大的缺点，
省略掉MBR工艺不仅降低建设成本
也节约了占地面积，
本实用新型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焚烧厂渗滤液资源化利用处理系统，
其
中采用膜曝气生物反应池(MABR)进行生化处理并结合超滤装置以及管网式反渗透装置进
行深度处理。
[0007] 本实用新型整个系统流程中无外排污水，
产水回用作为厂区的循环水为循环冷却
水补水，
产生的浮渣、污泥经脱水后输送至焚烧厂焚烧，
系统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
主厂房消纳。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垃圾渗透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垃圾渗透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包括依次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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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
其中，
预处理单元包括调节池，
所述的调节池
的进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
所述生化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单元、膜曝气生物反应
池、好氧池、二沉池，
所述厌氧单元的出水口连接有分离器，
所述的分离器的出水进入膜曝
气生物反应池内；
所述深度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超滤装置、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0010] 上述处理系统中 ，
所述调节池设置的过滤装置可以为现有技术中通常的过滤装
置，
优选过滤器、
格栅机中的至少一种；
经过过滤装置过滤处理去除渗滤液中的固体悬浮物
以及较大毛发等杂质；
优选地，
采用格栅机过滤处理时，
过滤栅隙
[0011]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二沉池和超滤装置间连接有过滤器；
二沉池的出水经过滤
器处理，
去除剩余悬浮物质，
降低后续膜系统污染的风险，
过滤器出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进一
步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等污染物后进入超滤装置，
超滤装置能将悬浮物、
胶体、
微生物等几乎
全部去除，
其出水进入后续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
[0012]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厌氧单元出水口连接的分离器为三相分离器，
实现沼气、
污
泥和出水三相分离；
厌氧单元上方连接有气体收集单元，
进一步地，
所述气体收集单元连接
有沼气锅炉和火炬单元；
经厌氧单元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气体收集系统，
进入沼气锅炉，
产生
的热量供给厌氧单元所需的热量，
实现能源自给，
剩余的沼气进入火炬单元燃烧；
[0013]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分离器的出水经过滤器过滤进入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0014]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厌氧单元包括生化进水泵和厌氧反应器；
优选地，
厌氧单元
中厌氧反应器的反应温度为30～35℃；
厌氧反应器中，
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实现有机物
的液化，
将蛋白质、
纤维等大分子物质变为小分子物质，
同时伴有甲烷和CO2等气体的产生；
[0015]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管网式反渗透装置还连接有回用水池和浓水收集单元；
管
网式反渗透装置产水进入回用水池，
作为产品水回用，
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主厂房
消纳；
[0016] 上述处理系统中，
所述调节池、厌氧单元、好氧池和二沉池均设置有污泥出口，
并
与污泥池连接，
污泥池连接有污泥脱水机。
[001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垃圾渗透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所述各单元中采
用的具体设备和装置，例如但不限于调节池、厌氧单元、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好氧池、二沉
池、
超滤装置、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均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已有的相关设备和装置。
[0018] 其中，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MABR)是一种膜－生物处理耦合反应器，
具有无泡曝气、
处理功能活性层化、
氧利用率高、
污泥发生量少、
挥发性污染物气提损失小以及运行管理方
便等特点。该装置中的曝气膜主要发挥两个作用：
一是提供无泡供氧，
二是提供微生物附着
和生长的载体。
曝气膜将废水系统分为气相和液相两个部分，
氧气在膜内部，
污染物在膜外
部，
它们可以进行异向扩散，
氧可以穿过曝气膜壁进入到生长在膜液相侧的生物膜内，
同
时，
液相中废水从生物膜外侧进入内侧，
污染物在单一生物膜上微生物的作用下被有效去
除；
[0019] 具体地，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优选包括膜组件、供气装置、进水装置和循环装置，
其
中，
膜组件是置于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供气装置的出气口连接膜组件的进气端；
循环装置
用于将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底部和上部反应液进行均匀混合；
优选地，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溶解氧的浓度为0 .5～2mg/L。
[0020] 在MABR池内强化剩余有机质的去除和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同步实现硝化反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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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处理后出水中的氮含量非常低，
废水的COD≤400mg/L，
氨氮≤10mg/L；
MABR的出水经
泵提升至好氧单元，
强化有机物的降解。
[0021] 上述处理系统中，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拥有开放式流道和无阻碍、无湍流的
进水系统，
克服了传统反渗透装置的污堵和结垢。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能够降低废水
中无机盐浓度，
同时去除残留的有机物，
保证出水水质满足回用水水质要求；
[0022] 具体地，
管网式反渗透系统优选包括膜组件、
高压泵等，
可以进一步提高水质以及
系统产水回收率。
[0023] 采用上述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
包括先将渗
滤液进行预处理，
然后进行生化处理，
再进行深度处理，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一、
预处理：
将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经过过滤处理，
然后将出水进入调节池进行
水质水量的调节，
满足厌氧单元水质水量的均衡；
[0025] 步骤二、
生化处理：
步骤一中调节池的出水经进水泵提升至厌氧单元，
经厌氧发酵
后的出水经分离器分离后，
分离器的出水流至膜曝气生物反应池，
在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实
现硝化反硝化过程，
经硝化反硝化过程的出水经泵提升至好氧池，
在好氧池中经过有机物
降解后的出水流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
[0026] 步骤三：
深度处理：
步骤二中二沉池的出水经过滤后进入超滤装置，
超滤装置的出
水进入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处理后的产水进入回用水池。
[0027]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一中，
过滤处理采用格栅机或者过滤器进行过滤处理，
去除
渗滤液中的固体悬浮物以及较大毛发等杂质；
优选地，
采用格栅机过滤处理时，
过滤栅隙
[0028]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厌氧单元为中温厌氧单元，
优选反应温度为30～35℃，
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实现有机物的液化，
将蛋白质、
纤维等大分子物质变为小分子物质，
同时伴有甲烷和CO2等气体的产生；
[0029]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厌氧发酵后的出水经分离器分离后，
分离器的出水再
经过过滤器过滤后流至膜曝气生物反应池(MABR) ，
在MABR池内强化剩余有机质的去除和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同步实现硝化反硝化过程，
处理后出水中的氮含量非常低，
废水的COD≤
400mg/L，
氨氮≤10mg/L；
MABR的出水经泵提升至好氧单元，
强化有机物的降解；
[0030]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分离器选自三相分离器，
实现沼气、
污泥和出水三相分
离；
[0031]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分离器的出水再经过滤器过滤后流至膜曝气生物反应
池，
可采用现有技术通常的过滤器进行过滤；
[0032]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经厌氧单元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气体收集系统，
进入沼
气锅炉，
产生的热量供给厌氧单元所需的热量，
实现能源自给，
剩余的沼气进入火炬单元燃
烧；
[0033]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一或步骤二中的调节池、
厌氧单元、
好氧池、
二沉池产出的污
泥排至污泥池，
经污泥脱水机脱水后进入焚烧厂焚烧；
[0034]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二中，
二沉池的出水经过滤器处理，
去除剩余悬浮物质，
降低
后续膜系统污染的风险，
过滤器出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进一步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等污染物后
还要进入步骤三中的超滤装置，
该装置能将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等几乎全部去除，
超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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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出水进入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 ，
该装置拥有开放式流道和无阻碍、
无湍流的进水
系统，
克服了传统反渗透装置的污堵和结垢。
[0035] 上述处理方法的步骤三中，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能够降低废水中无机盐浓
度，
同时去除残留的有机物，
保证出水水质满足回用水水质要求。管网式反渗透装置产水进
入回用水池，
作为产品水回用，
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主厂房消纳。
[0036]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及处理方法，
经
处理后的出水可以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的敞开式
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用水水质标准，
与现有技术处理工艺相比，
同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针对焚烧
厂渗滤液开发，
研发了能耗少、
占地面积小的资源化利用的处理系统；
[0038]
(2)本实用新型系统中的膜曝气生物反应器(MABR) ，
对比传统的MBR工艺具有无泡
曝气、
处理功能活性层化、氧利用率高、污泥发生量少、挥发性污染物气提损失小以及运行
管理方便等特点；
与传统处理工艺相比，
曝气能耗最多可降低90％；
[0039]
(3)本实用新型系统中的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替代了传统的反渗透装置，
该
装置拥有开放式流道和无阻碍、
无湍流的进水系统，
克服了传统反渗透装置的污堵和结垢；
[0040]
(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具有耐负
荷冲击性强的特点，
能够适应来水水量及水质的波动；
[0041]
(5)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产生的沼
气用于系统自身的加热，
能够实现能源自给，
降低系统运行成本。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采用本实用新型的垃圾渗透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的处理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具体的描述，
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以下实
施例只用于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
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
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内容对本实用新型做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仍属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44] 实施例1：
[004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
系统对某焚烧厂垃圾渗滤液废水进行处理的情况，
废水水质指标如表1：
[0046] 表1 .
[0047]

污染物指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化学耗氧量CODcr (mg/L)
悬浮固体物质含量SS(mg/L)
氨氮含量NH3-N(mg/L)
总氮浓度TN(mg/L)
pH

限值
40000
80000
12000
2500
3000
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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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如图1所示，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预处
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
其中，
预处理单元包括调节池，
所述的调节池的进
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
所述生化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单元、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
好
氧池、
二沉池，
所述厌氧单元的出水口连接有分离器，
所述的分离器的出水进入膜曝气生物
反应池内；
所述深度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超滤装置、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0049]
利用本实用新型的处理系统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处理流程如下：
[0050]

(1)预处理：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首先进入一体化格栅机，
其过滤栅隙

去除

渗滤液中的固体悬浮物以及较大毛发等杂质，
格栅机出水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进行水质水
量的调节。
[0051]
(2)生化处理：
调节池出水经生化进水泵提升至厌氧单元，
所述的厌氧单元为中温
厌氧单元，
反应温度为30-32℃，
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实现有机物的液化，
蛋白质、
纤维等
大分子物质变为小分子物质，
同时伴有甲烷和CO2等气体的产生；
厌氧发酵后的出水经三相
分离器后，
经过过滤器过滤流至膜曝气生物反应池(MABR) ，
在MABR池内溶解氧的浓度控制
在1 .5mg/L，
强化剩余有机质的去除，
以及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同步实现硝化反硝化过程，
出
水中的氮含量非常低；
MABR的出水经泵提升至好氧单元，
强化有机物的降解；
好氧池的出水
自流进入二沉池，
实现泥水分离；
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气体收集系统，
进入沼气锅炉，
产
生的热量提供中温厌氧单元所需的热量，
实现能源自给；
剩余沼气进入火炬单元燃烧。
[0052] 以上所述MABR包括膜组件、
供气装置、进水装置和循环装置，
其中，
膜组件是置于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内；
供气装置的出气口连接膜组件的进气端；
循环装置用于将膜曝气生
物反应池底部和上部反应液的均匀混合。
[0053] 经过生化处理，
废水的COD≤480mg/L，
氨氮≤25mg/L。
[0054]
(3)深度处理：
[0055] 首先二沉池出水经泵提升，
进入过滤器，
去除剩余悬浮物质，
降低后续膜系统污染
的风险；
[0056] 之后，
以上过滤器出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进一步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等污染物后进入
超滤装置，
该装置能将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等几乎全部去除。超滤装置的出水进入管网式
反渗透装置(STRO) ，
该装置拥有开放式流道和无阻碍、
无湍流的进水系统，
克服了传统反渗
透装置的污堵和结垢。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能够降低废水中无机盐浓度，
同时去除残
留的有机物，
保证出水水质满足回用水水质要求。反渗透装置产水进入回用水池，
作为产品
水回用。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主厂房消纳。
[0057] 以上STRO包括膜组件、
高压泵等，
可以进一步提高水质以及系统产水回收率；
[0058]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出水水质如下：
COD≤60mg/L、氨氮≤0 .5mg/L、浊度≤
0 .1NTU、pH值7 .0～7 .5，
渗沥液处理后的出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
T19923-2005)中的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用水水质标准。
[0059] 实施例2：
[0060]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
用本实用新型方法对某焚烧厂垃圾渗滤液废水进行处理的情
况，
废水水质指标如表2：
[006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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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序号
项目
单位
焚烧厂渗沥液进水指标
1
pH
—
4 .0-6 .3
2
SS
mg/L
15000
3
CODcr
mg/L
60000
4
BOD5
mg/L
35000
5
氨氮
mg/L
2500
6
总氮
mg/L
3000
7
总溶解固体浓度TDS
mg/L
12500
8
氯离子
mg/L
3750
[0063] 如图1所示，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预处
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
其中，
预处理单元包括调节池，
所述的调节池的进
水口设置有过滤装置；
所述生化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单元、
膜曝气生物反应池、
好
氧池、
二沉池，
所述厌氧单元的出水口连接有分离器，
所述的分离器的出水进入膜曝气生物
反应池内；
所述深度处理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超滤装置、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
[0064]
利用本实用新型的处理系统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处理流程如下：
[0065]

(1)预处理：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首先进入篮式过滤器，
其过滤栅隙

去除渗

滤液中的固体悬浮物以及较大毛发等杂质，
过滤器出水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进行水质水量
的调节。
[0066] 经过上述预处理，
调节池出水：
COD≤54000mg/L。
[0067]
(2)生化处理：
调节池出水经生化进水泵提升至厌氧单元，
所述的厌氧单元为中温
厌氧单元，
反应温度为33-35℃，
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实现有机物的液化，
蛋白质、
纤维等
大分子物质变为小分子物质，
同时伴有甲烷和CO2等气体的产生；
厌氧发酵后的出水经三相
分离器后，
经过滤器过滤流至膜曝气生物反应池(MABR) ，
在MABR池内溶解氧的浓度控制在
0 .5-2mg/L强化剩余有机质的去除，
以及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同步实现硝化反硝化过程，
出水
中的氮含量非常低；
MABR的出水经泵提升至好氧单元，
强化有机物的降解；
好氧池的出水自
流进入二沉池，
实现泥水分离；
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气体收集系统，
进入沼气锅炉，
产生
的热量提供中温厌氧单元所需的热量，
实现能源自给；
剩余沼气进入火炬单元燃烧。
[0068] 以上MABR包括膜组件、
供气装置、进水装置和循环装置，
其中，
膜组件是置于膜曝
气生物反应池内；
供气装置的出气口连接膜组件的进气端；
循环装置用于将膜曝气生物反
应池底部和上部反应液的均匀混合。
[0069] 经过生化处理，
废水的COD≤405mg/L，
氨氮≤7 .5mg/L。
[0070]
(3)深度处理：
[0071] 首先，
二沉池出水经泵提升，
进入过滤器，
去除剩余悬浮物质，
降低后续膜系统污
染的风险。
[0072] 之后，
过滤器出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进一步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等污染物后进入超滤
装置，
该装置能将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等几乎全部去除。超滤装置的出水进入管网式反渗
透装置(STRO) ，
该装置拥有开放式流道和无阻碍、
无湍流的进水系统，
克服了传统反渗透装
置的污堵和结垢。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能够降低废水中无机盐浓度，
同时去除残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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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
保证出水水质满足回用水水质要求。反渗透装置产水进入回用水池，
作为产品水回
用。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主厂房消纳。
[0073] 以上STRO包括膜组件、
高压泵等，
可以进一步提高水质以及系统产水回收率；
[0074] 管网式反渗透装置(STRO)出水水质如下：
COD≤50mg/L、氨氮≤2 .5mg/L、浊度≤
0 .1NTU、pH值7 .0～7 .5，
渗沥液处理后的出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
T19923-2005)中的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用水水质标准。
[0075] 由此，
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经
处理后的出水可以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的敞开式
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用水水质标准，
同时，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资源
化回收利用处理系统与传统处理系统相比 ，
曝气能耗最多可降低90％，
能耗少、
占地面积
小，
整个系统流程中无外排污水，
产水回用作为厂区的循环水为循环冷却水补水，
产生的浮
渣、
污泥经脱水后输送至焚烧厂焚烧，
系统浓水进浓水池，
送至焚烧厂的主厂房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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