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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本发明公开的一

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主要采取如下工

艺步骤：(1)预处理；(2)MBR膜生物反应处理；(3)

膜深度处理：(4)浓缩液处理。本发明提供的用于

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主体工艺采用“预处理

(调节池+浓缩机)+两级A/O(厌氧好氧工艺法)-

MBR膜生物处理+NF(纳滤)+深度脱氮+RO(反渗

透)”的工艺，能有效提高对垃圾渗滤液的处理能

力，尤其是对于成分复杂，有机污染物浓度高的

垃圾渗滤液，并且有效增强了本工艺对水质变化

的适应能力和抗污染抗油能力、抗拉强度等，有

效延长本发明工艺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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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预处理

已经进行厌氧反应的垃圾渗滤液首先进入缓冲池，接着加入絮凝脱水剂对垃圾渗滤液

进行脱水处理，垃圾渗滤液经过浓缩脱水后，出水进入调节池，沼渣进入污泥处理系统进行

处理；

(2)MBR膜生物反应处理

将步骤(1)中的调节池内的垃圾渗滤液通过管道依次输送至一级反硝化、一级硝化、二

级反硝化、二级硝化进行两级生物脱氮处理，并将生物脱氮后的渗滤液进行超滤处理，得到

超滤清液和超滤污泥，超滤污泥被运送至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3)膜深度处理

膜深度处理系统由纳滤、深度脱氮和反渗透系统串联构成；将步骤(2)中所得的超滤清

液进行纳滤处理，得到纳滤清液和浓缩液，接着纳滤清液进入添加碳源的高效脱氮系统进

行高效脱氮处理，部分清液可达标排放；另外部分未达标清液则进行反渗透处理直至达标

排放和达标回用；

(4)浓缩液处理

将步骤(3)所得的纳滤浓缩液运送至浓缩液收集池，接着经管道流入芬顿反应池、混凝

反应池进行反应，最终处理的浓缩液与其他出水混合后达标排放，剩余污泥进入污泥处理

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预处理

中的缓冲池中设置有格栅设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MBR膜生

物反应处理中，一级硝化与二级反硝化之间设置中沉区，一级硝化出水进入中沉区，中沉区

出水进入二级反硝化段。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MBR膜生

物反应处理中，所述中沉区沉淀的部分活性污泥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8：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MBR膜生

物反应处理中，垃圾渗滤液经过一级硝化后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20：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MBR膜生

物反应处理中，所述超滤清液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20：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MBR膜生

物反应处理中，超滤处理采用外置式管式超滤膜。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膜深度

处理中，所述碳源为甲醇，添加量为100kg/d。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浓缩液

处理中，浓缩液在芬顿反应池、混凝反应池中的处理工艺具体顺序为：一级芬顿高级氧化反

应，一级混凝沉淀反应，二级芬顿高级氧化反应，二级混凝沉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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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是一种难以进行处理的高浓度有机垃圾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厨余垃圾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浓浆液、冲洗排水等，经厌氧消化后再进入沼液处理系统。垃圾渗滤

液悬浮物浓度远远高于常规填埋场和焚烧厂渗滤液、盐分含量高、含氮等有机物浓度高和

提取利用难度大。若未经处理排放，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0003] 目前，国内很多垃圾综合处理厂总体采用的工艺为“大件分拣+热水解+两次水洗

压榨分离”的组合工艺。进厂的厨余垃圾经过大件分拣处理后暂存于垃圾原料储仓，经抓斗

起重机给料至热水解系统，水解后的熟料垃圾经过两次水洗压榨系统进行固液分离，高浓

度有机浆液送至厌氧系统处理，压榨固体残渣送至厂外焚烧处置。高浓度有机浆液进入厌

氧反应器时，含固率平均为10％左右，经厌氧后沼液含固率在3～4％之间。综合处理厂预留

餐饮垃圾处理系统，餐厨垃圾水解后浆液进入厌氧系统，会有部分细小漂浮杂物进入处理

系统。

[0004] 针对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有物化处理、生化处理和土地处理等，目前国内生活来及

渗滤液普遍采用的是A/O工艺和MBR膜系统、NF系统等的组合工艺进行处理，然而由于餐厨

沼液具有以下特点：(1)水质成分复杂；(2)有机物浓度高；(3)营养比例失调；(4)水中含油

较高；(5)可生化性能不稳定，导致现在的工艺或技术效果并不理想。

[0005] 中国专利申请CN101428938A公开了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方法先后包括絮凝沉淀

预处理、水解预酸化处理、厌氧处理、包括有短程硝化反硝化和二次反硝化硝化的好氧处

理、膜分离处理以及氧化絮凝处理。该工艺虽然对垃圾渗滤液中的有机污染物有一定的处

理效果，但是由于垃圾渗滤液存在可生化性差、浓度高、含盐量高等特点，所以该工艺对于

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会影响生化效果，导致膜结垢严重，影响膜通量、降低膜

的使用寿命、出水水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达标运行。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垃圾渗滤液的处理

工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有效提高了对垃圾渗滤液的高负荷

处理能力，增强了对水质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本发明工艺的抗污染抗油能力、抗

拉强度，延长了使用寿命。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预处理

[0010] 已经进行厌氧反应的垃圾渗滤液首先进入缓冲池，缓冲池中设置有格栅设备，能

够清除渗滤液中较大的杂质，缓冲池主要用于调节水量；接着向垃圾渗滤液中加入絮凝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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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剂对垃圾渗滤液进行脱水处理，垃圾渗滤液经过浓缩脱水后，出水进入调节池，沼渣进入

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0011] (2)MBR膜生物反应处理

[0012] 将步骤(1)中的调节池内的垃圾渗滤液通过管道依次输送至一级反硝化、一级硝

化、二级反硝化、二级硝化进行两级生物脱氮处理，并将生物脱氮后的渗滤液进行超滤处

理，得到超滤清液和超滤污泥，超滤污泥被运送至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硝化与二级反硝化之间设置中沉区，一级硝化出水进入中沉

区，中沉区出水进入二级反硝化段。所述中沉区沉淀的部分活性污泥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

回流比为8：1。

[0014] 进一步地，经过一级硝化后的垃圾渗滤液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20:

1。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超滤清液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20：1。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超滤处理采用外置式管式超滤膜。

[0017] (3)膜深度处理

[0018] 膜深度处理系统由纳滤、深度脱氮、反渗透系统串联构成；将步骤(2)中所得的超

滤清液进行纳滤处理，得到纳滤清液和浓缩液，接着纳滤清液进入添加碳源的高效脱氮滤

系统进行高效脱氮处理，部分清液可达标排放；另外部分未达标清液择进行反渗透处理直

至达标排放和达标回用。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碳源为甲醇，添加量为100kg/d。

[0020] (4)浓缩液处理

[0021] 将步骤(3)所得的纳滤浓缩液运送至浓缩液收集池，接着经管道流入芬顿反应池、

混凝反应池进行反应，最终处理的浓缩液与其他出水混合后达标排放，剩余污泥进入污泥

处理系统。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浓缩液在芬顿反应池、混凝反应池中的处理工艺具体顺序为：一级

芬顿高级氧化反应，一级混凝沉淀反应，二级芬顿高级氧化反应，二级混凝沉淀反应。

[0023] 本发明工艺所述步骤(3)中，所述部分出水达标回用的标准为：废水处理系统部分

出水水质的CODcr、BOD5、氨氮、浊度、pH指标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工业用水水质》

(GB19923-2005)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准后，回

用至厂内道路浇洒及绿化、地面冲洗、沼气净化和臭气处理系统用水等；

[0024] 所述部分出水达标排放的标准为：出水水质的CODcr、BOD5、氨氮、总氮、SS、pH指标

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等级标准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第一类污染物执行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中要求较严者，外排至市政污水排水管网。

[002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所采用的主体处理工艺流程为

“预处理(调节池+浓缩机)+两级A/O(厌氧好氧工艺法)-MBR膜生物处理+NF(纳滤)+深度脱

氮+RO(反渗透)”，较现有的渗滤液处理工艺来说，在技术上有着极大的进步。首先，预处理

后的出水进入MBR膜生物反应系统包括两级A/O脱氮系统和超滤处理工艺。渗滤液在缺氧段

中进行反硝化反应，将从硝化段和MBR超滤膜装置中回流的垃圾渗滤液(主要包括亚硝酸

盐、硝酸盐等成分)进行反硝化反应并还原成氮气，同时可有效去除部分COD；然后渗滤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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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级硝化段中，大部分有机污染物在其中得到降解，并通过硝化菌的作用，将污水中的

大部分氨氮氧化成亚硝酸盐或硝酸盐；一级硝化出水进入中沉区，中沉区主要作用为沉淀

一级硝化段出水中的大量活性污泥，再通过回流，保障一级A/O段系统污泥维持在较高的浓

度；中沉出水进入二级反硝化段，将水中大量亚硝酸盐、硝酸盐进行反硝化反应还原成氮

气，以提高系统反硝化效果；二级反硝化出水进入二级硝化段，从而进一步去除水中COD、

BOD和还原性总氮。

[0026] 由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可知，本发明工艺设置的二级A/O采用前置反硝化+硝化系

统的渗滤液处理模式，进一步强化脱氮效果，使得出水水质完全达标。

[0027] 同时，本发明工艺中，MBR膜采用外置管式超滤膜。通过膜的截留作用可使两级A/O

+MBR处理系统中的污泥浓度高达15g/L以上，并延长污泥泥龄，从而使硝化自养菌这种世代

时间较长的菌种在池内得到有效的生长，同时经过不断驯化形成的微生物菌群，对废水中

难生物降解有机物也有较好的降解功能。并且外置管式超滤膜操作维护简单，使用寿命长，

抗污染能力强等，特别适用于处理沼液这样高浓度的有机废水。

[002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在膜深度处理中，采用了纳滤、深

度脱氮、反渗透系统串联构成，纳滤对COD、BOD、以及重金属等都有90％以上的截留率，将

MBR出水中难生物降解的腐殖酸类高分子有机物有效去除，为保证反渗透出水总氮指标达

到排放标准，纳滤清液采用高效脱氮滤池，通过投加碳源，培养反硝化菌种，进一步去除纳

滤清液中的硝酸盐，可得到部分出水可以直接达标排放。高效脱氮滤池出水部分进入反渗

透系统，达到回用水标准后回用。

[0029] 最后，在本发明的浓缩液处置系统，纳滤浓缩液采用“两级芬顿高级氧化+混凝沉

淀”的处理工艺，浓缩液经过处理后与其他出水混合后达标排放，剩余污泥进入污泥处理系

统。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用于具有以下优势：

[0031]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主体处理工艺采用“预处理

(调节池+浓缩机)+两级A/O(厌氧好氧工艺法)-MBR膜生物处理+NF(纳滤)+深度脱氮+RO(反

渗透)”的工艺，能有效提高对垃圾渗滤液的处理能力，尤其是对于成分复杂，有机污染物浓

度高的垃圾渗滤液，并且有效增强了本工艺对水质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抗污染抗油能力、抗

拉强度等，有效延长本发明工艺的使用寿命。

[0032]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纳滤清液采用高效脱氮滤池，

通过投加碳源，培养反硝化菌种，进一步去除纳滤清液中的硝酸盐，，膜生物反应器与膜深

度处理技术相结合，能够很好地做到出水达标排放。

[0033] (3)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在一级硝化和二级反硝化之

间设置中沉区，中沉区能沉淀一级硝化段出水中的大量活性污泥，再通过回流，保障一级A/

O段系统污泥维持在较高的浓度，并且能有效提高系统的反硝化效果。

[0034] (4)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纳滤浓缩液采用“两级芬顿高

级氧化+混凝沉淀”的处理工艺，能有效提高浓缩液的出水水质。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用于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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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这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出各种修改或改进，但是只要不脱离本

发明的基本思想，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7] 参照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艺的流程图，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

[0038] (1)预处理

[0039] 已经进行厌氧反应的垃圾渗滤液首先进入缓冲池，缓冲池中设置有格栅设备，能

够清除渗滤液中较大的杂质，缓冲池主要用于调节水量；接着向垃圾渗滤液加入絮凝脱水

剂对垃圾渗滤液进行脱水处理，添加量为70m3/d，垃圾渗滤液经过浓缩脱水后，出水进入调

节池，沼渣进入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0040] (2)MBR膜生物反应处理

[0041] 将步骤(1)中的调节池内的垃圾渗滤液(出水量为900m3/d，)通过管道依次输送至

一级反硝化、一级硝化、二级反硝化、二级硝化进行两级生物脱氮处理，所述一级硝化与二

级反硝化之间设置中沉区，一级硝化出水进入中沉区，中沉区出水进入二级反硝化段。所述

中沉区沉淀的部分活性污泥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8：1。经过一级硝化后的垃圾渗

滤液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流比为20：1。将生物脱氮后的渗滤液用外置式管式超滤

膜进行超滤处理，得到超滤清液和超滤污泥，超滤污泥被运送至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超

滤清液出水量为800m3/d，超滤污泥为100m3/d。所述超滤清液部分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段，回

流比为20：1。

[0042] (3)膜深度处理

[0043] 膜深度处理系统由纳滤、深度脱氮、反渗透系统串联构成；将步骤(2)中所得的超

滤清液进行纳滤处理，得到纳滤清液和浓缩液，纳滤清液的出水量为640m3/d，纳滤浓缩液

的出水量为160m3/d。接着纳滤清液进入添加了100kg/d质量碳源的高效脱氮系统进行高效

脱氮处理后，310m3/d的清液可达标排放；另外330m3/d的未达标清液择进行反渗透处理，经

反渗透处理后，130m3/d的清液可达标排放，200m3/d的清液可达标回用。

[0044] (4)浓缩液处理

[0045] 将步骤(3)所得的160m3/d的纳滤浓缩液运送至浓缩液收集池，接着经管道流入芬

顿反应池、混凝反应池进行反应，浓缩液在芬顿反应池、混凝反应池中的处理工艺具体顺序

为：一级芬顿高级氧化反应，一级混凝沉淀反应，二级芬顿高级氧化反应，二级混凝沉淀反

应。最终处理的浓缩液与其他出水混合后达标排放，出水量为140m3/d剩余污泥进入污泥处

理系统，剩余污泥的量为20m3/d。

[0046] 最终，本发明工艺废水处理系统中达标回用的出水水质的CODcr、BOD5、氨氮、浊

度、pH指标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工业用水水质》(GB19923-2005)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准后，回用至厂内道路浇洒及绿化、地面冲洗、沼

气净化和臭气处理系统用水等；

[0047] 达标排放出水的CODcr、BOD5、氨氮、总氮、SS、pH指标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CJ343-2010)B等级标准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

三级标准(第一类污染物执行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中要求较严者，可外排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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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污水排水管网。

[0048]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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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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