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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

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包括：曝气反应池，其上

部设置有第一进水管、下部设置有微孔曝气管，

所述微孔曝气管一端伸出曝气反应池外并依次

设置气体流量计、汽化器、液态二氧化碳储气罐；

改进强化纤维塘，其与曝气反应池通过第二进水

管连通，所述第二进水管上依次设置有第一恒流

泵、液体流量计、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所述

改进强化纤维塘中布设弹性纤维材料；渗率型植

草沟，其与改进强化纤维塘通过第三进水管连

通，且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细砾石层、粗

砾石层、穿孔收集管；沉淀集料管。本实用新型具

有抗冲击能力强、降碱效率高、生态环保，同时对

提高水体透明度具有显著效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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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曝气反应池，其上部设置有第一进水管、下部设置有水平的微孔曝气管，所述微孔曝气

管一端伸出曝气反应池外并在管道上依次设置气体流量计、汽化器，最后连接至液态二氧

化碳储气罐，所述曝气反应池内还设置有pH在线监测仪；

改进强化纤维塘，其与曝气反应池通过第二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二进水管上还依次设

置有第一恒流泵、液体流量计、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中布设弹性

纤维填料，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底部向下朝向第二进水管倾斜且在倾斜的底端连通漏斗形

集料区；

渗率型植草沟，其与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通过第三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三进水管上设

置有流量计，所述渗率型植草沟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细砾石层、粗砾石层，所述粗

砾石层内还设置有延伸至外部的水平的穿孔收集管；

沉淀集料管，其依次连通所述曝气反应池底部、集料区底部并延伸至外侧，所述沉淀集

料管上设置有阀门，且所述沉淀集料管延伸至外侧的管道上还设置有第二恒流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曝

气反应池内设置有第一竖直挡板，其顶部与曝气反应池平齐、底部距离曝气反应池底部50-

100cm，所述微孔曝气管距离曝气反应池底部20-30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管

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为圆柱或方体结构并连通在第二进水管上，所述管道药剂添加及搅

拌装置内投加絮凝剂并设置有搅拌装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改

进强化纤维塘内设置有第二竖直挡板、翻转板和刮泥带，所述第二竖直挡板位于集料区正

上方且顶部与改进强化纤维塘平齐、底部距离集料区40-50cm，所述翻转板由驱动器驱动进

行360度旋转，所述翻转板位于集料区正上方且位于第二竖直挡板下方，所述刮泥带通过设

置于改进强化纤维塘倾斜底部两侧的一对定滑轮驱动朝向集料区转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弹

性纤维填料上设置有塑料浮子，所述弹性纤维填料中心件用于固定弹性丝、中心绳用于串

接填料丝。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

砾石层直径8-16mm、粗砾石层直径16-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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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境工程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

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河湖底泥异位修复中，常采用淤泥机械脱水化学改性一体化处理技术，其化学

改性过程中常添加碱性改性材料，导致尾水pH升高(pH＝11-13)，同时底泥本身含有污染

物，在改性固化过程中，部分污染物进入尾水，形成低浓度污染废水。现有的处理技术常采

用无机酸中和工艺将pH调节至6-9，然后排放至河湖，未经深度处理低浓度污染尾水仍对水

体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采用无机酸进行调节过程中产生Cl-、SO42-离子均会对环境

造成二次污染，而且由于尾水高碱性的特点，中和过程将耗费大量的酸，运行费用高。综合

环保和经济因素考虑，急需开发设计一套针对河湖淤泥脱水尾水处理的系统，降低尾水处

理成本，减小二次污染，并将尾水提标排放。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其

优势为抗冲击能力强、降碱效率高、生态环保，同时对提高水体透明度具有显著效果。

[0004] 为了实现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

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包括：

[0005] 曝气反应池，其上部设置有第一进水管、下部设置有水平的微孔曝气管，所述微孔

曝气管一端伸出曝气反应池外并在管道上依次设置气体流量计、汽化器，最后连接至液态

二氧化碳储气罐，所述曝气反应池内还设置有pH在线监测仪；

[0006] 改进强化纤维塘，其与曝气反应池通过第二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二进水管上还依

次设置有第一恒流泵、液体流量计、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中布设

弹性纤维填料，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底部向下朝向第二进水管倾斜且在倾斜的底端连通漏

斗形集料区；

[0007] 渗率型植草沟，其与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通过第三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三进水管

上设置有流量计，所述渗率型植草沟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细砾石层、粗砾石层，所

述粗砾石层内还设置有延伸至外部的水平的穿孔收集管；

[0008] 沉淀集料管，其依次连通所述曝气反应池底部、集料区底部并延伸至外侧，所述沉

淀集料管上设置有阀门，且所述沉淀集料管延伸至外侧的管道上还设置有第二恒流泵。

[0009] 优选的是，所述曝气反应池内设置有第一竖直挡板，其顶部与曝气反应池平齐、底

部距离曝气反应池底部50-100cm，所述微孔曝气管距离曝气反应池底部20-30cm。

[0010] 优选的是，所述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为圆柱或方体结构并连通在第二进水管

上，所述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内投加絮凝剂并设置有搅拌装置。

[0011] 优选的是，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内设置有第二竖直挡板、翻转板和刮泥带，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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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直挡板位于集料区正上方且顶部与改进强化纤维塘平齐、底部距离集料区40-50cm，所

述翻转板由驱动器驱动进行360度旋转，所述翻转板位于集料区正上方且位于第二竖直挡

板下方，所述刮泥带通过设置于改进强化纤维塘倾斜底部两侧的一对定滑轮驱动朝向集料

区转动。

[0012] 优选的是，所述弹性纤维填料上设置有塑料浮子，所述弹性纤维填料中心件用于

固定弹性丝、中心绳用于串接填料丝。

[0013] 优选的是，所述细砾石层直径8-16mm、粗砾石层直径16-32mm。

[0014] 本实用新型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系统具有处理效率高、环保经济、能耗低等优点。

[0016] 2、相对盐酸中和储能，能够降低工艺的运行成本30％-40％，同时避免了氯离子、

硫酸根等离子的污染，同时能够去除部分营养性污染物。

[0017] 3、生态纤维塘中布置生态纤维组成的弹性填料，能够进一步提高水体透明度及絮

凝沉淀效果，采用管道投加絮凝剂及搅拌，减少了工艺占地面积，提高了沉淀效率，同时改

进强化生态塘设置挡板和翻转板，有利于絮凝体的进一步沉淀，提高碳酸钙的收集效率，利

于尾水的进一步处理。

[0018] 4、采用渗率型植草沟，可进一步提高水体的透明度，降低水体内部的低浓度营养

性污染物质，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

对本实用新型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曝气反应池、1.1第一进水管、1.2液态二氧化碳储气罐、1.3汽化器、1.4气体流量

计、1.5pH在线监测仪、1.6微孔曝气管、1.7第一竖直挡板、1.8液体流量计、1.9管道药剂添

加及搅拌装置、2改进强化纤维塘、2.1第二竖直挡板、2.2弹性纤维填料、2.3翻转板、2.4阀

门、2.5第二恒流泵、2.6刮泥带、2.7集料区、2.8第一恒流泵、2.9第二进水管、3渗率型植草

沟、3.1第三进水管、3.2流量计、3.3穿孔收集管、4沉淀集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

书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4] 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实施方案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

述试剂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横向”、

“纵向”、“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

化描述，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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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碱性低污染淤泥脱水尾水生态处理系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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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0026] 曝气反应池1，其上部设置有第一进水管1.1、下部设置有水平的微孔曝气管1.6，

所述微孔曝气管1.6一端伸出曝气反应池1外并在管道上依次设置气体流量计1.4、汽化器

1.3，最后连接至液态二氧化碳储气罐1.2，所述曝气反应池1内还设置有pH在线监测仪1.5；

[0027] 改进强化纤维塘2，其与曝气反应池1通过第二进水管2.9连通，所述第二进水管

2.9上还依次设置有第一恒流泵2.8、液体流量计1.8、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1.9，所述改

进强化纤维塘2中布设弹性纤维填料2.2，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2底部向下朝向第二进水管

2.9倾斜且在倾斜的底端连通漏斗形集料区2.7；

[0028] 渗率型植草沟3，其与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2通过第三进水管3.1连通，所述第三进

水管3.1上设置有流量计3.2，所述渗率型植草沟3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土壤层、细砾石层、

粗砾石层，所述粗砾石层内还设置有延伸至外部的水平的穿孔收集管3.3；

[0029] 沉淀集料管4，其依次连通所述曝气反应池1底部、集料区2.7底部并延伸至外侧，

所述沉淀集料管4上设置有阀门2.4，且所述沉淀集料管4延伸至外侧的管道上还设置有第

二恒流泵2.5。

[003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淤泥脱水尾水首先通过第一进

水管1.1流入曝气反应池1，通过第一竖直挡板1.7进行缓冲折流，同时液态二氧化碳储气罐

1.2根据进水量及pH值通过汽化器1.3及气体流量计控制1.4调节二氧化碳曝气量，通过微

孔曝气管1.6进行曝气，待pH在线监测仪1.5显示pH6-9之间，中和后的尾水再经第一恒流泵

2.8提升进入改进强化纤维塘2中，期间通过液体流量计1.8控制进入改进强化纤维塘2的水

力负荷，同时按照流量大小及pH计算投加絮凝剂的量，通过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1.9进

行添加和混匀，流出的混凝液体进入改进强化纤维塘2，在第二竖直挡板2.1及翻转板2.3旋

转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促进絮凝沉淀，部分沉淀通过翻转板2.3的移动进入集料区2.7，同

时中上层水流在弹性纤维材料的作用下进一步进行沉淀和附着，沉淀通过刮泥带2.6进入

集料区2.7。经过改进强化纤维塘2吸附沉淀净化后的尾水通过流量计3.2进入渗率型植草

沟3，在植物、微生物、填料吸附、离子交换等共同的作用下进行净化。同时在集料区2.7及曝

气反应池1底部的沉淀，通过第二恒流泵2.5进行定期清理，沉淀待初步过滤后进行二次利

用。同时曝气反应池1和改进强化纤维塘2的清洗，也可通过第二恒流泵2.5进行反冲洗。此

时整个处理系统一个周期结束。

[0031]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曝气反应池1内设置有第一竖直挡板1.7，其顶部与曝

气反应池1平齐、底部距离曝气反应池1底部50-100cm，所述微孔曝气管1.6距离曝气反应池

1底部20-30cm。

[0032]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1.9为圆柱或方体结构并连

通在第二进水管2.9上，所述管道药剂添加及搅拌装置1.9内设置有搅拌装置，并根据进水

量进行投加絮凝剂。

[0033]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2内设置有第二竖直挡板2.1、翻转板

2.3和刮泥带2.6，所述第二竖直挡板2.1位于集料区2.7正上方且顶部与改进强化纤维塘2

平齐、底部距离集料区2.740-50cm，所述翻转板2.3由驱动器驱动进行360度旋转，可根据进

水的絮凝沉淀量进行角度调节提高抗冲击复合能力和絮凝沉淀效果，所述翻转板2.3位于

集料区2.7正上方且位于第二竖直挡板2.1下方，所述刮泥带2.6通过设置于改进强化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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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2倾斜底部两侧的一对定滑轮驱动朝向集料区2.7转动。所述改进强化纤维塘2底部斜坡

利于减轻水流冲击，利于悬浮物絮凝沉淀和沉淀收集。所述刮泥带2.6，由驱动器驱动定滑

轮带动，其中斜坡倾斜方向与进水方向相同，利于悬浮物絮凝沉淀和底泥收集。

[0034]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弹性纤维填料2.2上设置有塑料浮子，所述弹性纤维填

料2.2中心件用于固定弹性丝、中心绳用于串接填料丝。所述弹性纤维材料用于粘附生物膜

和加强碳酸钙的絮凝作用，中心件用于固定弹性丝，中心绳用于串接填料丝。为保持填料在

水中悬浮，填料顶端设置塑料浮子，依靠其在水中产生的浮力将填料拉紧。

[0035]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细砾石层直径8-16mm、粗砾石层直径16-32mm。

[0036]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

所列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

可容易地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实

用新型并不限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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