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041342.3

(22)申请日 2016.1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361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18

(73)专利权人 长沙理工大学

地址 410004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

南路二段960号

(72)发明人 隆院男　李志宏　蒋昌波　聂小保　

吴长山　何盼盼　徐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市融智专利事务所 

43114

代理人 邓建辉

(51)Int.Cl.

C02F 11/127(2019.01)

C02F 11/147(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103288324 A,2013.09.11,

CN 105600993 A,2016.05.25,

EP 0256599 A3,1988.09.28,

CN 202744428 U,2013.02.20,

审查员 石敏

 

(54)发明名称

一种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及其装

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

的方法及其装置，在疏浚船舶上设置泥泵(Ⅰ)、两

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

(Ⅱ)和离心脱水机(Ⅳ)。离心脱水机与两级串联

水力旋流系统直接相连。利用疏浚船舶上的泥泵

(Ⅰ)抽吸疏浚泥水，送入两级水力旋流系统进行

浓缩减容处理，减容后的浓缩底流排泥排入离心

脱水机脱水，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脱水后的

泥饼驳运至陆地处置，脱水滤液一部分回用至混

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其余直接排入水体。本

发明是一种体积小、占地面积小、固液分离效率

高且出水可直接排放到水体的疏浚泥水原位高

效减容的方法及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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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其特征是：在疏浚船舶上设置两级串联水力旋

流系统，离心脱水机与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直接相连，疏浚船舶抽吸的疏浚泥水与来自

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水力旋流系统进行浓缩减容处理，减容后的

浓缩排泥排入离心脱水机脱水，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

利用疏浚船舶的泥泵(I)抽吸疏浚泥水，疏浚泥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

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的一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到浓

缩泥渣和一级溢流清液；一级溢流清液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混凝剂混合后，

进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的二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到浓缩泥渣和二级溢

流清液；二级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浓缩泥渣与一级水力旋流器的浓缩泥渣合并后，进入

离心脱水机(IV)进行离心脱水；脱水泥饼驳运至陆地处置，脱水滤液一部分直接排入水体，

一部分送入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配置混凝剂；

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包括阴离子PAM和阳离子PAM，阴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一级水

力旋流器之前，阳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二级水力旋流器之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阴离子PAM分

子量在200～500万之间，所述阳离子PAM分子量在1000～2000万之间。

3.实现权利要求1所述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是：包括泥泵

(I)、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和离心脱水机(IV)，所述的两

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由串联的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一级水力旋流器(1)、二级管

式静态混合器(4)和二级水力旋流器(2)组成，所述的泥泵(I)的出口与所述的一级管式静

态混合器(3)的进口连接，所述的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底部连接有一级底流管阀门(5)，出

口连接有一级溢流管阀门(6)；所述的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底部连接有二级底流管阀门

(8)，出口连接有二级溢流管阀门(7)；所述的一级底流管阀门(5)和二级底流管阀门(8)的

出口与离心脱水机(IV)连接；所述的二级溢流管阀门(7)排出的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所

述的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由阴离子PAM配制桶(9)、与所述的阴离子PAM配制桶(9)连接

的阴离子PAM投加泵(10)、阳离子PAM配制桶(11)以及与阳离子PAM配制桶(11)连接的阳离

子PAM投加泵(12)组成，阴离子PAM投加泵(10)连接于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进口前，阳离

子PAM投加泵(12)连接于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的进口前；所述的离心脱水机(IV)的脱水

出口的一支直接排入水体，另一支与所述的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所述的阴离子PAM

配制桶(9)和所述的阳离子PAM配制桶(1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

一级水力旋流器(1)和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主体自上向下依次为具溢流管盲板(13)、双入

口法兰(14)、直管段旋流腔(15)、圆锥段旋流腔(16)和底流管(17)，各部分采用法兰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

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圆锥段旋流腔(16)的锥角为1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

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圆锥段旋流腔(16)的锥角为5°。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

双入口法兰盘(14)采用渐缩截面直线型入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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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疏浚泥水减容的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

方法。本发明还涉及实现该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针对水体疏浚产生的疏浚泥水，主要采用异位处理模式，即长距离吹送或驳

运疏浚泥水至陆地堆场/处理场。然而，随着疏浚技术的突飞猛进，目前疏浚所用的挖泥船

产率都比较大，如天津航道局“天鲸”号绞吸式挖泥船，挖泥量高达4500m3/h；即便是用于小

水域环保疏浚的挖泥船，产量也比较大，如以结构紧凑、小水域适应能力强著称的美国

Mudcat公司MC-2000型环保挖泥船，挖泥量也达600m3/h。在此条件下，异位处理所需堆场较

大，并且相应的处理设备/构筑物规模也较大，处理成本高，不利于实施。因此，有必要对疏

浚泥水进行原位的减容化处理，以削减后续处理处置工艺的规模。

[0003] 疏浚泥水的原位减容技术与方法，关键在于高效的固液分离效率。目前，针对污泥

水的固液分离技术方法可分为2类：一类是以重力浓缩和机械浓缩为主的传统浓缩技术；一

类是浓缩效率和浓缩时间均优于传统浓缩技术的一体化浓缩设备，如流化床浓缩、水力旋

流造粒浓缩，在中国专利(公开号CN2600432，黄廷林等；公开号CN102078708A，张建峰等)中

均有公开。第一类技术方法所需浓缩时间较长，一般在数小时以上，无法实现疏浚现场的原

位处理。第二类技术尽管浓缩时间得到大幅降低，但一般也在0.5小时以上，设备体积和所

需占地面积都较大，在疏浚船舶上实施存在一定难度。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3288324A，蒋昌波等)公开了“一种疏浚泥水原位固液分离

的方法及装置”。该装置以水力旋流造粒浓缩和带式压滤为核心，通过水力旋流实现混凝药

剂与疏浚泥水的快速反应，并在水力旋流造粒装置内同步完成泥水浓缩和脱水预处理，过

程紧凑且彼此独立，不会相互影响，从而实现了装置连续运做；水力旋流造粒装置所得浓缩

泥渣直接进行带式压滤脱水，实现疏浚泥水在疏浚船舶上的即时高效固液分离。但该装置

出水的悬浮物浓度较高，难以满足目前我国疏浚行业执行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96)三级标准值400mg/L。

[0005] 水力旋流器是一种通用分离设备，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大、分离效率高和无

运动部件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矿冶、石化、食品和环境等领域的固液分离单元操作。水

力旋流器对疏浚泥水的高效快速固液分离效果已得到证实。Park  K.H.等采用水力旋流器

处理疏浚泥水，实现了减容90％左右，但水力旋流器溢流液悬浮物浓度也较高，需要经占地

面积较大的气浮装置处理之后，才能达到排入水体的标准。

[0006] 迄今为止，尚未见既能实现疏浚泥水高效浓缩减容，同时出水又能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96)三级标准的疏浚泥水原位处理技术与装备的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体积小、占地面积小、固液分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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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且出水可直接排放到水体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实现该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

法的装置。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在疏浚船

舶上设置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离心脱水机与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直接相连，疏浚船

舶抽吸的疏浚泥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水力旋流系统进

行浓缩减容处理，减容后的浓缩排泥排入离心脱水机脱水，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

[0010] 具体地，利用疏浚船舶的泥泵抽吸疏浚泥水，疏浚泥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

统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的一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到浓

缩泥渣和一级溢流清液；一级溢流清液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

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的二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到浓缩泥渣和二级溢流清液；

二级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浓缩泥渣与一级水力旋流器的浓缩泥渣合并后，进入离心脱

水机进行离心脱水；脱水泥饼驳运至陆地处置，脱水滤液一部分直接排入水体，一部分送入

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配置混凝剂。

[0011] 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包括阴离子PAM和阳离子PAM，阴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一级水

力旋流器之前，阳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二级水力旋流器之前。

[0012] 所述阴离子PAM分子量在200～500万之间，所述阳离子PAM分子量在1000～2000万

之间。

[0013] 为了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

的装置，包括泥泵、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和离心脱水机，所述的两

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由串联的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一级水力旋流器、二级管式静态混合

器和二级水力旋流器组成，所述的泥泵的出口与所述的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的进口连接，

所述的一级水力旋流器的底部连接有一级底流管阀门，出口连接有一级溢流管阀门；所述

的二级水力旋流器的底部连接有二级底流管阀门，出口连接有二级溢流管阀门；所述的一

级底流管阀门和二级底流管阀门的出口与离心脱水机连接；所述的二级溢流管阀门排出的

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所述的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由阴离子PAM配制桶、与所述的阴离子

PAM配制桶连接的阴离子PAM投加泵、阳离子PAM配制桶以及与阳离子PAM配制桶连接的阳离

子PAM投加泵组成，阴离子PAM投加泵连接于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进口前，阳离子PAM投加泵

连接于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的进口前；所述的离心脱水机的脱水出口的一支直接排入水

体，另一支与所述的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的所述的阴离子PAM配制桶和所述的阳离子PAM配

制桶连接。

[0014] 所述的一级水力旋流器和二级水力旋流器的主体自上向下依次为具溢流管盲板、

双入口法兰、直管段旋流腔、圆锥段旋流腔和底流管，各部分采用法兰连接。

[0015] 所述的一级水力旋流器的圆锥段旋流腔的锥角为10°。

[0016] 所述的二级水力旋流器的圆锥段旋流腔的锥角为5°。

[0017] 所述的双入口法兰盘采用渐缩截面直线型入口方式，截面尺寸根据处理规模和疏

浚泥水性质选择不同规格。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及其装置，其机理简述于下：

[0019] 由泥泵抽吸的疏浚泥水首先在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中与阴离子PAM混合反应，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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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颗粒粒径得以增大。之后疏浚泥水通过一级水力旋流器的双入口法兰由切向入口进入直

管段旋流腔，在直管段旋流腔内液体高速旋转呈螺旋形向下运动，进入圆锥段旋流腔。由于

液体的螺旋运动，水力旋流器轴线附近成为低压区，器壁附近处压力最高。同时，疏浚泥水

固相和液相都受到离心力作用，大粒径颗粒将克服阻力作用向水力旋流器边壁移动，与液

体分离开，最终由底流管排出，形成浓缩泥渣，送至离心脱水机脱水；水和细微颗粒向低压

区移动，边旋转边向上做螺旋运动，形成内旋流，最终从具溢流管盲板上的溢流口排出。一

级水力旋流器的溢流清液在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中与阳离子PAM混合反应，在阳离子PAM的

固体颗粒粒径增大，之后进入二级水力旋流器，再次进行水力旋流固液分离，溢流清液达标

排放至水体，浓缩泥渣与一级水力旋流器浓缩泥渣合并送至离心脱水机脱水。脱水滤液一

部分回用至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配制混凝剂，其余达标排放至水体。

[0020]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1] 1、利用疏浚船舶泥泵自身动力条件，在两级水力旋流系统中形成高速水流，实现

固相和液相的水力旋流分离，无需额外分离动力，并且两级水力旋流系统与离心脱水机直

接相连，整个减容过程均在疏浚船舶上完成，无需对全部疏浚泥水进行吹送或驳运，具有低

耗节能的显著优势。

[0022] 2、疏浚泥水减容过程主要在水力旋流系统内完成，水力旋流固液分离效果好，减

容率高，同时分离过程完成迅速，系统水力停留时间短，体积和占地面积小，便于在疏浚船

舶上实施。

[0023] 3、水力旋流系统采用两级串联水力旋流器，各级水力旋流器相对独立，功能明确，

并且各自有对应的混凝剂投加装置。其中第一级水力旋流器主要用于疏浚泥水的浓缩减

容，混凝剂采用分子量相对较小的阴离子PAM；第二级水力旋流器主要用于削减溢流液中的

悬浮物浓度，混凝剂采用分子量相对较大的阳离子PAM。两级串联的形式确保了高效减容的

同时，系统出水达标排放。

[0024] 4、通过改变水力旋流器双入口法兰盘渐缩截面直线型入口的截面尺寸，可以在不

同的入口流量下，获得相同的入口流速，即在不同的工作负荷下获得相同的固液分离效果，

系统对疏浚过程中流量变化的适应能力得到提升。

[0025] 5、根据疏浚泥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通过调整阴离子PAM的投加量，可以获得稳

定的浓缩减容效果，通过调整阳离子PAM的投加量，可以获得稳定的出水悬浮物浓度，系统

对疏浚过程中疏浚泥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适应能力强。

[0026] 用于对疏浚过程中产生的疏浚泥水进行原位减量化处理，削减后续处理处置工艺

的规模，尤其涉及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器浓缩和离心脱水为核心的污泥减量方法，特别适

合于巷道维护、港口建设和环保疏浚等活动中产生的疏浚泥水的减量化。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是一种体积小、占地面积小、固液分离效率高且出水可直接排放

到水体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及其装置。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中水力旋流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中双入口法兰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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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4为本发明采用阴离子PAM提高一级水力旋流器浓缩效率效果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阳离子PAM投加对出水悬浮物浓度的削减效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4] 参见图1、图2和图3，本发明提供的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在疏浚船舶上

设置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离心脱水机与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直接相连，疏浚船舶抽

吸的疏浚泥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水力旋流系统进行浓

缩减容处理，减容后的浓缩排泥排入离心脱水机脱水，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

[0035] 具体地，利用疏浚船舶的泥泵I抽吸疏浚泥水，疏浚泥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

统Ⅱ的混凝剂混合后，进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的一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

到浓缩泥渣和一级溢流清液；一级溢流清液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混凝剂混合

后，进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的二级水力旋流器进行固液分离，得到浓缩泥渣和二级

溢流清液；二级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浓缩泥渣与一级水力旋流器的浓缩泥渣合并后，进

入离心脱水机IV进行离心脱水；脱水泥饼驳运至陆地处置，脱水滤液一部分直接排入水体，

一部分送入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配置混凝剂。

[0036] 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包括阴离子PAM和阳离子PAM，阴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一级

水力旋流器之前，阳离子PAM投加点位于二级水力旋流器之前。

[0037] 阴离子PAM分子量在200～500万之间，所述阳离子PAM分子量在1000～2000万之

间。

[0038] 参见图1、图2和图3，本发明提供的实现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方法的装置，包

括泥泵I、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和离心脱水机IV，两级串联水

力旋流系统Ⅲ由串联的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一级水力旋流器1、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和

二级水力旋流器2组成，泥泵I的出口与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的进口连接，一级管式静态混

合器3的出口与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进口连接，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出口的一级溢流管阀门6

与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的进口连接，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的出口与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

进口连接；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底部连接有一级底流管阀门5，出口连接有一级溢流管阀门

6，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分流比由一级底流管阀门5和一级溢流管阀门6控制；二级水力旋流

器2的底部连接有二级底流管阀门8，出口连接有二级溢流管阀门7，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分

流比由二级溢流管阀门7和二级底流管阀门8控制；一级底流管阀门5和二级底流管阀门8的

出口与离心脱水机IV连接；一级底流管阀门5和二级底流管阀门8排出的浓缩泥渣合并后送

至离心脱水机IV脱水；一级溢流管阀门6排出的溢流清液经由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后进入

二级水力旋流器2，二级溢流管阀门7排出的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

Ⅱ由阴离子PAM配制桶9、与阴离子PAM配制桶9连接的阴离子PAM投加泵10、阳离子PAM配制

桶11以及与阳离子PAM配制桶11连接的阳离子PAM投加泵12组成，阴离子PAM投加泵10连接

于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进口前，阴离子PAM投加点位于管式静态混合器3之前，阳离子PAM

投加泵12连接于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的进口前，阳离子行PAM投加点位于管式静态混合器

4之前；离心脱水机IV的脱水出口的一支直接排入水体，另一支与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

阴离子PAM配制桶9和阳离子PAM配制桶1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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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具体地，一级水力旋流器1和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主体自上向下依次为具溢流管盲

板13、双入口法兰14、直管段旋流腔15、圆锥段旋流腔16和底流管17，各部分采用法兰连接；

双入口法兰盘14采用渐缩截面直线型入口方式，截面尺寸根据处理规模和疏浚泥水性质选

择不同规格。具溢流管盲板13、直管段旋流腔15、圆锥段旋流腔16和底流管17的规格根据处

理规模和疏浚泥水性质选择不同规格。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圆锥段旋流腔16的锥角为10°，

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圆锥段旋流腔16的锥角为5°。一级水力旋流器1和二级水力旋流器2除

圆锥段旋流腔锥角不同外，其余结构形式完全相同。

[0040] 本发明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分离和离心脱水为核心，疏浚泥水于一级水力旋流器

1内完成浓缩减容，二级水力旋流器2内完成溢流清液悬浮物浓度的削减，离心脱水机IV内

完成脱水减容，最终实现高效减容和溢流清液的达标排放。本发明采用水力旋流器进行减

容，固液分离过程完成迅速、高效，系统体积和占地面积小，便于在疏浚船舶上实施；利用疏

浚船舶泥泵自身动力条件，于水力旋流系统内形成水力旋流所需高速水流，具有低耗节能

的显著优势；利用阴离子PAM和阳离子PAM强化浓缩减容和悬浮物浓度削减，对疏浚泥水性

质变化适应能力强；通过改变双入口法兰渐缩截面直线型入口的截面尺寸，系统对疏浚过

程中流量变化的适应能力得到提升。总之，本发明具有低能耗、高效率、占地面积小、适应能

力强、出水可达标排放等优势。

[0041] 下面结合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42] 本实施方式以我国南方某城市黑臭水体环保疏浚过程中产生的疏浚泥水作为处

理对象，在疏浚泥水处理场搭建疏浚泥水原位高效减容的小型装置，处理规模20m3/h。泥泵

扬程为30m。待处理疏浚泥水的含水率在98％～99％之间。

[0043] 参阅图1和图2，疏浚泥水由泥泵Ⅰ送入两级串联水力旋流系统Ⅲ，其中一级水力旋

流器1的直管段旋流腔15直径35cm、高35cm，圆锥段旋流腔16顶部直径35cm、底部直径5cm、

锥角10°；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圆锥段旋流腔16的锥角为5°，其余结构尺寸同第一级。疏浚泥

水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的阴离子PAM混合后，在一级水力旋流器1中完成固液分

离，底流排泥由自身压力送至离心脱水机Ⅳ脱水，一级溢流液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

Ⅱ的阳离子PAM混合后进入二级水力旋流器2，继续进行固液分离，底流排泥由自身压力送

至离心脱水机Ⅳ脱水，溢流液排入水体。

[0044] 同时参阅图1、图2和图3，疏浚泥水由泥泵Ⅰ抽吸，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中

阴离子PAM投加泵10泵送的阴离子PAM在一级管式静态混合器3中混合，阴离子PAM的分子量

为300万，投加量为2mg/g干污泥。混合反应后的疏浚泥水以5m/s的流速进入一级水力旋流

器1的双入口法兰14。通过调整一级底流管阀门5和一级溢流管阀门6的开启度，控制一级水

力旋流器1的分流比(底流流量/总流量)为0.05，在水力旋流作用下，较大粒径颗粒由于离

心力运动到水力旋流器边壁，并顺着边壁向下运动形成含水率在82～90％的一级底流排

泥，水和较小的颗粒则向水力旋流器轴线附近的低压区运动，并向上运动形成一级溢流清

液。一级底流排泥在自身压力作用下，进入离心脱水机Ⅳ进行脱水。一级溢流清液自具溢流

管盲板13上的溢流口排出，与来自混凝剂混合投加系统Ⅱ中阳离子PAM投加泵12泵送的阳

离子PAM在二级管式静态混合器4中混合，阳离子PAM的分子量为1500万，投加量为4mg/g干

污泥。混合反应后的一级溢流清液以4.8m/s的流速进入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双入口法兰14。

通过调整二级溢流管阀门7和二级底流管阀门8的开启度，控制二级水力旋流器2的分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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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流流量/总流量)为0.05。经二级水力旋流器2固液分离后，形成含水率88～90％的二级

底流排泥和悬浮物浓度低于400mg/L的二级溢流清液。二级底流排泥与一级底流排泥合并

后进入离心脱水机Ⅳ进行脱水，二级溢流清液直接排入水体。底流排泥经离心脱水机Ⅳ脱

水后形成含水率60％左右的泥饼，泥饼驳运至陆地进行处理，脱水滤液一部分送至混凝剂

混合投加系统Ⅱ中的阴离子PAM配制桶9和阳离子PAM配制桶11，用于配置混凝药剂。

[0045] 参阅图4，对阴离子PAM提高一级水力旋流器浓缩效率的效果进行说明，当阴离子

PAM分子量为300万，投加量为2mg/g干污泥时，在相同的分流比条件下，一级水力旋流器1的

浓缩效率显著增加。当分流比为0.05时，分离效率可以由未加阴离子PAM时的21％提高到

62％左右。证实了通过投加阴离子PAM可以提高疏浚泥水的浓缩效率。

[0046] 参阅图5，对阳离子PAM削减出水悬浮物浓度的效果进行说明。随着阳离子PAM投加

量的增加，系统出水悬浮物浓度持续增加。当投加量为4mg/g干污泥时，出水悬浮物浓度小

于400mg/g干污泥，达到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三级标准，可以直接排放。

[0047] 当然，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上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者等同

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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