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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

统，混凝剂罐和助凝剂罐与电动搅拌器上部连

接，电动搅拌器一侧设置有污水进管，污水进管

上设置有输送泵，电动搅拌器内设置有电动机和

热水通道，电动机的动力端连接有搅拌桨，电动

搅拌器下端与超磁分离设备连接，超磁分离设备

的下端连接有磁种回收设备，磁种回收设备包括

消磁装置、磁分散装置、回收磁鼓和磁粉投加装

置，消磁装置的进料端与超磁分离设备下部连

接，消磁装置的出料端连接磁分散装置，磁分散

装置的出料端与回收磁鼓连接，回收磁鼓的出料

端分别连接磁粉投加装置和污泥池，磁粉投加装

置的出料端还与超磁分离设备连接；本实用新型

具有回收利用率高、净化效率高、使用成本低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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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它包括混凝剂罐和助凝剂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剂

罐和助凝剂罐下方分别设置混凝剂加料器和助凝剂加料器，混凝剂罐和助凝剂罐与电动搅

拌器上部连接，所述电动搅拌器一侧设置有污水进管，所述污水进管上设置有输送泵，所述

电动搅拌器内设置有电动机和热水通道，所述电动机的动力端连接有搅拌桨，所述热水通

道两端设置有热水进口和热水出口，所述电动搅拌器下端与超磁分离设备连接，所述超磁

分离设备的下端连接有磁种回收设备，所述磁种回收设备包括消磁装置、磁分散装置、回收

磁鼓和磁粉投加装置，所述消磁装置的进料端与超磁分离设备下部连接，消磁装置的出料

端连接磁分散装置，所述磁分散装置的出料端与回收磁鼓连接，所述回收磁鼓的出料端分

别连接磁粉投加装置和污泥池，所述磁粉投加装置的出料端还与超磁分离设备连接，所述

超磁分离设备上还设置有出水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消磁装置选用HA‑8D

消磁机，消磁时间30‑50s，使絮团之间相互分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磁分散装置内部设置

有高速搅拌机和退磁装置，高速搅拌机将单个絮团打散，退磁设备使磁粉与絮团分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磁鼓可以采用旋

流分离器代替，旋流分离器将磁粉和污泥分离，并将污泥排出装置外。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进口和热水出口

均设置在电动搅拌器外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磁鼓上表面的磁

鼓吸附磁粉，污泥通过磁鼓底部的污泥出口排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搅拌器和超磁分

离设备之间设置有输送泵和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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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生产的进行，在造纸、石油化工、食品、印染、煤矿、冶金及矿山等行业的

生产过程中，均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水、污泥，这些污水、污泥直接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

破坏，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处理废水

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发展中的新技术，超磁分离水体净化工艺作为一种物化处理技术，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污水处理当中，磁分离水体净化是指在活性污泥中添加一定量的磁种

和磁性生物载体的磁性分离法，相对于传统的混凝沉淀工艺来说，其取消了混凝澄清池，加

快了混凝效率，可以改善污泥絮体结构和沉降性能，克服污泥膨胀，可以大幅度提高活性污

泥的浓度，增大单位容积的处理能力，现有的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是将不带磁性的污染物

赋予磁性，然后通过超磁分离设备进行固液分离，使水体得到净化，但是现有的超磁分离设

备磁回收率低，不能重复利用磁粉，造成资源的浪费，使用成本高；因此，提供一种回收利用

率高、净化效率高、使用成本低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回收利用率高、净化

效率高、使用成本低的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它包括混凝剂罐

和助凝剂罐，所述混凝剂罐和助凝剂罐下方分别设置混凝剂加料器和助凝剂加料器，混凝

剂罐和助凝剂罐与电动搅拌器上部连接，所述电动搅拌器一侧设置有污水进管，所述污水

进管上设置有输送泵，所述电动搅拌器内设置有电动机和热水通道，所述电动机的动力端

连接有搅拌桨，所述热水通道两端设置有热水进口和热水出口，所述电动搅拌器下端与超

磁分离设备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备的下端连接有磁种回收设备，所述磁种回收设备包括

消磁装置、磁分散装置、回收磁鼓和磁粉投加装置，所述消磁装置的进料端与超磁分离设备

下部连接，消磁装置的出料端连接磁分散装置，所述磁分散装置的出料端与回收磁鼓连接，

所述回收磁鼓的出料端分别连接磁粉投加装置和污泥池，所述磁粉投加装置的出料端还与

超磁分离设备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备上还设置有出水口。

[0005] 消磁设备选用HA‑8D消磁机，消磁时间30‑50s，使絮团之间相互分散。

[0006] 磁分散装置内部设置有高速搅拌机和退磁装置，高速搅拌机将单个絮团打散，退

磁设备使磁粉与絮团分离。

[0007] 回收磁鼓可以采用旋流分离器代替，旋流分离器将磁粉和污泥分离，并将污泥排

出装置外。

[0008] 热水进口和热水出口均设置自电动搅拌器外部。

[0009] 回收磁鼓上表面的磁鼓吸附磁粉，污泥通过磁鼓底部的污泥出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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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电动搅拌器和超磁分离设备之间设置有输送泵和阀门。

[0011] 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使用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1）：污泥废水液经输送泵输送至电动搅拌器中，同时通过混凝剂加料器和助

凝剂加料器进行添加混凝剂和助凝剂；

[0013] 步骤2）：电动机转动驱动搅拌桨将反应液混合，并根据浆液温度通入适当热水，热

水经过热水通道使电动搅拌器内的混合温度保持着20‑40°之间，防止混凝剂或助凝剂因温

度过低造成反应不充分；

[0014] 步骤3）：混合完成后的混合液经输送泵输送至超磁分离设备内，超磁分离设备对

混合液分离，将磁粉与污泥混合，并形成多个絮团，絮团因此带有磁性；

[0015] 步骤4）：再将上述得到的絮团输送至磁种回收设备内，磁种回收设备首先对部分

磁粉进行消磁，消磁后的各个絮团处于分离状态，各个絮团再经磁分散装置进行退磁，单个

絮团内的磁粉和污泥分离，再经回收磁鼓或旋流分离器进行对磁粉和污泥的分流，并收集

磁粉；

[0016] 步骤5）：污泥从回收磁鼓内的污泥管排出，磁粉经过磁粉投加装置重新返回超磁

分离设备内；

[0017] 步骤6）：经过净化的水资源从出水口排出。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先将污泥废水与混凝剂和助凝剂进行混合搅

拌，并施加一定温度，防止温度过高或过低造成混合不充分，混合后的溶液会产生絮状结

构，絮状结构经超磁分离设备进行分离，得到带有磁性的絮状团，得到的絮团输送至磁种回

收设备内，磁种回收设备首先对部分磁粉进行消磁，消磁后的各个絮团处于分离状态，各个

絮团再经磁分散装置进行退磁，单个絮团内的磁粉和污泥分离，再经回收磁鼓或旋流分离

器进行对磁粉和污泥的分流，并收集磁粉，完成对磁粉的重复利用，并且废水净化彻底；本

实用新型具有一种回收利用率高、净化效率高、使用成本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及流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磁种回收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1、混凝剂罐   2、助凝剂罐   3、电动搅拌器   4、污水进管   5、输送泵   6、混

凝剂加料器   7、助凝剂加料器   8、电动机   9、热水通道   10、搅拌桨   11、热水进口   12、

热水出口   13、阀门   14、超磁分离设备   15、磁种回收设备   16、出水口   17、污泥出口  

18、磁粉回收通道   19、消磁装置   20、磁分散装置   21、回收磁鼓   22、磁粉投加装置  

23、污泥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和2所示，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它包括混凝剂罐1和助凝剂罐2，所述

混凝剂罐1和助凝剂罐2下方分别设置混凝剂加料器6和助凝剂加料器7，混凝剂罐1和助凝

剂罐2与电动搅拌器3上部连接，所述电动搅拌器3一侧设置有污水进管4，所述污水进管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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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输送泵5，所述电动搅拌器3内设置有电动机8和热水通道9，所述电动机8的动力端连

接有搅拌桨10，所述热水通道9两端设置有热水进口11和热水出口12，所述电动搅拌器3下

端与超磁分离设备14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备14的下端连接有磁种回收设备15，所述磁种

回收设备15包括消磁装置19、磁分散装置20、回收磁鼓21和磁粉投加装置22，所述消磁装置

19的进料端与超磁分离设备14下部连接，消磁装置19的出料端连接磁分散装置20，所述磁

分散装置20的出料端与回收磁鼓21连接，所述回收磁鼓21的出料端分别连接磁粉投加装置

22和污泥池23，所述磁粉投加装置22的出料端还与超磁分离设备14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

备14上还设置有出水口16。

[0025] 在应用时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1）：污泥废水液经输送泵输送至电动搅拌器中，同时通过混凝剂加料器和助

凝剂加料器进行添加混凝剂和助凝剂；

[0027] 步骤2）：电动机转动驱动搅拌桨将反应液混合，并根据浆液温度通入适当热水，热

水经过热水通道使电动搅拌器内的混合温度保持着20‑40°之间，防止混凝剂或助凝剂因温

度过低造成反应不充分；

[0028] 步骤3）：混合完成后的混合液经输送泵输送至超磁分离设备内，超磁分离设备对

混合液分离，将磁粉与污泥混合，并形成多个絮团，絮团因此带有磁性；

[0029] 步骤4）：再将上述得到的絮团输送至磁种回收设备内，磁种回收设备首先对部分

磁粉进行消磁，消磁后的各个絮团处于分离状态，各个絮团再经磁分散装置进行退磁，单个

絮团内的磁粉和污泥分离，再经回收磁鼓或旋流分离器进行对磁粉和污泥的分流，并收集

磁粉；

[0030] 步骤5）：污泥从回收磁鼓内的污泥管排出，磁粉经过磁粉投加装置重新返回超磁

分离设备内；

[0031] 步骤6）：经过净化的水资源从出水口排出。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图1和2所示，一种超磁分离水体净化系统，它包括混凝剂罐1和助凝剂罐2，所述

混凝剂罐1和助凝剂罐2下方分别设置混凝剂加料器6和助凝剂加料器7，混凝剂罐1和助凝

剂罐2与电动搅拌器3上部连接，所述电动搅拌器3一侧设置有污水进管4，所述污水进管4上

设置有输送泵5，所述电动搅拌器3内设置有电动机8和热水通道9，所述电动机8的动力端连

接有搅拌桨10，所述热水通道9两端设置有热水进口11和热水出口12，所述电动搅拌器3下

端与超磁分离设备14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备14的下端连接有磁种回收设备15，所述磁种

回收设备15包括消磁装置19、磁分散装置20、回收磁鼓21和磁粉投加装置22，所述消磁装置

19的进料端与超磁分离设备14下部连接，消磁装置19的出料端连接磁分散装置20，所述磁

分散装置20的出料端与回收磁鼓21连接，所述回收磁鼓21的出料端分别连接磁粉投加装置

22和污泥池23，所述磁粉投加装置22的出料端还与超磁分离设备14连接，所述超磁分离设

备14上还设置有出水口16。

[0034] 消磁设备19选用HA‑8D消磁机，消磁时间30‑50s，使絮团之间相互分散，磁分散装

置20内部设置有高速搅拌机和退磁装置，高速搅拌机将单个絮团打散，退磁设备使磁粉与

絮团分离，回收磁鼓21可以采用旋流分离器代替，旋流分离器将磁粉和污泥分离，并将污泥

排出装置外，热水进口11和热水出口12均设置自电动搅拌器3外部，回收磁鼓21上表面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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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吸附磁粉，污泥通过磁鼓底部的污泥出口排出，电动搅拌器3和超磁分离设备14之间设置

有输送泵5和阀门13。

[0035] 本实用新型先将污泥废水与混凝剂和助凝剂进行混合搅拌，并施加一定温度，防

止温度过高或过低造成混合不充分，混合后的溶液会产生絮状结构，絮状结构经超磁分离

设备14进行分离，得到带有磁性的絮状团，得到的絮团输送至磁种回收设备15内，磁种回收

设备15首先对部分磁粉进行消磁，消磁后的各个絮团处于分离状态，各个絮团再经磁分散

装置20进行退磁，单个絮团内的磁粉和污泥分离，再经回收磁鼓21或旋流分离器进行对磁

粉和污泥的分流，并收集磁粉，完成对磁粉的重复利用，并且废水净化彻底；本实用新型具

有一种回收利用率高、净化效率高、使用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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