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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脱销催化剂清洗污水处理

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

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包括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的

设计，通过水泵在处理箱和清洗池之间产生循环

水流，水流进入处理箱内部进行沉淀，污泥在蛟

龙作用会堆积在过滤盒内部，经沉淀过滤的原液

比较清澈，最后回流到清洗池内，实现循环过滤

的功能，原液使用时间加长，清理时只需将过滤

盒打开清理泥沙即可，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解

决了传统方式为保证水质，原液每使用一段时间

需要更换，不仅造成浪费而且造成污染的问题；

处理箱内部多挡板和隔板的设计，增大了水流流

程，从而增大了沉淀路径，斜板的设置可减缓水

流，使得沉淀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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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超声波清洗池(1)、

水泵(2)、进水管(3)、回水管(4)和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超声波清洗池(1)底部一侧设

置有出水管(101)；出水管(101)和水泵(2)进口连通；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安装在超声

波清洗池(1)一侧；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包括处理箱(501)、蛟龙(502)、电机(503)、皮带

(504)、密封件(505)和过滤桶(506)；处理箱(501)左侧中部上方设置有进水口(507)；进水

口(507)和水泵(2)出口通过进水管(3)连通；处理箱(501)右侧在进水口(507)高度位置设

置有回水口(508)；回水管(4)一端和回水口(508)法兰连接，另一端设置在超声波清洗池

(1)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处理箱(501)底部密封安装有清污箱(509)；清污箱(509)中部两侧在长度方向上均贯通设

置有清污管(510)；清污管(510)顶部在长度方向上均匀贯通设置有多个通孔(511)；蛟龙

(502)安装在清污管(510)内部；蛟龙(502)右端设置有连接轴(512)；连接轴(512)和清污管

(510)之间通过密封件(505)密封；连接轴(512)和电机(503)通过联轴器连接；连接轴(512)

中部键连接有带轮(513)；两带轮(513)之间通过皮带(504)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过滤桶(506)设置在处理箱(501)左侧底部；过滤桶(506)右端和清污管(510)左端连通；过

滤桶(506)底部螺纹链节有过滤盒(514)；过滤盒(514)顶部外周在高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

多个连接柱(515)；连接柱(515)顶部设置有滤网(516)。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过滤桶(506)顶部设置有连接管(517)；连接管(517)另一端和处理箱(501)贯通；连接管

(517)中部和过滤桶(506)与清污管(510)连接位置均安装有阀门(51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处理箱(501)内部中间位置两侧设置有挡板(519)；两挡板(519)中部设置有隔板(520)；挡

板(519)和隔板(520)两侧在高度方向上均设置有多个斜板(521)。

6.根据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斜板(521)倾斜向下；隔板(520)底部和清污箱(509)顶部平齐；挡板(519)底部高于隔板

(520)底部；挡板(519)顶部高于隔板(520)顶部；隔板(520)顶部和进水口(507)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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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脱销催化剂清洗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SCR脱销催化

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众多燃煤电厂的脱硝技术中，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法)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多、

最为成熟有效的一种烟气脱硝技术。催化剂是SCR技术的核心，占整个脱硝装置总费用的约

40%。SCR催化剂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或多或少存在催化剂孔道结垢甚至堵塞以及催化剂

中毒等现象，从而导致脱硝效率下降，同时可能导致机组运行发生故障。所以对积灰结垢和

活性下降的催化剂进行清洗就是十分必要；催化剂清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泥影响清洗质

量；传统方式清洗为保质水质每天排放1-2次，每次没到工序排放6.4m3,不仅造成浪费而且

造成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不足，提供了一种SCR脱

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采用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的设计，通过水泵在处理箱

和清洗池之间产生循环水流，水流进入处理箱内部进行沉淀，污泥在蛟龙作用会堆积在过

滤盒内部，经沉淀过滤的原液比较清澈，最后回流到清洗池内，实现循环过滤的功能，原液

使用时间加长，清理时只需将过滤盒打开清理泥沙即可，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解决了传统

方式为保证水质，原液每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不仅造成浪费而且造成污染的问题；处理

箱内部多挡板和隔板的设计，增大了水流流程，从而增大了沉淀路径，斜板的设置可减缓水

流，使得沉淀效果更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超声波清洗池、水

泵、进水管、回水管和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超声波清洗池底部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出水管

和水泵进口连通；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安装在超声波清洗池一侧；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包

括处理箱、蛟龙、电机、皮带、密封件和过滤桶；处理箱左侧中部上方设置有进水口；进水口

和水泵出口通过进水管连通；处理箱右侧在进水口高度位置设置有回水口；回水管一端和

回水口法兰连接，另一端设置在超声波清洗池上方。

[0005] 进一步优化本技术方案，所述的处理箱底部密封安装有清污箱；清污箱中部两侧

在长度方向上均贯通设置有清污管；清污管顶部在长度方向上均匀贯通设置有多个通孔；

蛟龙安装在清污管内部；蛟龙右端设置有连接轴；连接轴和清污管之间通过密封件密封；连

接轴和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连接轴中部键连接有带轮；两带轮之间通过皮带连接。

[0006] 进一步优化本技术方案，所述的过滤桶设置在处理箱左侧底部；过滤桶右端和清

污管左端连通；过滤桶底部螺纹链节有过滤盒；过滤盒顶部外周在高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

多个连接柱；连接柱顶部设置有滤网。

[0007] 进一步优化本技术方案，所述的过滤桶顶部设置有连接管；连接管另一端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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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贯通；连接管中部和过滤桶与清污管连接位置均安装有阀门。

[0008] 进一步优化本技术方案，所述的处理箱内部中间位置两侧设置有挡板；两挡板中

部设置有隔板；挡板和隔板两侧在高度方向上均设置有多个斜板。

[0009] 进一步优化本技术方案，所述的斜板倾斜向下；隔板底部和清污箱顶部平齐；挡板

底部高于隔板底部；挡板顶部高于隔板顶部；隔板顶部和进水口平齐。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1、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的设计，通过

水泵在处理箱和清洗池之间产生循环水流，水流进入处理箱内部进行沉淀，污泥在蛟龙作

用会堆积在过滤盒内部，经沉淀过滤的原液比较清澈，最后回流到清洗池内，实现循环过滤

的功能；2、原液使用时间加长，清理时只需将过滤盒打开清理泥沙即可，达到节能环保的效

果，解决了传统方式为保证水质，原液每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不仅造成浪费而且造成污

染的问题；3、处理箱内部多挡板和隔板的设计，增大了水流流程，从而增大了沉淀路径，斜

板的设置可减缓水流，使得沉淀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的整体安装示意图。

[0012] 图2为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的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整体

结构图。

[0013] 图3为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的过滤桶内部安装结构局部

剖视图。

[0014] 图4为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的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内部

流向原理图。

[0015] 图中：1、超声波清洗池；101、出水管；2、水泵；3、进水管；4、回水管；5、循环式废水

处理装置；501、处理箱；502、蛟龙；503、电机；504、皮带；505、密封件；506、过滤桶；507、进水

口；508、回水口；509、清污箱；510、清污管；511、通孔；512、连接轴；513、带轮；514、过滤盒；

515、连接柱；516、滤网；517、连接管；518、阀门；519、挡板；520、隔板；521、斜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

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

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

必要地混淆本实用新型的概念。

[0017]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4所示，一种SCR脱销催化剂再生用高效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超声波清洗池1、水泵2、进水管3、回水管4和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超声

波清洗池1底部一侧设置有出水管101；出水管101和水泵2进口连通；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

安装在超声波清洗池1一侧；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包括处理箱501、蛟龙502、电机503、皮带

504、密封件505和过滤桶506；处理箱501左侧中部上方设置有进水口507；进水口507和水泵

2出口通过进水管3连通；处理箱501右侧在进水口507高度位置设置有回水口508；回水管4

一端和回水口508法兰连接，另一端设置在超声波清洗池1上方；处理箱501底部密封安装有

清污箱509；清污箱509中部两侧在长度方向上均贯通设置有清污管510；清污管510顶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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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方向上均匀贯通设置有多个通孔511；蛟龙502安装在清污管510内部；蛟龙502右端设

置有连接轴512；连接轴512和清污管510之间通过密封件505密封；连接轴512和电机503通

过联轴器连接；连接轴512中部键连接有带轮513；两带轮513之间通过皮带504连接；过滤桶

506设置在处理箱501左侧底部；过滤桶506右端和清污管510左端连通；过滤桶506底部螺纹

链节有过滤盒514；过滤盒514顶部外周在高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多个连接柱515；连接柱

515顶部设置有滤网516；过滤桶506顶部设置有连接管517；连接管517另一端和处理箱501

贯通；连接管517中部和过滤桶506与清污管510连接位置均安装有阀门518；处理箱501内部

中间位置两侧设置有挡板519；两挡板519中部设置有隔板520；挡板519和隔板520两侧在高

度方向上均设置有多个斜板521；斜板521倾斜向下；隔板520底部和清污箱509顶部平齐；挡

板519底部高于隔板520底部；挡板519顶部高于隔板520顶部；隔板520顶部和进水口507平

齐。

[0018] 使用时，步骤一，结合图1-4所示，清污时启动水泵2，水泵2工作将超声波清洗池1

内部的原液和污泥吸入处理箱501内部，水流通过出水管101、水泵2进水管3和进水口507进

入处理箱501内部，因挡板519设计高度高于进水口507位置，水流会向处理箱501底部流动，

因挡板519底部高于隔板520底部，隔板520底部和清污箱509顶部平齐，所以会在处理箱501

内部形成往复上下运动的水流，水流最后从回水口508位置排出（水流流向如图4所示），在

处理箱501内大大增加了水流的路程，从而增长的污泥沉淀时间沉淀效果较好；当水流遇到

斜板521时，斜板521可有效减小水流的冲击，使得水流更加平稳，加快污泥沉淀效果，当污

泥落在斜板521上时，因斜板521倾斜向下，所以污泥会顺着斜板521向下掉落下落的污泥通

过通孔511进入清污管510内部；电机503工作时通过联轴器带动连接轴512和蛟龙502同步

转动，在带轮513和皮带504的作用下带动另一根蛟龙502同步转动，蛟龙502转动时推动污

泥浓度较高的原液向左运动，此位置的原液和污泥向左侧运动到过滤桶506位置时，在滤网

516的作用下将原液和污泥进行二次分离，污泥会积累在过滤盒514内部，过滤后的原液通

过连接管517重新进入处理箱501内部；综上所述，循环式废水处理装置5的设计，通过水泵2

在处理箱501和清洗池之间产生循环水流，水流进入处理箱501内部进行沉淀，污泥在蛟龙

502作用会堆积在过滤盒514内部，经沉淀过滤的原液比较清澈，最后回流到清洗池内，实现

循环过滤的功能，原液使用时间加长，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解决了传统方式为保证水质，

原液每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不仅造成浪费而且造成污染的问题。

[0019] 步骤二，结合图1-4所示，清理时关闭电机503，同时将阀门518关闭，逆时针转动过

滤盒514，过滤盒514、连接柱515和滤网516一起从过滤桶506底部卸下，将卸下的过滤盒514

内部的污泥倒出，然后通过高压水枪对滤网516和过滤盒514进行清洗，最后将过滤盒514复

位安装即可，清污过程操作简单方便，无需水泵2停机即可实现清理过程，脱销催化剂清洗

效率高；暗转完成后打开阀门518启动电机503即可。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控制方式是通过控制器来自动控制，控制器的控制电路通过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简单编程即可实现，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并且本实用新型主要用来保护机

械装置，所以本实用新型不再详细解释控制方式和电路连接。

[0021] 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

情况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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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

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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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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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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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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