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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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602299.0

(22)申请日 2019.07.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18307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8.30

(73)专利权人 福建川云里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363700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明发广

场20栋1008室

(72)发明人 孙晓荣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精金石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470

代理人 张黎

(51)Int.Cl.

C02F 11/00(2006.01)

C02F 11/148(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108978577 A,2018.12.11

CN 101072643 A,2007.11.14

CN 108862958 A,2018.11.23

CN 108097140 A,2018.06.01

US 7541689 N,1990.12.18

CN 103664126 A,2014.03.26

CN 202594928 U,2012.12.12

审查员 郄凯朝

 

(54)发明名称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淤泥输送：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

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泥浆；(2)超声处理：

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

液；(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

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采用河道

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4)土

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

液混合，加入絮凝剂，静置后，去除上清液，得到

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加入硅藻土和改良剂后，得

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土工管袋内进行固化

脱水。本发明通过对淤泥的预处理，提高了土工

管袋的脱水效率，可操作性强、占地面积小，成本

低，无二次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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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淤泥输送：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泥浆；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采用

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絮凝剂，静置后，去

除上清液，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加入硅藻土和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

土工管袋内进行固化脱水，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资源回收；

步骤(4)中所述硅藻土的添加量为所述沉积液质量的0.1-0.2％；

所述改良剂为质量比1∶1∶2的乙二胺四乙酸、柠檬酸和腐殖酸；

步骤(4)中所述改良剂的添加量为所述沉积液质量的0.05-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之前，还包括河道受损

分析：检测河道水体和底泥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含量，确定清淤的深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泥浆的固含量为

10-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超声处理为：超声

频率为20-50kHz、超声波强度为20-75W/cm2，处理时间为5-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

压力0.3-0.6MPa，回流比8-15％，刮渣周期0.2-0.5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土工管袋的孔径

为0.1-0.3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清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絮凝剂为壳聚糖

和聚氯化铁，所述絮凝剂的添加量为所述轻质淤泥质量的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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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道清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体底部积泥的清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河道清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镇河道作为城镇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提供水源、交通航运和防

洪排涝等功能，还具有调节气候和削减污染等生态环境效应。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

步，河道淤泥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河道中的突出问题：河道中泥砂、垃圾的淤积，影响了河道

的行洪及景观；大量污染底泥对水质改善及生态恢复产生不利影响；河道表层浮泥层在低

潮时极易起浮形成黑色水带，两岸高滩上污泥及垃圾在低潮时露出水面，有碍观瞻，破坏景

观，因此，河道清淤工作对环境改善、城市建设至关重要。

[0003] 土工管袋是一种由高强土工织物制成的具有一定强度、延展性的起过滤作用的管

带状材料，土工管袋最初用于围堤工程中，目前已被应用到环境保护、湖泊水库疏浚等领

域。

[0004] CN101774745A公开了一种用于淤泥脱水的淤泥管袋及脱水方法，通过专用的淤泥

泵系统将淤泥充灌至储淤袋中，管袋充满封口后，将电极接入稳压直流电源，开始脱水，利

用重力、管袋壁压力和电渗的三重作用，淤泥中的水分通过阴极汇集和袋壁的过滤快速排

除，袋中的淤泥由流体变为具有一定抗剪强度的塑性体，通过打开管袋壁的接缝，将完成脱

水的塑态淤泥取出，实现了淤泥处理。CN105000787A公开了一种淤泥清淤袋及淤泥清淤方

法，其利用由土工生态膜制成的淤泥清淤袋进行清淤，具体步骤为：将含水淤泥通过泥浆泵

抽吸出来，添加混凝剂后泵入清淤袋，在挥发和重力或添加压力的作用下，实现污泥的干

化。经过该方法脱水后，污泥含水率可降低到70％左右，经一周的暴晒及自然风干，污泥含

水率可进一步降低到50％左右，达到普通污泥干化设备的处理能力，且具有耗能低，节约运

行成本等优点。

[0005] 目前一般常见的河道清淤采取的方法是：首先用挖机挖泥，然后用船将淤泥挖出，

接着将淤泥置于围堰经过自然晾晒后装车运走进行填埋，这种河道清淤的方法存在的问题

是首先将淤泥置于围堰中晾晒，需要征用大面积土地，其次是产生大量的回流污水，导致二

次污染河水，同时淤泥晾晒过程中污染物蒸发到空气中会影响周围环境。

[0006] CN105399290A公开了一种农村河道清淤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淤泥挖掘:通

过带有切割头和泵的挖泥机，其中切割头被放入河道的淤泥层中，然后挖泥机开始向前移

动，切割头切入淤泥层并把淤泥向泵中输送；b.输送：泵将水与淤泥一同吸入其中，泥浆随

后通过输泥管道被送入河岸边缓冲池内；c.除臭固化：在缓冲池内投加除臭剂及固化剂进

行固化、除臭处理；d.将除臭、固化处理后的泥浆利用泵通过管道注入到生态管袋，利用生

态管袋的泥浆自重进行固化、沉淀、沥水过滤一个月，最后将脱水固化后的淤泥用作护坡、

填埋或外运。该发明改变了传统的敞开粗放式清淤方法，采用生态管袋脱水，避免了淤泥晾

晒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且相比机械脱水，成本更低。

[0007] 但是，由于土工管袋填充到一定程度后，管袋表面被细小泥沙颗粒形成的“滤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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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所覆盖，阻碍了管袋内水分的进一步渗出，导致管袋的透水效率低。同时由于土工管袋

内含水率不均匀，导致底泥难以实现资源再利用。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河道清淤方法，该清淤方法通过对淤泥

的预处理，提高了土工管袋的脱水效率，可操作性强、占地面积小，成本低，无二次污染问

题。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淤泥输送：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泥浆；

[0012]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

[0013]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

采用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0014]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絮凝剂，静置

后，去除上清液，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加入硅藻土和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

填入土工管袋内进行固化脱水，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资源回收。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1)之前，还包括，河道受损分析：检测河道水体和底泥中污染物

的种类和含量，确定清淤的深度。

[0016]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泥浆的固含量为10-15％。

[0017]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超声处理为所述超声频率为20-50kHz、超声波强度为20-

75W/cm2，处理时间为5-10min。

[0018]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气浮处理过程中不添加絮凝剂和/或助凝剂。

[0019]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压力0.3-0.6MPa，回流比8-15％，刮渣周

期0.2-0.5h。

[0020]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土工管袋的孔径为0.1-0.3mm。

[0021]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絮凝剂为壳聚糖和聚氯化铁，所述絮凝剂的添加量为所述

轻质淤泥质量的0.05-0.1％。

[0022]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硅藻土的添加量为所述沉积液质量的0.1-0.2％。

[0023]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改良剂的添加量为所述沉积液质量的0.05-0.1％。

[0024] 优选地，所述改良剂为乙二胺四乙酸、柠檬酸、苹果酸和腐殖酸中的任一种。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6] (1)本发明利用超声处理和气浮相结合，实现了淤泥和砂石的分离，砂砾返回河

道，用于清淤后河道修复，同时也减少了淤泥的处理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7] (2)本发明通过添加硅藻土和改良剂对轻质淤泥进行预处理，有效避免了填充过

程中细小泥沙颗粒在管袋表面形成“滤饼薄层”，提高了土工管袋自重过滤的脱水效率。

[0028] (3)本发明制得的管袋淤泥的含水率的一致性高，可以直接用于种植土实现了底

泥的资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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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做进一步详述。本发明对所采用的化学试剂的来源并未特殊限制，均为普通市售品。所述的

硅藻土为粒径为0.1mm，所述土工管袋为高强高滤聚丙烯土工管袋。

[0030]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淤泥输送：利用泵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固

含量为10-15％的泥浆；

[0032]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所述超声频率为

20-50kHz、超声波强度为20-75W/cm2，处理时间为5-10min；

[0033]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

采用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0034] 所述气浮处理过程中不添加絮凝剂和/或助凝剂；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压力0.3-

0.6MPa，回流比8-15％，刮渣周期0.2-0.5h；

[0035]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轻质淤泥质量

0.05-0.1％的絮凝剂，静置后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分别加入沉积液质量0.1-0.2％的硅

藻土和沉积液质量0.05-0.1％的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孔径为0.1-0.3mm

的土工管袋内进行固化脱水1-3周，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资源回收，用于景观种植土

和建材等；

[0036] 其中，所述絮凝剂为质量比为1：1的壳聚糖和聚氯化铁；所述改良剂为乙二胺四乙

酸、柠檬酸、苹果酸和腐殖酸中的任一种。

[0037] 优选地，本发明还包括河道受损分析：检测河道水体和底泥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含

量，确定河道清淤的深度；其中，底泥的采样点深度分别为5-10cm、15-20cm和25-35cm。

[0038] 同时，本发明步骤(3)得到的沙砾、步骤(4)静置后的上清液和土工管袋的滤出液

返回河道，用于清淤河道的修复，减少清淤成本。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淤泥输送：利用泵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固

含量为10％的泥浆；

[0042]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所述超声频率为

20kHz、超声波强度为20W/cm2，处理时间为10min；

[0043]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

采用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0044] 所述气浮处理过程中不添加絮凝剂和/或助凝剂；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压力

0.3MPa，回流比8％，刮渣周期0.2h；

[0045]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轻质淤泥质量

0.05％的絮凝剂，静置后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分别加入沉积液质量0.1％的硅藻土和沉

积液质量0.05％的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孔径为0.1mm的土工管袋内进行

固化脱水3周，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景观种植土进行资源回收；

[0046] 其中，所述絮凝剂为质量比为1：1的壳聚糖和聚氯化铁；所述改良剂为质量比为1：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183074 B

5



1：2的乙二胺四乙酸、柠檬酸和腐殖酸。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淤泥输送：利用泵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固

含量为15％的泥浆；

[0050]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所述超声频率为

50kHz、超声波强度为75W/cm2，处理时间为5min；

[0051]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

采用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0052] 所述气浮处理过程中不添加絮凝剂和/或助凝剂；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压力

0.6MPa，回流比15％，刮渣周期0.5h；

[0053]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轻质淤泥质量

0.1％的絮凝剂，静置后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分别加入沉积液质量0.2％的硅藻土和沉

积液质量0.1％的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孔径为0.3mm的土工管袋内进行

固化脱水2周，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景观种植土进行资源回收；

[0054] 其中，所述絮凝剂为质量比为1：1的壳聚糖和聚氯化铁；所述改良剂为质量比为1：

1：2的乙二胺四乙酸、柠檬酸和腐殖酸。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河道清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淤泥输送：利用泵将水与淤泥一同输送到河岸边缓存罐内，混合均匀，得到固

含量为12％的泥浆；

[0058] (2)超声处理：对步骤(1)获得的泥浆进行超声处理，得到泥浆液；所述超声频率为

35kHz、超声波强度为50W/cm2，处理时间为6min；

[0059] (3)泥砂分离：将步骤(2)得到的泥浆液进行气浮处理，得到重质砂砾和轻质淤泥；

采用河道原水对重质砂砾清洗，得到砂砾和清洗液；

[0060] 所述气浮处理过程中不添加絮凝剂和/或助凝剂；所述气浮处理为：工作压力

0.35MPa，回流比12％，刮渣周期0.35h；

[0061] (4)土工管袋脱水：将步骤(3)得到的轻质淤泥和清洗液混合，加入轻质淤泥质量

0.08％的絮凝剂，静置后得到沉积液，向沉积液中分别加入沉积液质量0.15％的硅藻土和

沉积液质量0.08％的改良剂后，得到改良液，将改良液吹填入孔径为0.2mm的土工管袋内进

行固化脱水1周，最后将脱水固化后淤泥作为景观种植土进行资源回收；

[0062] 其中，所述絮凝剂为质量比为1：1的壳聚糖和聚氯化铁；所述改良剂为质量比为1：

1：2的乙二胺四乙酸、柠檬酸和腐殖酸。

[0063] 对比例1

[0064]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为，缺少超声处理。

[0065] 对比例2

[0066]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为，步骤(6)中不添加硅藻土。

[0067] 对比例3

[0068]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为，步骤(6)中所述改良剂的质量比为1:2:1，硅藻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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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量为0.2％。

[0069] 对比例4

[0070]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为，步骤(1)中泥浆的固含量为17％，步骤(3)中所述气

浮处理为：工作压力0.6MPa，回流比15％，刮渣周期0.5h。

[0071] 实验例1固化后淤泥固含量

[0072] 土工管袋内淤泥固结完成后，将管袋拆开，按固结淤泥的高度分层取样，测定土工

管袋内淤泥的固含量。其中，A取样点位于固结淤泥上表面以下5cm，B取样点位于固结淤泥

的水平中心轴线处，即距离固结淤泥上表面的距离为15cm，C取样点位于固结淤泥下表面以

上5cm。

[0073] 检测方法：称取分析样品5-10g盛于已知重量且烘干至恒重的坩埚内，在105℃下

烘4-8h至恒重，在干燥内冷却后在分析天平上精确称量。计算公式如下：

[0074] TS％＝(W2/W1)×100％

[0075] 式中：

[0076] TS—固含量，％

[0077] W1—烘干前的样品质量，g；

[0078] W2—烘干后的样品质量，g。

[0079] 表1固化淤泥固含量(TS)数据

[0080]   ATS％ B  TS％ C  TS％

实施例1 53.4 52.6 51.2

实施例2 53.2 51.5 50.1

实施例3 53.0 52.9 52.3

对比例1 52.8 45.0 35.2

对比例2 50.5 42.4 31.8

对比例3 50.2 47.5 38.0

对比例4 45.2 37.8 30.1

[0081] 从表1可知，采用本申请实施例1-3技术方案制得的固化后淤泥的表层、中层和底

层淤泥的固含量相差不大，表明本申请可以有效提高土工管袋淤泥脱水的一致性，实现固

化淤泥的资源化利用。同时，本申请通过超声处理、气浮及硅藻土和改良剂的配合有效防止

了土工管袋表面形成“滤饼薄层”，提高了管袋的透水效率，缩短了淤泥固化的时间。

[0082] 以上是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的描述，但这些实施例仅仅是范例性的，

并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和替换均落

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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