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85683.9

(22)申请日 2019.12.13

(71)申请人 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地址 300461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

区跃进路航运服务中心9号楼1116室

(72)发明人 黄佳音　胡保安　董先锋　杨旺旺　

肖博　谭相君　张海涛　王占军　

郭翠双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创智天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2214

代理人 陈昌娟　谢萌

(51)Int.Cl.

C02F 11/02(2006.01)

C02F 11/122(2019.01)

C02F 11/143(2019.01)

C02F 11/145(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

方法，河湖底泥泥浆经除渣后进入输泥管线，与

絮凝剂混合后进入浓缩池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

浊度满足要求后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泥浆达到

一定浓度后进入搅拌罐，加入助滤剂，充分搅拌；

充分反应后，泥浆进入板框压滤机，压滤脱水完

成后，通入压缩空气清理压滤槽，然后卸除泥饼，

尾水输送回浓缩池。本发明的助滤剂是环保型助

滤底泥调理剂，可有效加速泥水分离，不影响泥

水的pH值，大幅降低调理剂投加量，经泥水分离

后的底泥可用于回填土或绿化种植土，实现河湖

底泥的资源化和可持续利用；另外，由空压机通

入压缩空气清理管道，空压机在提供压力的基础

上增加了辅助清理压滤槽的功能，充分利用已有

设备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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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待处理的河湖底泥泥浆经管道输送至除渣系统，所述除渣

系统拦截泥浆中的固体杂质，除渣后的泥浆进入输泥管线；

步骤2：通过管道混合器将絮凝剂加入到输泥管线中，与输泥管线中除渣后的泥浆混合

均匀并一同输送至浓缩池，静置沉淀，进行泥水分离，通过浊度仪对上清液的浊度进行检

测，若上清液的浊度满足要求，则启动泵将上清液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否则继续静置沉

淀，直至上清液浊度满足要求；

步骤3：当浓缩池中的泥浆达到一定浓度后，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泥浆输送至搅拌罐

中，并将助滤剂加入到搅拌罐中，然后对泥浆和助滤剂进行充分搅拌；其中，所述助滤剂包

括底泥调理剂A、底泥调理剂B和底泥调理剂C，所述底泥调理剂A包括氯化铝和硫酸铁，所述

底泥调理剂B包括硅酸钠和硅酸钙，所述底泥调理剂C包括膨润土和脱硫石膏；

步骤4：在搅拌罐中反应一段时间后，通过进料泵将泥浆输送至板框压滤机中进行压滤

脱水处理，压滤完成后，通入压缩空气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然后打开板

框压滤机卸除压滤泥饼，开始下一工作循环，而压滤脱水处理后的尾水输送回浓缩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在除渣

系统中被拦截的固体杂质堆存在复合固结场地，待堆积到一定容量后进行集中处理；所述

固体杂质包括漂浮杂物、生活垃圾、杂草、较大的块体、垃圾及颗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絮

凝剂为聚丙烯酰胺和多孔生物聚合剂的混合物，所述絮凝剂的使用量是处理底泥质量的

0.3‰～0.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絮凝剂的使用

量是处理底泥质量的0.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生物聚合

剂是由50～70wt％的药剂A和30～50wt％的药剂B混合均匀后制成的不规则球体，所述不规

则球体的pH值为5.0-6.0，其中：所述药剂A由10～30wt％的纤维素、20～50wt％的淀粉和20

～40wt％的氨基酸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药剂B由40～70wt％的糖化酶和30～60wt％的柠檬

酸均匀混合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剂A由

25wt％的纤维素、40wt％的淀粉和35wt％的氨基酸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药剂B由65wt％的糖

化酶和35wt％的柠檬酸均匀混合而成；所述不规则球体的粒径为1-3mm；所述不规则球体粉

碎成粒径≤20目的固体颗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若上清

液的浊度小于70，则启动泵将上清液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否则继续静置沉淀；在余水处理

系统中，余水经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助

滤剂中底泥调理剂A的含量为30～40wt％，底泥调理剂B的含量为35～wt50％，底泥调理剂C

的含量为20～30wt％；所述底泥调理剂A中氯化铝的含量为70～90wt％，硫酸铁的含量为10

～30wt％；所述底泥调理剂B中硅酸钠的含量为10～30wt％，硅酸钙的含量为70～90wt％；

所述底泥调理剂C中膨润土的含量为30～60wt％，脱硫石膏的含量为40～70wt％；所述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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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硫酸铁、硅酸钠、硅酸钙、膨润土和脱硫石膏均为固体粉末，粒径均在10目以下；所述助

滤剂的使用量为处理底泥质量的1％～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助滤剂中底泥

调理剂A的含量为35wt％，底泥调理剂B的含量为40wt％，底泥调理剂C的含量为25wt％；所

述底泥调理剂A中氯化铝的含量为90wt％，硫酸铁的含量为10wt％；所述底泥调理剂B中硅

酸钠的含量为12wt％，硅酸钙的含量为88wt％；所述底泥调理剂C中膨润土的含量为

55wt％，脱硫石膏的含量为45wt％。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中，通入

压缩空气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是通过空压机完成的；产生的压滤泥饼的

含水率不高于50％。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018283 A

3



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湖生态清淤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河湖生态清淤底泥脱水时，对于有机质含量较高的污染底泥脱水困难，在进行压

滤脱水前需要对底泥进行调理，改善其脱水性能。常用的调质方法有物理调质和化学调质

两大类。物理调质有淘洗法、冷冻法及热调质等方法，而化学调质则主要指向底泥中投加化

学药剂，改善其脱水性能。以上调质方法在实际中都有采用，但以化学调质为主，原因在于

化学调质流程简单，操作不复杂，且调质效果很稳定。在化学调质中，通常采用固化剂提高

脱水效率，但固化剂会导致压滤泥饼和压滤水的均呈强碱性，河湖污染底泥脱水处置后的

压滤水依旧是工业废水，压滤泥饼依旧是工业固废，严重制约了板框压滤工艺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

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待处理的河湖底泥泥浆经管道输送至底泥筛分场地，

进入除渣系统，所述除渣系统拦截泥浆中的固体杂质，除渣后的泥浆进入输泥管线；

[0007] 在步骤1中，在除渣系统中被拦截的固体杂质堆存在复合固结场地，待堆积到一定

容量集中处理；所述固体杂质包括漂浮杂物、生活垃圾、杂草、较大的块体、垃圾及颗粒。

[0008] 步骤2：通过管道混合器将絮凝剂加入到输泥管线中，与输泥管线中除渣后的泥浆

混合均匀并一同输送至浓缩池，静置沉淀，进行泥水分离，通过浊度仪对上清液的浊度进行

检测，若上清液的浊度满足要求，则启动泵将上清液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否则继续静置沉

淀，直至上清液浊度满足要求；

[0009] 在步骤2中，所述絮凝剂为聚丙烯酰胺和多孔生物聚合剂的混合物，所述多孔生物

聚合剂是由50～70wt％的药剂A和30～50wt％的药剂B混合均匀后制成的不规则球体，所述

不规则球体的pH值为5.0-6.0，其中：所述药剂A由10～30wt％的纤维素、20～50wt％的淀粉

和  20～40wt％的氨基酸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药剂B由40～70wt％的糖化酶和30～60wt％的

柠檬酸均匀混合而成；所述不规则球体的粒径为1-3mm；所述不规则球体粉碎成粒径≤20目

的固体颗粒；所述絮凝剂的使用量是处理底泥的0.3‰～0.5‰，优选0.5‰；絮凝剂能够降

低或消除水中分散微粒的沉淀稳定性和聚合稳定性，形成较大絮体，实现泥水的快速分离，

同时具有能快速去除水中色质、SS、COD、BOD等优点。

[0010] 优选地，所述药剂A由25wt％的纤维素、40wt％的淀粉和35wt％的氨基酸均匀混合

而成，所述药剂B由65wt％的糖化酶和35wt％的柠檬酸均匀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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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步骤2中，若上清液的浊度小于70，则启动泵将上清液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否

则继续静置沉淀；在余水处理系统中，余水经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

[0012] 步骤3：当浓缩池中的泥浆达到一定浓度后，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泥浆输送至搅拌

罐中，并通过星形卸料器和螺旋输送机将助滤剂加入到搅拌罐中，然后对泥浆和助滤剂进

行充分搅拌；

[0013] 在步骤3中，所述助滤剂包括底泥调理剂A、底泥调理剂B和底泥调理剂C，所述底泥

调理剂A的含量为30～40wt％、底泥调理剂B的含量为35～50wt％，底泥调理剂C的含量为 

20～30wt％；所述底泥调理剂A包括氯化铝和硫酸铁，其中氯化铝的含量为70～90wt％，硫

酸铁的含量为10～30wt％；所述底泥调理剂B包括硅酸钠和硅酸钙，其中硅酸钠的含量为 

10～30wt％，硅酸钙的含量为70～90wt％；所述底泥调理剂C包括膨润土和脱硫石膏，其中

膨润土的含量为30～60wt％，脱硫石膏的含量为40～70wt％；所述氯化铝、硫酸铁、硅酸钠、

硅酸钙、膨润土和脱硫石膏均为固体粉末，粒径均在10目以下；所述助滤剂的使用量为处理

底泥质量的1％～5％。助滤剂可强化絮凝产生的泥水分离效果，形成多孔饼层的刚性颗粒，

减少泥饼脱水阻力，使滤饼有良好的渗透性及较低的流体阻力。本发明的助滤剂使用的是

绿色环保药剂组分，可有效提升尾水水质，降低后续尾水处理压力，同时组分不含重金属，

不带来新污染物，泥饼性质不会发生较大改变，不影响后续底泥资源化利用。

[0014] 优选地，在所述助滤剂中，所述底泥调理剂A的含量为35wt％、底泥调理剂B的含量

为  40wt％，底泥调理剂C的含量为25wt％。

[0015] 优选地，在所述底泥调理剂A中，氯化铝的含量为75～90wt％，硫酸铁的含量为10

～25wt％；在所述底泥调理剂B中，硅酸钠的含量为10～15wt％，硅酸钙的含量为85～

90wt％；在所述底泥调理剂C中，膨润土的含量为45～60wt％，脱硫石膏的含量为40～

55wt％。

[0016] 进一步优选地，在所述底泥调理剂A中，氯化铝的含量为90wt％，硫酸铁的含量为

10wt％；在所述底泥调理剂B中，硅酸钠的含量为12wt％，硅酸钙的含量为88wt％；在所述底

泥调理剂C中，膨润土的含量为55wt％，脱硫石膏的含量为45wt％。

[0017] 步骤4：在搅拌罐中反应一段时间后，通过进料泵将泥浆输送至板框压滤机中进行

压滤脱水处理：板框压滤机由交替排列的配板和隔膜板构成一组滤室，配板和隔膜板的边

角上有通孔，组装后构成完整的通道，能通入悬浮液、洗涤水和引出滤液，滤板的表面有沟

槽(即压滤槽)，其凸出部位用以支撑滤布，滤布起密封垫片的作用，滤板两侧各有把手支托

在横梁上，由压紧装置压紧滤板，由泥浆泵将悬浮液压入滤室，在滤布上形成滤渣，直至充

满滤室，滤液穿过滤布并沿滤板沟槽流至板框边角通道，集中排出；压滤完成后，通入压缩

空气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然后打开板框压滤机卸除压滤泥饼，开始下

一工作循环，而压滤脱水处理后的尾水输送回浓缩池，压滤泥饼被机械运送至泥饼堆场；

[0018] 在步骤4中，通入压缩空气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是通过空压机

完成的，产生的压滤泥饼的含水率不高于50％。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中使用的助滤剂是一

种环保型助滤底泥调理剂，其能(1)增加河湖底泥疏水通道，降低传统固化剂对底泥结构的

破坏；  (2)降低絮凝剂、助滤剂的投加量；(3)使压滤泥饼和压滤水的pH值均低于9；(4)使压

滤水的COD、BOD、TP等指标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5)使产生的压滤泥饼经过简单处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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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回填土标准；另外，本发明板框压滤脱水方法中，压滤完成后通过空压机通入压缩空气

以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使空压机在原提供压力的基础上，增加了辅助

清理压滤槽的功能，充分利用已有设备和能源，是一种绿色环保型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

方法。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的工艺路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2] 本发明实施例使用的絮凝剂中的多孔生物聚合剂，制备方法如下：

[0023] 1、配料：将药剂A中各成分按照配比均匀混合；将药剂B中各成分按照配比均匀混

合；

[0024] 2、球磨：将药剂A和药剂B混合后送入球磨机，制成1-3mm左右的不规则球体，保持 

pH值在5.0-6.0范围内；

[0025] 3、破碎：将上述不规则球体用破碎机粉碎成粒径≤20目的固体颗粒；

[0026] 4、分装：将上述固体颗粒分装到单体袋、吨袋或粉料仓中。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使用的助滤剂制备方法如下：

[0028] 1、筛分：分别对氯化铝、硫酸铁、硅酸钠、硅酸钙、膨润土和脱硫石膏进行筛分，控

制筛分目数在10目以下；

[0029] 2、混料：将筛分后的氯化铝、硫酸铁、硅酸钠、硅酸钙、膨润土和脱硫石膏按照配比

要求进行均匀拌合，形成固体粉末混合物，注意防潮；

[0030] 3、分装：将上述固体粉末混合物分装到单体袋或吨袋或粉料仓中。

[0031] 某湖泊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拟治理水域面积约0.5平方公里，底泥含水率约60％，

污染底泥为淤泥质粘土，主要污染物为氮磷污染，其中氮含量4.4mg/kg，磷含量1205mg/kg；

该湖泊污染底泥中有机质含量较高，平均有机质含量约38.2mg/kg。经吸附解吸试验、拐点

法等污染底泥判定，湖泊污染底泥平均厚度约0.7米，初步估算污染底泥总量约55万吨，工

程按照分期治理思路，本期需疏挖污染底泥总量约10.5万吨。如图1所示，利用本发明的方

法进行板框压滤脱水的具体步骤如下：

[0032] 步骤1：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待处理的河湖底泥泥浆经管道输送至底泥筛分场地，

进入除渣系统中，所述除渣系统拦截泥浆中的漂浮杂物、生活垃圾、杂草、较大的块体、垃圾

及颗粒等固体杂质并堆存在复合固结场地，待堆积到一定容量集中处理，除渣后的泥浆进

入输泥管线；

[0033] 步骤2：通过管道混合器将26吨聚丙烯酰胺(PAM)和26吨多孔生物聚合剂按照质量

比1：1混合后加入到输泥管线中，与输泥管线中除渣后的泥浆混合均匀并一同输送至浓缩

池，静置沉淀，进行泥水分离，通过浊度仪对上清液的浊度进行检测，若上清液的浊度小于

70，则启动泵将上清液输送至余水处理系统，否则继续静置沉淀，直至上清液浊度满足要

求；在余水处理系统中，余水经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其中，多孔生物聚合剂中药剂A为

16 .76  吨、药剂B为9.24吨；药剂A中纤维素质量百分含量为25％，淀粉质量百分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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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氨基酸质量百分含量为35％；药剂B中糖化酶质量百分含量为65％，柠檬酸质量百分

含量为  35％。

[0034] 步骤3：当浓缩池中的泥浆达到一定浓度后，通过高浓度泥浆泵将泥浆输送至搅拌

罐中，并通过星形卸料器和螺旋输送机将2400吨助滤剂加入到搅拌罐中，然后对泥浆和助

滤剂进行充分搅拌；其中，助滤剂中底泥调理剂A为840吨，底泥调理剂B为960吨，底泥调理

剂C  为600吨；底泥调理剂A中氯化铝质量百分含量为90％，硫酸铁质量百分含量为10％；底

泥调理剂B中硅酸钠质量百分含量为12％，硅酸钙质量百分含量为88％；底泥调理剂C中膨

润土质量百分含量为55％，脱硫石膏质量百分含量为45％。

[0035] 步骤4：在搅拌罐中反应一段时间后，通过进料泵将泥浆输送至板框压滤机中进行

压滤脱水处理：板框压滤机由交替排列的配板和隔膜板构成一组滤室，配板和隔膜板的边

角上有通孔，组装后构成完整的通道，能通入悬浮液、洗涤水和引出滤液，滤板的表面有沟

槽(即压滤槽)，其凸出部位用以支撑滤布，滤布起密封垫片的作用，滤板两侧各有把手支托

在横梁上，由压紧装置压紧滤板，由泥浆泵将悬浮液压入滤室，在滤布上形成滤渣，直至充

满滤室，滤液穿过滤布并沿滤板沟槽流至板框边角通道，集中排出；压滤完成后，由空压机

通入压缩空气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槽中的残余泥浆，然后打开板框压滤机卸除压滤泥

饼，开始下一工作循环，而压滤脱水处理后的尾水输送回浓缩池；经检测，产生的压滤泥饼

的含水率小于  50％，将其运送至泥饼堆场。

[0036] 本发明的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中使用的助滤剂是一种环保型助滤底泥调

理剂，可有效加速泥水分离，不影响泥水的pH值，大幅降低底泥调理剂投加量，成本低，经泥

水分离后的底泥可用于回填土或绿化种植土，实现河湖底泥的资源化和可持续利用；另外，

本发明板框压滤脱水方法中，压滤完成后通过空压机通入压缩空气以除去板框压滤机的压

滤槽中的残余泥浆，使空压机在原提供压力的基础上，增加了辅助清理压滤槽的功能，充分

利用已有设备和能源，是一种绿色环保型河湖底泥板框压滤脱水方法。

[0037] 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并

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得出

的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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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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