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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

包括：脱硫废水原水池、反应池、沉淀区、过滤进

水池、石英砂过滤器、清水池、污泥脱水系统和控

制系统。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沉淀区内设

有斜管组，用于加强沉淀效果，料仓内设有料位

检测器用于指示仓料位，料仓内还设有安全阀，

用于防治料仓过压或欠压；石英砂过滤器其中一

侧壁上设有人孔，用于人工观察石英砂过滤器内

部情况；经过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处理的出水水

质达标，可有效去除COD、重金属等污染指标；进

水水质波动的情况下，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可实

现出水稳定；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有效降低了污

泥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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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脱硫废水原水池(2)、反应池(6)、沉淀

区(9)、过滤进水池(10)、石英砂过滤器(12)、清水池(13)、污泥脱水系统(20)和控制系统

(21)；

进水管(1)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2)，脱硫废水原水池(2)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3)，脱

硫废水原水池(2)出水口连接废水提升泵(4)入口，废水提升泵(4)出口连接反应池(6)入

口，反应池(6)分为反应区与絮凝区，反应区设有搅拌器A(7)，絮凝区设有搅拌器B(8)；反应

区上设置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絮凝区出水口连接沉淀区(9)入水口，沉淀区(9)内设

有斜管组，斜管组包含多根斜管，斜管组下方设有支撑架，冲洗进水口(15)通过管道连接沉

淀区(9)内的斜管组底部入水口，斜管组顶部出水口通过冲洗水回流管(19)连接脱硫废水

原水池(2)，斜管组连接排泥泵(16)入口，排泥泵(16)出口连接污泥脱水系统(20)入口，污

泥脱水系统(20)出水口通过滤液回流管(17)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2)；沉淀区(9)出水口连

接过滤进水池(10)入水口；过滤进水池(10)出水口连接过滤水泵(11)入水口；过滤水泵

(11)出水口连接石英砂过滤器(12)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12)出水口连接清水池(13)入水

口，清水池(13)出水口连接反洗水泵(14)入水口，反洗水泵(14)出水口连接石英砂过滤器

(12)底部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正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18)连接脱硫废水

原水池(2)，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反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18)连接脱硫废水原水

池(2)；

控制系统(21)电连接废水提升泵(4)、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搅拌器A(7)、搅拌器

B(8)、过滤水泵(11)、反洗水泵(14)、排泥泵(16)和污泥脱水系统(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

的具体结构为：

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顶部设有料仓(312)作为干粉药剂入口；干粉药剂自动投加

系统(5)内部划分为溶药箱一(301)、溶药箱二(302)和贮存箱(303)，溶药箱一(301)、溶药

箱二(302)和贮存箱(303)顶部连通；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上还设有电控柜(308)；料

仓(312)上半部为漏斗状，下半部为柱形体；料仓(312)内设有料位检测器(316)，料仓(312)

内还设有安全阀、振动器(313)和螺旋输送杆(314)；溶药箱一(301)左侧壁上设有投加系统

进水口(309)和加热器(317)，溶药箱一(301)右侧壁接触溶药箱二(302)左侧壁，溶药箱一

(301)内部还设有搅拌桨一(304)，搅拌桨一(304)电连接驱动电机一(306)；溶药箱二(302)

右侧壁接触贮存箱(303)左侧壁，溶药箱二(302)内设有搅拌桨二(305)，搅拌桨二(305)电

连接驱动电机二(307)；贮存箱(303)右侧壁上设有液位计(315)，贮存箱(303)的出水管连

接药剂投加泵(310)，药剂投加泵(310)连接反应池(6)上的药剂投加接入口(311)；料位检

测器(316)、安全阀、振动器(313)、螺旋输送杆(314)、加热器(317)、驱动电机一(306)、驱动

电机二(307)、液位计(315)和药剂投加泵(310)均电连接电控柜(3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石英砂过滤器(12)的具体结

构为：

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设有过滤器进水口(201)，过滤器进水口(201)下方一定高度处

设有挡流板(208)，挡流板(208)两侧对称固定在过滤器进水口(201)两侧；石英砂过滤器

(12)顶部对称设有两个吊装环(211)；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还设有放空管(212)；石英砂

过滤器(12)其中一侧壁上设有人孔(209)；石英砂过滤器(12)另一侧壁上设有表面冲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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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207)；石英砂过滤器(12)侧壁上不同高度处还设有多个视镜(206)；石英砂过滤器

(12)中下部设有截污层(210)，截污层(210)下方设有承托层(213)；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

对称设有两个支架(205)；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还设有过滤器出水口(202)、放空阀(203)

和卸料孔(2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沉淀区(9)内的斜管组为乙

丙共聚材质，斜管组下方设置的支撑架为304不锈钢焊接成的刚性支架。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料位检测器(316)为雷达料

位计。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石英砂过滤器(12)侧壁上不

同高度处还设有两个视镜(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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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脱硫废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火力发电厂脱硫废水采用的传统处理工艺一般是经中和、沉降、絮凝、澄清处

理后，最终排放；其主要处理设备为“三联箱+澄清器”，系二十多年前从国外引进的脱硫废

水处理工艺技术；传统工艺在实际运行时系统设备易堵塞、药剂贮存及投加种类多、产生污

泥多、系统复杂，且实际运行不稳定、处理效果不理想等，可以说燃煤脱硫废水处理是一件

让人头疼的事。为了更好地解决传统工艺带来的问题，更好地服务燃煤电厂脱硫废水处理

业务，现急需研发一种处理效果理想、运行稳定、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系统简单易操作的脱

硫废水处理工艺。一旦研发成功，将迅速取代传统工艺，拥有广阔的应用市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

[0004] 这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包括：脱硫废水原水池、反应池、沉淀区、过滤进水池、

石英砂过滤器、清水池、污泥脱水系统和控制系统；进水管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脱硫废水

原水池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脱硫废水原水池出水口连接废水提升泵入口，废水提升泵出

口连接反应池入口，反应池分为反应区与絮凝区，反应区设有搅拌器A，絮凝区设有搅拌器

B；反应区上设置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絮凝区出水口连接沉淀区入水口，为加强沉淀效

果，沉淀区内设有斜管组，斜管组包含多根斜管，斜管组下方设有支撑架，冲洗进水口通过

管道连接沉淀区内的斜管组底部入水口，斜管组顶部出水口通过冲洗水回流管连接脱硫废

水原水池，斜管组连接排泥泵入口，排泥泵出口连接污泥脱水系统入口，污泥脱水系统出水

口通过滤液回流管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沉淀区出水口连接过滤进水池入水口；过滤进水

池出水口连接过滤水泵入水口；过滤水泵出水口连接石英砂过滤器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

出水口连接清水池入水口，清水池出水口连接反洗水泵入水口，反洗水泵出水口连接石英

砂过滤器底部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底部正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连接脱硫废水原水

池，石英砂过滤器顶部反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控制系统电连

接废水提升泵、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搅拌器A、搅拌器B、过滤水泵、反洗水泵、排泥泵和

污泥脱水系统。

[0005] 作为优选，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的具体结构为：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顶部设

有料仓作为干粉药剂入口；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内部划分为溶药箱一、溶药箱二和贮存

箱，溶药箱一、溶药箱二和贮存箱顶部连通；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上还设有电控柜；料仓

上半部为漏斗状，下半部为柱形体；料仓内设有料位检测器用于指示仓料位，料仓内还设有

安全阀，用于防治料仓过压或欠压，振动器和螺旋输送杆；溶药箱一左侧壁上设有投加系统

进水口和加热器，溶药箱一右侧壁接触溶药箱二左侧壁，溶药箱一内部还设有搅拌桨一，搅

拌桨一电连接驱动电机一；溶药箱二右侧壁接触贮存箱左侧壁，溶药箱二内设有搅拌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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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桨二电连接驱动电机二；贮存箱右侧壁上设有液位计，贮存箱的出水管连接药剂投加

泵，药剂投加泵连接反应池上的药剂投加接入口；料位检测器、安全阀、振动器、螺旋输送

杆、加热器、驱动电机一、驱动电机二、液位计和药剂投加泵均电连接电控柜。

[0006] 作为优选，石英砂过滤器的具体结构为：石英砂过滤器顶部设有过滤器进水口，过

滤器进水口下方一定高度处设有挡流板，挡流板两侧对称固定在过滤器进水口两侧；石英

砂过滤器顶部对称设有两个吊装环；石英砂过滤器顶部还设有放空管；石英砂过滤器其中

一侧壁上设有人孔，用于人工观察石英砂过滤器内部情况；石英砂过滤器另一侧壁上设有

表面冲洗进水口；石英砂过滤器侧壁上不同高度处还设有多个视镜；石英砂过滤器中下部

设有截污层，截污层下方设有承托层；石英砂过滤器底部对称设有两个支架；石英砂过滤器

底部还设有过滤器出水口、放空阀和卸料孔。

[0007] 作为优选，沉淀区内的斜管组为乙丙共聚材质，斜管组下方设置的支撑架为304不

锈钢焊接成的刚性支架。

[0008] 作为优选，料位检测器为雷达料位计。

[0009] 作为优选，石英砂过滤器侧壁上不同高度处还设有两个视镜。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沉淀区内设有斜管组，用于加强沉淀效果，料仓内设有

料位检测器用于指示仓料位，料仓内还设有安全阀，用于防治料仓过压或欠压；石英砂过滤

器其中一侧壁上设有人孔，用于人工观察石英砂过滤器内部情况；经过脱硫废水一体化装

置处理的出水水质达标，可有效去除COD、重金属等污染指标；进水水质波动的情况下，脱硫

废水一体化装置可实现出水稳定；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有效降低了污泥产生量。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图；

[0012] 图2为石英砂过滤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进水管1、脱硫废水原水池2、穿孔曝气管3、废水提升泵4、干粉药剂

自动投加系统5、反应池6、搅拌器A7、搅拌器B8、沉淀区9、过滤进水池10、过滤水泵11、石英

砂过滤器12、清水池13、反洗水泵14、冲洗进水口15、排泥泵16、滤液回流管17、反洗水回流

管18、冲洗水回流管19、污泥脱水系统20、控制系统21、过滤器进水口201、过滤器出水口

202、放空阀203、卸料孔204、支架205、视镜206、表面冲洗进水口207、挡流板208、人孔209、

截污层210、吊装环211、放空管212、承托层213、溶药箱一301、溶药箱二302、贮存箱303、搅

拌桨一304、搅拌桨二305、驱动电机一306、驱动电机二307、电控柜308、投加系统进水口

309、药剂投加泵310、药剂投加接入口311、料仓312、振动器  313、螺旋输送杆314、液位计

315、料位检测器316、加热器3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下述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

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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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实施例一

[0017] 本申请实施例一提供了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脱硫废水原

水池  2、反应池6、沉淀区9、过滤进水池10、石英砂过滤器12、清水池13、污泥脱水系统20和

控制系统21；进水管1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2，脱硫废水原水池2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3，脱硫

废水原水池2出水口连接废水提升泵4入口，废水提升泵4出口连接反应池6入口，反应池6分

为反应区与絮凝区，反应区设有搅拌器A7，絮凝区设有搅拌器B8；反应区上设置干粉药剂自

动投加系统5；絮凝区出水口连接沉淀区9入水口，沉淀区9内设有斜管组，斜管组包含多根

斜管，斜管组下方设有支撑架，冲洗进水口15通过管道连接沉淀区9内的斜管组底部入水

口，斜管组顶部出水口通过冲洗水回流管19连接脱硫废水原水池2，斜管组连接排泥泵16入

口，排泥泵16出口连接污泥脱水系统20入口，污泥脱水系统20出水口通过滤液回流管17连

接脱硫废水原水池2；沉淀区9出水口连接过滤进水池10入水口；过滤进水池  10出水口连接

过滤水泵11入水口；过滤水泵11出水口连接石英砂过滤器12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12出水

口连接清水池13入水口，清水池13出水口连接反洗水泵14入水口，反洗水泵14出水口连接

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入水口，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正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18连接脱

硫废水原水池2，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反洗水出口通过反洗水回流管18  连接脱硫废水原水

池2；控制系统21电连接废水提升泵4、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搅拌器A7、搅拌器B8、过滤

水泵11、反洗水泵14、排泥泵16和污泥脱水系统20。控制系统21  为自动化处理方式，可以将

各信号源收集的污水参数输入PLC控制器，可根据污水进水参数的变化实现自动调整处理

参数。

[0018] 如图2所示，石英砂过滤器12的具体结构为：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设有过滤器进水

口  201，过滤器进水口201下方一定高度处设有挡流板208，挡流板208两侧对称固定在过滤

器进水口201两侧；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对称设有两个吊装环211；石英砂过滤器12顶部还

设有放空管212；石英砂过滤器12其中一侧壁上设有人孔209；石英砂过滤器12另一侧壁上

设有表面冲洗进水口207；石英砂过滤器12侧壁上不同高度处还设有多个视镜206；石英砂

过滤器12中下部设有截污层210，截污层210下方设有承托层213；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对称

设有两个支架205；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还设有过滤器出水口202、放空阀203和卸料孔 

204。

[0019] 如图3所示，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的具体结构为：

[0020] 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顶部设有料仓312作为干粉药剂入口；干粉药剂自动投加

系统5内部划分为溶药箱一301、溶药箱二302和贮存箱303，溶药箱一301、溶药箱二302和贮

存箱303顶部连通；干粉药剂自动投加系统5上还设有电控柜308；料仓312上半部为漏斗状，

下半部为柱形体；料仓312内设有料位检测器316，料仓312内还设有安全阀、振动器  313和

螺旋输送杆314；溶药箱一301左侧壁上设有投加系统进水口309和加热器317，溶药箱一301

右侧壁接触溶药箱二302左侧壁，溶药箱一301内部还设有搅拌桨一304，搅拌桨一304电连

接驱动电机一306；溶药箱二302右侧壁接触贮存箱303左侧壁，溶药箱二302 内设有搅拌桨

二305，搅拌桨二305电连接驱动电机二307；贮存箱303右侧壁上设有液位计  315，贮存箱

303的出水管连接药剂投加泵310，药剂投加泵310连接反应池6上的药剂投加接入口311；料

位检测器316、安全阀、振动器313、螺旋输送杆314、加热器317、驱动电机一306、驱动电机二

307、液位计315和药剂投加泵310均电连接电控柜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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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二

[0022]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本申请实施例二提供了一种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的处理工

艺；上游端为进水口1，下游端为清水池13，进水沿进水管1流至脱硫废水原水池2，经废水提

升泵4依次通过反应池6、沉淀区9、过滤进水池10，过滤水泵11将废水送至石英砂过滤器12 

进一步过滤后至清水池13。沉淀区9设斜管组沉淀区，污泥在沉淀区9下端排出，经排泥泵 

16压入污泥脱水系统20，滤液沿滤液回流管17回流至脱硫废水原水池2。

[0023] 下面结合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的处理流程对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的使用方法进

行介绍。

[0024] a：脱硫废水由进水口1经管道进入脱硫废水原水池2，脱硫废水原水池2底部设置

穿孔曝气管3，形成扰动均质脱硫废水进水水质后，经废水提升泵4输送至反应池6。

[0025] b：反应池6分成反应区与絮凝区，分别设有搅拌器A7、搅拌器B8；泥水先进入反应

区，再进入絮凝区，加快反应及混合速度，综合提高处理效率。反应区设置干粉药剂自动投

加系统5，仅向反应区中投加一种镁基生态净水剂。加药时，干粉药剂从料仓312加入，经带

称重功能的螺旋输送杆314将干粉药剂输送至溶药箱一301，通过投加系统进水口309加水

稀释溶解干粉药剂。溶药箱一301设置加热器317和搅拌桨一304，加快干粉药剂的溶解，转

运至溶药箱二302，经搅拌桨二305将药剂调配到合适的浓度，至贮存箱303存储。药剂投加

时，由药剂投加泵310加入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的反应池6。生态净水剂单药投加，反应快，

沉降速度快。干粉药剂投加机带料位检测器316、加热器317、振动器313、电控柜308。卸料、

储存系统设置必要的粉末物质扬尘回收系统和粉末浓度监测报警系统，避免粉尘爆炸，保

证现场安全和职业卫生条件。料仓312设计雷达料位计指示仓料位，安装安全阀防治料仓过

压或欠压，高料位开关在高料位时报警以防料仓溢装。

[0026] c:污水在沉淀区9沉淀后经集水槽收集后至过滤进水池10。为加强沉淀效果，沉淀

区9 内设置斜管组，材料为乙丙共聚。设置在斜管下方的支撑架由304不锈钢焊接成刚性支

架。这样的设计可以进一步改善沉淀条件，强化沉淀效果，提高泥水分离速度。

[0027] d：石英砂过滤器12设置滤料层：截污层210石英砂规格0.5～1.0mm，高度为700mm，

下有2层的承托层213，分别是1～2mm装填高在150～200mm，2～3mm装填高在150～200  mm。

石英砂过滤器12设置水正洗与水反洗。正洗水源为过滤进水池10出水，经过滤水泵11  从石

英砂过滤器12顶部冲至底部，正洗水回流至脱硫废水原水池2。水反洗是通过石英砂滤料和

水相冲的摩擦力以及砂与砂的摩擦来冲掉水中的杂质。反洗水源为清水池13出水，经反洗

水泵从石英砂过滤器12底部冲至顶部，反洗水回流至脱硫废水原水池2。

[0028] e：污泥在沉淀区9沉积后，在沉淀区9下端排出，经排泥泵16输送至污泥脱水系统，

压滤液沿滤液回流管17回流至脱硫废水原水池。

[0029] f：沉淀区9污泥管道的冲洗水源来自冲洗进水口15的工艺水，对污泥管道进行反

向冲洗，以减少污泥附着在管道壁上，冲洗后的水沿冲洗水回流管19回流至脱硫原水池。

[0030] g：设置控制系统21，内设有PLC控制器，PLC控制器与系统内所有电动设备信号连

接，成套系统全自动运行。

[0031] 以上介绍中，各个部件之间必要的管道、阀门、泵、电子设备的电路等附属物，均为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常规设置，均为根据实际需要布置。

[0032] 由本实施例得到下表1所示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进水口与出水口主要水质参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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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表：

[0033] 表1脱硫废水一体化装置进水口与出水口主要水质参数对照表

[0034] 序号 项目 单位 水质数据(进水口) 水质数据(出水口) 

1. CODcr mg/L 160 66 

2. 氟化物 mg/L 23.8 6.05 

3. 氨氮 mg/L 30.0 7.86 

4. 汞 μg/L 161 48 

5. 砷 μg/L 0.9 0.5 

6. 镉 μg/L 442 80 

7. 铅 μg/L 2.8 2.4 

8. 镍 mg/L 0.91 0.42 

9. 锌 mg/L 0.86 0.10 

[0035] 总结：

[0036] 本实施例应用于脱硫废水的处理中，在运行中实现了以下功能：

[0037] A：出水水质达标，可有效去除COD、重金属等污染指标；

[0038] B：进水水质波动的情况下，可实现出水稳定；

[0039] C：有效降低了污泥产生量。

[0040]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应用于脱硫废水的一体化装置处理工艺，可取代传统的

“三联箱+  澄清器”，即可取消三联箱、澄清器、石灰浆加药系统、絮凝剂加药系统、助凝剂加

药系统、有机硫加药系统和盐酸加药系统等众多设备。本实用新型效果好、工艺简便、经济

效益显著，而且还将了降低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污泥量和能耗。

[0041] 本实用新型只需在一体化处理装置中混凝搅拌区中加入镁基生态净水剂，搅拌后

使镁基生态净水剂与脱硫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充分螯合，并对其中的绝大部分悬浮颗粒进行

絮凝反应聚合成团，再经过吸附、沉淀及过滤作用从而使脱硫废水稳定达到《火电厂石灰

石‑石膏湿法脱硫废水水质控制指标》(DL/T997‑2006)的标准排放。

[0042] 将本实施例应用于脱硫废水的处理中，取消三联箱、澄清器、石灰浆加药系统、絮

凝剂加药系统、助凝剂加药系统、有机硫加药系统和盐酸加药系统等众多设备。本实施例的

工艺还将降低投资成本、降低运行维护成本、降低污泥量和降低能耗，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且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应用。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216808375 U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216808375 U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216808375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