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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及循

环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

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及循环利用系统，旨在解决矿

山选矿工业用水未能实现充分的循环利用的技

术问题。该集水分流池水平横截面呈椭圆形，由

上至下包括清水、废水、矿泥分流层及屋脊状池

底，在池体椭圆长轴端设有尾水进口，另一端由

上至下设有清水溢出口、污水排放口和排泥口。

利用集水分流池将工业尾水进行有效分流，并与

景观用水系统有机融合，既维持了工矿企业正常

生产，避免工业尾水排放污染环境，又节约了土

地资源和水资源，更增加了景观美化环境的效

果；有效解决了工业尾水里循环途径长，循环途

径占地面积的问题，同时解决了景观水的循环不

充分和排水资源浪费问题，提高了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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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其特征在于，包括椭圆形池体，其池底沿

椭圆长轴线方向呈屋脊状；该池体由上至下包括清水分流层、废水分流层及矿泥分流层；在

所述池本体椭圆长轴一端部的池壁上设置有尾水进口，另一端部池壁上则由上至下设有依

次对应于清水分流层、废水分流层及矿泥分流层的清水溢出口、污水排放口和排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水溢

出口包括4～5个，呈放射状均匀布设于池本体出水端的池壁上，且位于正常水位线下方0.8

～1.2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清水

溢出口上设有格栅或/和滤水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泥口

包括2个，分布于屋脊状池底两侧最低位置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水进

口设置于池壁的中上部。

6.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循环利用系统，包括串联或/和并联的：

权利要求1所述集水分流池，用以将选矿尾水分流为清水、污水、矿泥；

景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用于接收来自于所述集水分流池的污水并进行一级净化处

理；

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用以接收来自于所述景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的排水并进行二级

净化；

水造景观设施，以所述二级净化水为水源布造水景观；

回水分配管路，用以收集来自于所述集水分流池的分流清水、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或/

和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的排水，并分配给回水利用设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景

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为人工湿地、荷花池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景

观式生物处理设施为景观鱼塘、天鹅湖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造景观设施为喷泉景观、跌水景观、雾化景观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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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及循环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

分流池及循环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地球生物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水资源是维系地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首

要条件。水资源是目前全世界最宝贵的资源，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我国

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对于矿山企业来说，水是选矿工艺中的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也

是美化矿区环境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于水资源利用的不科学，导致很多地区出

现了水质污染、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现象。尤其是工业废水的肆意排放，导致80%以上的地

表水、地下水被污染。

[0003]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日趋匮乏和水质污染的问题日渐突出，

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实现以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是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0004] 目前，矿山选矿工业用水一般多是使用后将废水向河流排放，或是兴建大型污水

处理设施集中处理，部分实现了循环利用。

[0005] 在目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认知理念下，急需要一种可以满足处理净

化效果、循环利用水资源、提高水利用效率、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的综合利用设施。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

及循环利用系统，旨在解决矿山选矿工业用水未能实现充分的循环利用的技术问题。

[0007] 发明人在长期的实践研究中发现，当前的人造水景观（如跌水、喷泉、荷花池、鱼塘

等）的用水则是另外的系统（末端后要么直接排放进下水道或河流，造成浪费资源，要么缺

少有效循环，形成一潭死水，环境美化效果差强人意），与工业用水循环系统相互独立；而另

一方面，由于工业尾水处理一般需要经过物理处理、生物处理等环节，导致工业用水的废水

处理路径较长，循环耗时间长，且要不断地补充水，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废水处理设施占地

面积大，浪费土地资源。

[0008]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以将矿山选矿工业尾水进行有效分流，并

与景观用水系统整合形成选矿工业尾水循环利用处理系统：

[0009] 设计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集水分流池，包括椭圆形池体，其池底沿椭圆

长轴线方向呈屋脊状；该池体由上至下包括清水分流层、废水分流层及矿泥分流层；在所述

池本体椭圆长轴一端部的池壁上设置有尾水进口，另一端部池壁上则由上至下设有依次对

应于清水分流层、废水分流层及矿泥分流层的清水溢出口、污水排放口和排泥口。

[0010] 所述清水溢出口包括4～5个，呈放射状均匀布设于池本体出水端的池壁上，且位

于正常水位线下方法0.8～1.2m，保证清水以溢流方式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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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所述清水溢水口上设有格栅或/和滤水网，滤水网一般采用80～100目尼龙滤水

网（根据需要可增加层数）。

[0012] 所述排泥口包括两个，分布于屋脊状池底两侧最低位置处。

[0013] 所述尾水进口设置于池壁的中上部，以保证池内水流不回流为准。

[0014] 设计一种用于选矿工业尾水处理的循环利用系统，包括串联或/和并联的：

[0015] 所述集水分流池，用以将选矿尾水分流为清水、污水、矿泥；

[0016] 景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用于接收来自于所述集水分流池的污水并进行一级净化

处理；

[0017] 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用以接收来自于所述景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的排水并进行

二级净化，每级水排放均采用中上层溢流方式；

[0018] 水造景观设施，以所述二级净化水为水源布造水景观；

[0019] 回水分配管路，用以收集来自于所述集水分流池的分流清水、景观式生物处理设

施或/和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的排水，并分配给回水利用设施。

[0020] 所述景观式植物水处理设施为人工湿地、荷花池中的至少一种。

[0021] 所述景观式生物处理设施为景观鱼塘、天鹅湖的至少一种。

[0022] 所述水造景观设施为喷泉景观、跌水景观、雾化景观中的至少一种。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主要有益技术效果在于：

[0024] 1.  利用本实用新型既能保证工业尾水处理效果，维持工矿企业正常生产，避免工

业废水排放污染环境，提高了水利用效率，又节约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0025] 2.  本实用新型有效解决了工业尾水里循环途径长，循环途径占地面积的问题，同

时解决了景观水的循环不充分和排水资源浪费问题，提高了水的利用率。

[0026] 3.  本实用新型增加了景观水的流动性，有效提高了景观美化环境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集水分流池的上层清水分流平面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集水分流池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实用新型集水分流池的中层污水分流平面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实用新型集水分流池的下层排泥分流平面示意图。

[0031] 以上图中，1为尾水进口，2为清水溢出口，3为清水分流层，4为废水分流层，5为矿

泥分流层，6、8为排泥口，7为屋脊状池底，9为污水排放口，10为混凝土池壁，11为水位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以下实施例只是用

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3] 在以下实施例中所涉及的设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设备；所涉及的工业原料

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市售常规工业原料；所涉及的处理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4] 实施例1：

[0035] 河南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开采铁矿的企业，生产规模215万吨/年。

根据铁矿选矿工艺要求，工业平均用水量1250吨/h，最大日用水量2253.37吨/h。铁山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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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4.32km2，根据绿色矿山建设要求，需要荷塘、鱼池、喷泉和跌水等流水景观。

[0036] 基于此，利用本实用新型将选矿工业排水进行合理分流、分类处理；将选矿尾水处

理过程融入景观水系，采用环境理念美化了处理途径。因为选矿尾水的污染成分是矿粉等

固体颗粒和杂物，需要物理处理过程和轻微生物处理过程即可达到净化处理的效果；包括

三种处理方式：满足工业用水使用要求、水质好的清水，直接进入再利用循环系统；含微小

颗粒多、水质差的尾水进入矿区景观水循环系统；沉淀的矿渣、矿泥通过抽排回灌地下采空

区；同时，将尾水处理的物理处理过程（包括植物截留、过滤等）和生物处理过程作为景观水

循环系统，可以增加景观水的流动性，提高美化环境效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0037] 首先，在矿山企业选矿排水口设置一个水平横截面呈椭圆形（能节省占地面积，在

有限的空间增加沉淀距离，提升沉淀效果）的集水分流池（参见图1至图4），将选矿排水分流

并分类处理。椭圆形的集水分流池长轴长20.0m，短轴15.0m，深度6.0m，采用半地上、半地下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下部做刚性防渗、柔性防渗处理；

[0038] 集水分流池排水端按照不同高度设置不同功能的清水溢出口2、污水排放口9和排

泥口6、8。上层（距正常水位线2m位置处）排水口沿排水方向的池壁边缘呈放射状设置5个用

于排放上层清水的清水溢出口（高度0.3m，宽度1.0m，溢水口上安装不锈钢格栅，格栅上设

置80‑100目尼龙滤水网）2，其排水直接进入工业用水循环系统，水再次被利用；中、下层距

离池底1.5m位置处设置一个污水排水口（宽度0.5m、高度0.3m，排水口上安装闸门和不锈钢

格栅）9，用于排放水质较差的水，这部分排水进入矿区景观水循环系统，通过景观水系循环

过程完成污水的物理净化、生物进化过程；

[0039] 为便于矿泥积淀和排放，集水分流池底为屋脊状池底（即以椭圆长轴线为中心设

置成屋脊状对称斜坡）7，在池底排水端两侧对称设置两个排泥口6、8，宽度0.3m、高度0.3m，

排泥口6、8上设置阀门，并以排泥口为轴线设置U型排导槽，池内沉积矿渣、矿泥较厚时定期

使用，从排渣口排出的矿渣、矿泥可经对应设计的管路系统回灌到采空区中的地下空间。

[0040] 在中、下层排水口下游设置对应的荷花池、养鱼池等景观，使工业排水在这些景观

流水中经过物理处理、生物处理等过程，加长循环途径，水质可以充分得到处理和净化。

[0041] 经过景观湿地、池塘处理净化后的水经由对应的地下提升泵站中提升势能，然后

以喷泉、跌水等景观的形式出现，这些流水汇集后重新进入工业用水循环系统，被工业选

矿、洗车等用途再次利用。

[0042] 采用选矿工业尾水处理与景观水综合利用方法后，60%以上的选矿、清洗等工业尾

水直接循环再利用，使废水利用率提高50%以上，沉淀的矿渣、矿泥则被回灌地下采空区。

[0043] 另外，作为矿区景观水循环系统，废水在荷花池、养鱼塘、喷泉等景观中实现了物

理处理过程和生物处理过程，处理后的水悬浮物≤30mg/l、pH值为7.0‑8 .0、全硬度（以

CaCO3计）≤500mg/l，电导率≤450us/cm，总固溶≤500mg/l，完全满足选矿工业用水对水质

的要求，节约了专用污水处理的能源和资源。通过提升泵站使水以喷泉、跌水等景观的方式

再次进入工业用水循环系统，根据需要二次分配后被再利用，避免末端水向河流或污水管

道排放，实现了工业废水的零排放，保护了环境，节约了水资源。水循环系统使景观水长期

处于高效率循环状态，造就了荷花池昂昂绿意、养鱼池生机勃勃、喷泉和跌水绿水长流的美

景，使矿区环境在水景观的衬托下更加美丽。

[0044] 综合以上，该公司该矿区的选矿工业尾水处理与景观水综合利用后大幅度提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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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利用率，节约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实现工业尾水零排放，美化矿区环境，绿色环保，应

用效果良好。

[0045] 上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够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

具体参数进行变更，或者是对相关部件、结构及材料进行等同替代，从而形成多个具体的实

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常见变化范围，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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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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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3739097 U

8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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