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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

浆多级分离方法

(57)摘要

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

浆多级分离方法，该泥浆多级分离方法使用到一

套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其包括预分筛集成、一

级旋流集成、二级旋流集成、存渣场、两组泥浆池

集成、离心机集成及压滤机集成，两组泥浆池集

成分为使用组和别用组并能相互切换使用，当满

足需要的泥浆从泥水盾构机携带渣土排出后，经

过预分筛集成、一级旋流集成、二级旋流集成处

理后，直径20μm以上的细颗粒物被分离后进入

存渣场，剩余的泥浆进入使用组泥浆池循环使

用，当使用组的泥浆比重或粘度不满足施工需要

时，关闭使用组泥浆池，开启备用组泥浆池，此时

对使用组中的泥浆通过离心机集合和压滤机集

成分离出20μm以下的固体颗粒物和清水，清水

存储后循环使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7416994 B

2020.08.28

CN
 1
07
41
69
94
 B



1.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该泥浆多级分离方法使

用到一套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所述泥水处理系统包括预分筛集成、一级旋流集成、二级旋

流集成、存渣场、两组泥浆池集成、离心机集成及压滤机集成，其特征是：

在每组泥浆池集成中均包含有新浆池、清水池、三个沉淀池、回浆池、调整池，在新浆池

和调整池中均配置有全方位无死角移动到位的搅拌器，三个沉淀池按其长度方向并排设置

并区分为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及第三沉淀池，第一沉淀池和第二沉淀池通过溢流口连

通，第二沉淀池和第三沉淀池通过溢流口连通，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和第三沉淀池共用

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移动的渣浆泵，第三沉淀池和调整池连通，调整池和回浆池连通，新浆池

既与调整池连通也与清水池连通；

两组泥浆池集成分为使用组和备用组，实施泥浆多级分离时所述使用组中的新浆池用

来拌制泥浆，所述拌制泥浆通过清水池提供的水源与膨润土、纯碱、纯碱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搅拌制得，所述拌制泥浆通过泥浆泵输送至调整池并置于回浆池中，所述拌制泥浆的比

重是1.05g/cm3而其粘度控制在18～24s，通过泥水盾构机的进浆泵将回浆池中的所述拌制

泥浆输送至泥水盾构机的刀盘仓中，所述拌制泥浆再与刀盘仓切削下的渣土混合形成渣土

泥浆，然后通过排浆泵将所述渣土泥浆输送至预分筛集成进行筛分，通过筛分能使所述渣

土泥浆形成直径大于2mm的粗颗粒物和筛分泥浆，所述粗颗粒物被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筛

分泥浆进入一级旋流集成并形成直径大于74μm而小于2mm的中细颗粒物和一级旋流泥浆，

所述中细颗粒物也被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一级旋流泥浆进入二级旋流集成并形成直径大

于20μm而小于74μm的细颗粒物和二级旋流泥浆，所述细颗粒物也被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

二级旋流泥浆进入所述第一沉淀池进行沉淀并获得沉淀泥浆，对所述沉淀泥浆进行比重和

粘度检测：

当所述沉淀泥浆的比重在1.05～1.2g/cm3而其粘度在18～24s时，所述沉淀泥浆经第二

沉淀池、第三沉淀池沉淀后流入调整池并再次与所述拌制泥浆充分搅拌混合后进入回浆池

循环利用；

当所述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g/cm3或是当所述沉淀泥浆粘度大于24s时，关闭所述使用

组并开启所述备用组，此时所述备用组与所述使用组的多级分离方式相同；

当上述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g/cm3且粘度大于24s时，将同时启用离心机集成和压滤机

集成对其进行离心和压滤处理；

在关闭所述使用组时，将部分所述使用组中的所述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将其输送至离

心机集成的储浆罐，然后对所述储浆罐中的所述沉淀泥浆加入絮凝剂得到离心泥浆，所述

离心泥浆进入离心机集成进行分离，得到直径大于2μm而小于20μm的细微物和分离水，所述

细微物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分离水进入清水池循环利用；与此同时将另一部分所述使用

组中的所述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将其输送至压滤机集成的储浆罐，然后对该所述储浆罐中

的所述沉淀泥浆加入絮凝剂得到压滤泥浆，所述压滤泥浆进入压滤机集成进行压滤，得到

直径小于20μm的压滤泥饼和压滤水，所述压滤泥饼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压滤水也进入清

水池循环利用，至此完成泥浆多级分离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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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盾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

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泥水盾构机施工中主要依靠适宜比重和粘度的泥浆来保证掌子面稳定，并通过

泥浆来携带渣土，经泥水分离系统处理后达到固体渣土和泥浆分离，分离出的泥浆经沉淀

池沉淀后，再经过泥浆比重和粘度的调整后再循环重复利用。但当泥水盾构机穿越的地质

情况以粘土、粉土、粉质粘土等细颗粒地层为主时，泥水盾构机常常遇到其泥水分离系统分

离出的固体渣土量远远少于开挖出的渣土量，使其大量的细颗粒物质进入泥浆并造成泥浆

比重和粘度不断上升。由于此种细颗粒物质多是由20μm以下的粘土颗粒物组成，即便是经

长时间沉淀，该细颗粒物在泥浆中也一直处于悬浮状态而无法彻底分离出去。当泥浆比重

和粘度达到一定限值，比如比重达到1.3g/cm3或其粘度达到30s时，泥浆将无法正常使用。

[0003] 对此，传统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0004] 1、若施工场地足够大可以修建一个泥浆晾晒场，先将废弃泥浆排到晾晒场内临时

存放，当泥浆全部晾晒成干土后，再运至渣土消纳厂。此方式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占地面积非

常大，并且泥浆晾晒受季节和天气影响非常大，当泥浆晾晒场全部充满泥浆后，将直接影响

后续施工。

[0005] 2、施工场地比较大可修建大量的沉淀池，将废弃泥浆进行沉淀，然后挖出沉淀物，

在剩余的泥浆中加入清水来稀释泥浆，从而达到降低泥浆比重和粘度之目的。但此种方式

的不足是修建大量沉淀池且需要增加大量施工成本，而且细颗粒物质在泥浆中长时间处于

悬浮状态且很难沉淀下来。随着时间的累积，当所有的沉淀池均注满泥浆后，也将会影响盾

构的正常施工。

[0006] 3、若施工场地狭小且沉淀池容量较小时则无法满足施工需求，需要及时将废浆运

输出施工场地进行处理，这样不仅会大大增加施工成本，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使泥水盾构机能够在以粘土、粉土、粉质粘土层等细微颗粒为主的地层中快

速掘进，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该泥浆

多级分离方法通过泥水处理系统可以将20μm以下的细颗粒物质分离出来，在确保泥浆的比

重、粘度以及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大大提高泥水盾构机的施工进度。

[0008]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该泥浆多级分离方法

使用到一套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所述泥水处理系统包括预分筛集成、一级旋流集成、二级

旋流集成、存渣场、两组泥浆池集成、离心机集成及压滤机集成，其特征是：

[0010] 在每组泥浆池集成中均包含有新浆池、清水池、三个沉淀池、回浆池、调整池，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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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池和调整池中均配置有全方位无死角移动到位的搅拌器，三个沉淀池按其长度方向并排

设置并区分为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及第三沉淀池，第一沉淀池和第二沉淀池通过溢流

口连通，第二沉淀池和第三沉淀池通过溢流口连通，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和第三沉淀池

共用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移动的渣浆泵，第三沉淀池和调整池连通，调整池和回浆池连通，新

浆池既与调整池连通也与清水池连通；

[0011] 两组泥浆池集成分为使用组和备用组，实施泥浆多级分离时所述使用组中的新浆

池用来拌制泥浆，所述拌制泥浆通过清水池提供的水源与膨润土、纯碱、纯碱和羧甲基纤维

素钠CMC搅拌制得，所述拌制泥浆通过泥浆泵输送至调整池并置于回浆池中，所述拌制泥浆

的比重是1.05g/cm3而其粘度控制在18～24s，通过泥水盾构机的进浆泵将回浆池中的所述

拌制泥浆输送至泥水盾构机的刀盘仓中，所述拌制泥浆再与刀盘仓切削下的渣土混合形成

渣土泥浆，然后通过排浆泵将所述渣土泥浆输送至预分筛集成进行筛分，通过筛分能使所

述渣土泥浆形成直径大于2mm的粗颗粒物和筛分泥浆，所述粗颗粒物被送入存渣场储存，所

述筛分泥浆进入一级旋流集成并形成直径大于74μm而小于2mm的中细颗粒物和一级旋流泥

浆，所述中细颗粒物也被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一级旋流泥浆进入二级旋流集成并形成直

径大于20μm而小于74μm的细颗粒物和二级旋流泥浆，所述细颗粒物也被送入存渣场储存，

所述二级旋流泥浆进入所述第一沉淀池进行沉淀并获得沉淀泥浆，对所述沉淀泥浆进行比

重和粘度检测：

[0012] 当所述沉淀泥浆的比重在1.05～1.2g/cm3而其粘度在18～24s时，所述沉淀泥浆

经第二沉淀池、第三沉淀池沉淀后流入调整池并再次与所述拌制泥浆充分搅拌混合后进入

回浆池循环利用；

[0013] 当所述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g/cm3或是当所述沉淀泥浆粘度大于24s时，关闭所

述使用组并开启所述备用组，此时所述备用组与所述使用组的多级分离方式相同；

[0014] 当上述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且粘度大于24s时，将同时启用离心机集成和压滤机

集成对其进行离心和压滤处理；

[0015] 在关闭所述使用组时，将部分所述使用组中的所述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将其输送

至离心机集成的储浆罐，然后对所述储浆罐中的所述沉淀泥浆加入絮凝剂得到离心泥浆，

所述离心泥浆进入离心机集成进行分离，得到直径大于2μm而小于20μm的细微物和分离水，

所述细微物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分离水进入清水池循环利用；与此同时将另一部分所述

使用组中的所述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将其输送至压滤机集成的储浆罐，然后对该所述储浆

罐中的所述沉淀泥浆加入絮凝剂得到压滤泥浆，所述压滤泥浆进入压滤机集成进行压滤，

得到直径小于20μm的压滤泥饼和压滤水，所述压滤泥饼送入存渣场储存，所述压滤水也进

入清水池循环利用，至此完成泥浆多级分离的循环过程。

[0016]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产生如下积极效果：

[0017] 1、本发明不需要非常大的占地面积，泥浆处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

[0018] 2、本发明不需要修建大量的沉淀池，不需要大量清水来稀释泥浆，既可以节约施

工成本，也可以解决细颗粒物长期悬浮于沉淀池中难以沉淀的难题，确保泥水盾构在细颗

粒地层中快速掘进。

[0019] 3、本发明彻底解决了狭小施工场地产生大量废弃泥浆和泥浆外运的难题，不仅节

约了施工成本，而且杜绝了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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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4、本发明特别适合于在城市中心区或施工场地狭小条件下的泥水分离，泥水盾构

机穿越的地层以粘土、粉土、粉质粘土层为主。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泥浆多级分离的工艺步骤参考简图。

[0022] 具体实施

[0023] 本发明是一种泥水盾构机在细颗粒地层中施工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尤其适合于

在城市中心区或施工场地狭小条件下的泥水分离。

[0024] 本发明的泥浆多级分离方法使用到一套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所述泥水处理系统

包括预分筛集成、一级旋流集成、二级旋流集成、存渣场、两组泥浆池集成、离心机集成及压

滤机集成。

[0025] 结合图1，在每组泥浆池集成中均包含有新浆池、清水池、三个沉淀池、回浆池、调

整池，在新浆池和调整池中均配置有全方位无死角移动到位的搅拌器，三个沉淀池按其长

度方向并排设置并区分为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及第三沉淀池，第一沉淀池和第二沉淀

池通过溢流口连通，第二沉淀池和第三沉淀池通过溢流口连通，第一沉淀池、第二沉淀池和

第三沉淀池共用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移动的渣浆泵，第三沉淀池和调整池连通，调整池和回

浆池连通，新浆池既与调整池连通也与清水池连通。建议调整池的容积与泥水盾构刀盘仓

的容积和进排浆管路的流量相匹配，沉淀池的容积至少是调整池的两倍以上，采用三个沉

淀池是本发明的一种集成设置，但是两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沉淀池集成也同样适用于本发

明，清水池的容积至少是调整池和沉淀池容积之和，其它池的容积根据施工场地大小进行

相应匹配即可。有关具体泥浆多级分离方法参见所述技术方案，不另赘述。

[0026] 需要说明的是：

[0027] 一、根据粘土、粉土、粉质粘土层等地质情况选定泥水盾构机，在泥水盾构机配置

一套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其中预分筛集成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振动筛，一级旋流集成

表示两组或两组以上直径较大的立式旋流器，二级旋流集成表示两组或两组以上直径较小

的立式旋流器，离心机集成表示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卧螺式离心机，压滤机集成表示两台或

两台以上的隔膜压滤机。

[0028] 二、在上述泥水处理系统的配合下：

[0029] 1)每台泥水盾构机配备两组泥浆池集成，做到用一组备一组，当所述沉淀泥浆比

重大于1.2g/cm3时，关闭所述使用组并开启所述备用组，此时所述备用组与所述使用组的

多级分离方式相同，同时启用离心机集成对其进行离心处理；当所述沉淀泥浆粘度大于24s

时，关闭所述使用组并开启所述备用组，此时所述备用组与所述使用组的多级分离方式相

同，同时启用压滤机集成对其进行压滤处理；当上述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g/cm3且粘度大

于24s时，关闭所述使用组并开启所述备用组，此时所述备用组与所述使用组的多级分离方

式相同，同时启用离心机集成和压滤机集成对其进行离心和压滤处理。

[0030] 2)当启用离心机集成时，先将所述使用组中的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输送至离心机

集成的储浆罐中，然后向储浆罐的所述沉淀泥浆按照比例添加絮凝剂，并经搅拌混合后形

成离心泥浆，所述离心泥浆进入离心机的推料器中，当推料器转动时，离心机即将所述离心

泥浆从进料口分散到转鼓中，所述离心泥浆中直径大于2μm的细微颗粒固体物质沉降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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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内表面上，推料器叶片不断运转，将所述细微颗粒固体物质推向固料出口，转鼓产生高离

心力，在转鼓内形成一层游离液体，所述游离液体和所述细微颗粒固体流向离心机较大的

一端，液相物料通过溢流堰排出，泥浆中2μm以上的细微颗粒物被分离进入存渣场，分离出

的清水进入所述清液池中作为拌制新浆用的原料循环使用。

[0031] 3)当启用压滤机集成时，将所述使用组中的沉淀泥浆通过渣浆泵输送至压滤机的

进料罐，向进料罐中对所述沉淀泥浆按照比例加入絮凝剂，并经搅拌改良后形成压滤泥浆，

然后将所述压滤泥浆注入压滤机集成的滤室，经过滤布和隔膜滤板压榨后，所述压滤泥浆

被分离出压滤泥饼和清水，所述压滤泥饼送入存渣场存贮，所述清水收集到清液池再作为

拌制泥浆的原料进行循环使用。

[0032] 三、当所述使用组的所述沉淀泥浆经离心机集成和压滤机集成处理完后备用，当

所述备用池的沉淀泥浆比重大于1.2g/cm3或是当所述沉淀泥浆粘度大于24s时，关闭所述

备用组并开启所述使用组，如此进行循环多级分离，以提高泥水盾构机的施工效率；

[0033] 四、同理，当采用多台泥水盾构机同时施工时，则可按照上述单台泥水盾构机的多

级泥水处理系统进行各自配置，且各个独立的泥水处理系统可以互相切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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