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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

位化学注入装置，由药剂配置罐A、药剂配制罐B、

注入泵A、注入泵B、注入泵C、注入泵D、注入架A、

注入架B、加药平台、空调、PLC控制柜、集装箱撬

体以及注入管路和阀门组成；本实用新型提供的

这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通过

外接拓展模块，将多种注入设备的特点融合到一

起，拥有三种自主设计的注入模式，包括常规多

井注入模式、外接药剂配置罐模式、药剂配置站

模式，针对不同的地块，不同的药剂类型，可根据

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药剂注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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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由药剂配置罐A、药剂配置

罐B、注入泵A、注入泵B、注入泵C、注入泵D、注入架A、注入架B、加药平台、空调、PLC控制柜、

集装箱撬体以及注入管路和阀门组成；

所述注入泵A与所述药剂配置罐A连接，同时泵入口与1个外部药剂口连接，泵出口与1

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和注药架A连接，注药架A再分出4个注入口通向外部，以上5个注

入口均留有螺纹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所述注入泵B与所述药剂配置罐B连接，同时泵入口与1个外部药剂口连接，泵出口与1

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和注药架B连接，注药架B再分出4个注入口通向外部，以上5个注

入口均留有螺纹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所述注入泵C与所述药剂配置罐A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

所述注入泵D与所述药剂配置罐B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注入泵A、注入泵B、注入泵C、注入泵D为内衬氟塑料可变频离心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药剂配置罐A和所述药剂配置罐B均装有在线温度计、pH计以及液位控制计，对药剂的主要

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注入架A和所述注入架B均装有液体流量计和压力计，对注入流量和压力进行精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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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境修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

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原位化学注入技术通过一定方式将化学药剂(包括氧化剂、还原剂、稳定化药剂

等)注入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中，进而引发化学药剂与污染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使污染物转

化为无毒或低毒的物质，达到修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目的。

[0003] 近些年，原位化学注入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大量环境敏感度高、无法进行

土方开挖的污染地块均选择原位化学注入技术进行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根据污染物的不

同，需要选择不同的药剂，甚至需要同时注入多种药剂，而各类药剂的化学性质也大相径

庭，因此对注入设备、注入工艺、注入模式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国内使用的大部分

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功能较为单一，仅适用于单一地块、单一药剂注入工作。同时，大部分的

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工程位于偏僻的地方，且修复工程的工期基本在1年以内，不适合在

地块上安装一套永久的固定式的注入装置。因此，有必要针对以上问题，研发一种可进行多

模式操作的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将

各种设备集中在一个集装箱撬中，移动方便，操作灵活，全自动操作，拥有多个注入口，可外

接拓展模块，广泛适用于各类污染地块。

[0005]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由药剂配置罐A、药剂配置罐B、注入泵

A、注入泵B、注入泵C、注入泵D、注入架A、注入架B、加药平台、空调、PLC控制柜、集装箱撬体

以及注入管路和阀门组成；

[0007] 所述注入泵A与所述药剂配置罐A连接，同时泵入口与1个外部药剂口连接，泵出口

与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和注药架A连接，注药架A再分出4个注入口通向外部，以上5个

注入口均留有螺纹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0008] 所述注入泵B与所述药剂配置罐B连接，同时泵入口与1个外部药剂口连接，泵出口

与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和注药架B连接，注药架B再分出4个注入口通向外部，以上5个

注入口均留有螺纹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0009] 所述注入泵C与所述药剂配置罐A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

[0010] 所述注入泵D与所述药剂配置罐B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注入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注入泵A、注入泵B、注入泵C、注入泵D为内衬氟塑料可变频离心泵。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药剂配置罐A和所述药剂配置罐B均装有在线温度计、pH计以及液

位控制计，能对药剂的主要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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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注入架A和所述注入架B均装有液体流量计和压力计，对注入流量

和压力进行精准控制。

[0014] 进一步地，所述PLC控制系统可以精准地调节所述注入泵A、注入泵B、注入泵C、注

入泵D的频率，同时能通过内置的微电脑屏幕显示出所述药剂配置罐  A和所述药剂配置罐B

内的药剂温度、pH、液位参数并控制液位。

[0015]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设备及管

路均采用316L不锈钢材质。

[0016] 本实用新型还提出了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的工作模式，拥有

三种工作模式：

[0017] (1)模式一：常规多井注入模式

[0018] 在模式一下，固体或液体药剂与清水被加入到药剂配置罐A(或药剂配置罐  B)，药

剂搅拌均匀后，开启注入泵A(或注入泵B)并调节到合适频率，药剂从注入泵A出口进入注入

架A(或从注入泵B进入注入架B)，通过注入架A上的4  个注入口，第二注入口、第三注入口、

第四注入口，第五注入口，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

中(或通过注入架B上的4个注入口，第七注入口、第八注入口、第九注入口，第十注入口，以

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在注入泵A和注入泵B均

开启的情况下，最多可实现8口原位注入井的同时注入。此外，药剂配置罐A和药剂配置罐B

可配置同一种药剂，也可配置不同的药剂。

[0019] (2)模式二：外接药剂配置罐模式

[0020] 由于集装箱空间有限，药剂配置罐A和药剂配置罐B的有效容量均小于1  m3，当某

个地块的药剂注入量非常大时，如仍采用模式一，则需要频繁配置药剂，费时费力。因此，本

实用新型开发了模式二，通过外接拓展模块来减轻药剂配置工作强度。

[0021] 在模式二下，药剂配置罐A出口与注入泵A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B出口与

注入泵B入口间的阀门关闭)，在外接药剂配置罐(有效容积为5～10m3)  中配置好的药剂，

通过第一药剂口与注入泵A进入注药架A(或通过第二药剂口与注入泵B进入注药架B)，再通

过注入架A上的4个注入口，第二注入口、第三注入口、第四注入口，第五注入口，以及外部的

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  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或通过注入架B上的4个注入口，第

七注入口、第八注入口、第九注入口，第十注入口，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

4 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

[0022] (3)模式三：药剂配置站模式

[0023] 当某个地块污染范围广，注入距离非常远时，采用模式一会因为管道阻力损失导

致注入井压力不够，从而影响到药剂的扩散；亦或是某个地块底层渗透系数小，需要增大压

力才能将药剂有效地注入到地层中。因此，本实用新型开发了模式三，将注入装置作为药剂

配置站，在远端采用设置小型平板车式注入设备(包含增压泵和注入架)，增加注入压力。

[0024] 在模式三下，药剂配置罐A出口与注入泵A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  B出口

与注入泵B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A出口与注入泵C入口间的阀门开启(药剂配置

罐B出口与注入泵D入口间的阀门开启)，固体或液体药剂和清水被加入到药剂配置罐A(或

药剂配置罐B)，药剂搅拌均匀后，开启注入泵  C(或注入泵D)，药剂从注入泵C(或注入泵D)

出口经过输送管道到达远端的小型平板车式注入设备，实现药剂的长距离注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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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这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将各种设备集中在

一个集装箱撬中，移动方便，操作灵活；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这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采用PLC控制系统，

可实现设备的全自动操作，精准控制配药与注入等环节；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这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拥有12个注入口，

可同时针对8口注入井进行药剂定量注入，注入效率高；

[002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这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通过外接拓展模块，

将多种注入设备的特点融合到一起，拥有三种自主设计的注入模式，包括常规多井注入模

式(模式一)、外接药剂配置罐模式(模式二)、药剂配置站模式  (模式三)，针对不同的地块，

不同的药剂类型，可根据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药剂注入模式。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的工艺流程图。

[0031]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药剂配置罐A；2、药剂配置罐B；3、注入泵A；4、注入泵B；5、注入泵

C；6、注入泵D；7、注入架A；8、注入井B；9、加药平台；  10、空调；11、PLC控制系统；12、集装箱

撬；101、第一清水口；201、第二清水口；301、第一药剂口；302、第一注入口；303、第二注入

口；304、第三注入口；305、第四注入口；306、第五注入口；401、第二药剂口；402、第六注入

口；  403、第七注入口；404、第八注入口；405、第九注入口；406、第十注入口；501、第十一注

入口；601、第十二注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定。

[0034]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原位化学自动注入装置由药剂配置罐A1、

药剂配置罐B2、注入泵A3、注入泵B4、注入泵C5、注入泵D6、注入架A7、注入架B8、加药平台9、

空调10、PLC控制柜11、集装箱撬体12以及注入管路和阀门组成。

[0035] 其中注入泵A3与药剂配置罐A1连接，同时泵入口与第一药剂口301连接，泵出口与

直接通向外部的第一注入口302和注药架A7连接，注药架A7再分出4  个注入口：第二注入口

303、第三注入口304、第四注入口305、第五注入口306，再通向外部，以上5个注入口均留有

螺纹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0036] 注入泵B4与药剂配置罐B2连接，同时泵入口与第二药剂口401连接，泵出口与直接

通向外部的第六注入口402和注药架B8连接，注药架B8再分出4个注入口：第七注入口403、

第八注入口404、第九注入口405、第十注入口406，再通向外部，以上5个注入口均留有螺纹

连接口，以方便外部管道的连接。

[0037] 注入泵C5与药剂配置罐A1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第十一注入口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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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注入泵D6与药剂配置罐B2连接，泵出口连接有1个直接通向外部的第十二注入口

601。

[0039] 注入泵A3、注入泵B4、注入泵C5、注入泵D6为内衬氟塑料可变频离心泵。

[0040] 药剂配置罐A1和药剂配置罐B2均装有在线温度计、pH计以及液位控制计，对药剂

的主要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0041] 注入架A7和注入架B8均装有液体流量计和压力计，对注入流量和压力进行精准控

制。

[0042] PLC控制系统11可以精准地调节所述注入泵A3、注入泵B4、注入泵C5、注入泵D6的

流量，同时能通过内置的微电脑屏幕显示出所述药剂配置罐A1和所述药剂配置罐B2内的药

剂温度、pH、液位参数并控制液位。

[004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所用设备及管路均

采用316L不锈钢材质。

[0044] 本实用新型拥有三种工作模式：

[0045] (1)模式一：常规多井注入模式

[0046] 在模式一下，固体或液体药剂和清水被加入到药剂配置罐A1(或药剂配置罐B2)，

药剂搅拌均匀后，开启注入泵A3(或注入泵B4)并调节到合适频率，药剂从注入泵A3出口进

入注入架A7(或从注入泵B4进入注入架B8)，通过注入架A7上的4个注入口，第二注入口303、

第三注入口304、第四注入口305，第五注入口306，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

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  (或通过注入架B8上的4个注入口，第七注入口503、第八注入口

504、第九注入口505，第十注入口506，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

原位注入井中)。在注入泵A3和注入泵B4均打开的情况下，最多可实现8口原位注入井的同

时注入。此外，药剂配置罐A1和药剂配置罐B2可配置同一种药剂，也可配置不同的药剂。

[0047] (2)模式二：外接药剂配置罐模式

[0048] 由于集装箱撬空间有限，药剂配置罐A1和药剂配置罐B2的有效容量均小于  1m3，

当某个地块的药剂注入量非常大时，如仍采用模式一，则需要频繁配置药剂，费时费力。因

此，本实用新型开发了模式二，通过外接拓展模块来减轻药剂配置工作强度。

[0049] 在模式二下，药剂配置罐A1出口与注入泵A3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  B2出

口与注入泵B4入口间的阀门关闭，在外接药剂配置罐有效容积为5～10m3中配置好的药剂，

通过第一药剂口301与注入泵A3进入注药架A7或通过第二注入口501与注入泵B4进入注药

架B8，再通过注入架A7上的4个注入口，第二注入口303、第三注入口304、第四注入口305，第

五注入口306，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或通过注

入架B8上的4个注入口，第七注入口503、第八注入口504、第九注入口505，第十注入口506，

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

[0050] 3模式三：药剂配置站模式

[0051] 当某个地块污染范围广，注入距离非常远时，采用模式一会因为管道阻力损失导

致注入井压力不够，从而影响到药剂的扩散；亦或是某个地块地层渗透系数小，需要增大压

力才能将药剂有效地注入到地层中。因此，本实用新型开发了模式三，将注入装置作为药剂

配置站，在远端采用设置小型平板车式注入设备包含增压泵和注入架，增加注入压力。

[0052] 在模式三下，药剂配置罐A1出口与注入泵A3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  B2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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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注入泵B4入口间的阀门关闭，药剂配置罐A1出口与注入泵C5入口间的阀门开启药剂配

置罐B2出口与注入泵D6入口间的阀门开启，固体或液体药剂和清水被加入到药剂配置罐A1

或药剂配置罐B2，药剂搅拌均匀后，开启注入泵  C5或注入泵D6，药剂从注入泵C5或注入泵

D6出口经过输送管道到达远端的小型平板车式注入设备，实现药剂的长距离注入工作。

[005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

装置做更进一步地描述。

[0054] 实施例1

[0055] 某地块地下水受到氯代烃污染，采用原位化学氧化技术进行修复治理。选用的氧

化药剂为过硫酸盐，活化剂为片碱，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

学注入装置的模式一进行药剂注入。

[0056] 其中药剂配置罐A1用于配置氧化剂，药剂配置罐B2用于配置活化剂。根据计算得

出的量将药剂配置好后，首先开启注入泵B4并调节泵的频率将活化剂输送至注入架B8上，

再调节注入架B8上第七注入口503、第八注入口504、第九注入口505，第十注入口506的流

量，将活化剂分别定量地注入到4口注入井内。活化剂注入完毕后，将注入管道移到其他未

注入的井继续进行活化剂注入；同时开启注入泵A3并调节泵的频率将氧化剂输送至注入架

A7上，再调节注入架A7  上第二注入口303、第三注入口304、第四注入口305，第五注入口306

的流量，将氧化剂分别定量地注入到先前进行活化剂注入的4口注入井内。如此反复进行，

直到药剂注入完毕。

[0057] 该地块共计102口注入井，采用模式一在15天内完成了氧化剂与活化剂的注入工

作，共计注入氧化剂60吨，活化剂20吨。

[0058] 实施例2

[0059] 某地块土壤受到苯污染，采用原位化学氧化技术进行修复治理。选用芬顿试剂作

为氧化剂，药剂添加量为3％，根据计算本项目共计需要注入27.5％过氧化氢  300吨，硫酸

亚铁150吨。由于药剂注入工作量非常大，因此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

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的模式二进行药剂注入。

[0060] 采用2个10m3的拓展药剂配置罐，其中1个用于配置过氧化氢，另1个用于配置硫酸

亚铁溶液。首先关闭药剂配置罐与注入泵之间的阀门，硫酸亚铁溶液从第一药剂口301进入

到注入泵A3中，再由注入泵A3出口输送到注药架A7，通过注入架A7上的4个注入口，第二注

入口303、第三注入口304、第四注入口  305，第五注入口306，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

分别注入到4口不同的原位注入井中，以上4口注入井完成硫酸亚铁溶液注入后，紧接着进

行过氧化氢注入。配置好的过氧化氢溶液从第二药剂口501进入注入泵B中，再由注入泵B4 

出口输送到注药架B8，通过注入架B8上的4个注入口，第七注入口503、第八注入口504、第九

注入口505，第十注入口506，以及外部的注入管道，将药剂分别注入到先前注入硫酸亚铁的

注入井中。如此反复循环，直到药剂注入完毕。

[0061] 该地块共计153口注入井，采用模式二在40天内完成了过氧化氢和硫酸亚铁的注

入工作。

[0062] 实施例3

[0063] 某地块土壤受到砷、铅污染，污染深度4m，污染地层主要为粉质粘土层，渗透系数

仅为4.3×10‑6cm/s，采用原位稳定化技术进行修复治理。稳定化药剂位磷酸盐，为了使药剂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214488283 U

7



更好地扩散，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模移动式一体化原位化学注入装置的模式三进

行药剂注入。

[0064] 首先将稳定化药剂加入药剂配置罐A1和药剂配置罐B2中，待药剂配置好后，开启

注入泵C5将药剂输送到远端的平板车式注入设备，开启增压泵调节注入压力，同时通过注

入架上的流量计调节注入流量，将药剂均匀地注入到地层中；药剂配置罐A1中药剂用完后，

切换到药剂配置罐B2，开启注入泵6继续向远端的平板车式注入设备输送药剂；药剂配置罐

A1则重新开始配置药剂。如此循环，直到药剂注入完毕。

[0065] 本地块共计58口注入井，在10天内完成42吨稳定化药剂的注入工作。

[0066]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

述的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

本实用新型的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

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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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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