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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

系统，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本发明针对目前

处理酸性矿山废水过程中渣量大，易造成二次污

染，且处理效率低的问题，本发明通过碎石池降

低酸性矿山废水重金属含量，调节酸性矿山废水

pH，再通过酸性矿山废水的缓流，利用植物进一

步吸收其中的重金属，利用其中部分的硫酸根，

然后通过微生物池对微生物池进行微生物处理，

提高pH值，通过树木及碳化秸秆颗粒的吸收及吸

附作用，改善水质，最后利用麦饭石滤料阀门对

处理后的水质进行杀菌及水质改善，从而建立一

种有效解决，无污染的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

系统。本发明适用性强，无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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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包括蓄水池（1）、碎石池（2）、PP滤芯阀门（3）、植

物滤坡（4）、微生物池（5）、陶瓷滤芯阀门（6）、树木滤坡（7）、碳化秸秆池（8）、麦饭石滤料阀

门（9）及送水坡（10），其特征在于：酸性矿山废水存储于蓄水池（1）中，在处理酸性矿山废水

时，酸性矿山废水首先进入碎石池（2），在碎石池（2）以120r/min搅拌混合10～15min，静置

40～50min后，PP滤芯阀门（3）下落打开，碎石池（2）中的酸性矿山废水经植物滤坡（4）进入

微生物池（5）中，在微生物池（5）中以150r/min搅拌15～20min，静置2～4h后，陶瓷滤芯阀门

（6）打开，微生物池（5）中的酸性矿山废水经树木滤坡（7）进入碳化秸秆池（8），在碳化秸秆

池（8）中静置3～4h后，通过麦饭石滤料阀门（9），经送水坡（10）将处理后的酸性矿山废水排

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蓄水

池（1）距离地面10～12m，碎石池（2）位于蓄水池（1）下方，碎石池（2）高度为1.0～1.5m，微生

物池（5）距离地面6～8m，微生物池（5）高度为2.0～2.5m，秸秆池（8）距离地面3～5m，秸秆池

（8）高度为1.5～2.0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植物

滤坡（4）的坡度为15°～20°，植物滤坡（4）上的植物的种植方法为将蕹菜种子、山苦草种子

和黑麦草种子按质量比3:1:2混合，按每平方12～15g，将混合种子种植于植物滤坡（4）上，

种植1～2月后植物滤坡（4）即可使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碎石

池（2）内的填充物为火石岩、硅藻土及高岭土按质量比5:2:3放入粉碎机中粉碎，过50目筛，

收集过筛颗粒，即可得填充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生

物池（5）内的填充物为含水量为50％的池塘淤泥、废弃香菇菌棒及腐殖酸按质量比7:2:3混

合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化

秸秆池（8）池内的填充物为小麦秸秆与玉米秸秆按质量比1:1放入粉碎机中粉碎，过100目

筛，将过筛颗粒放入碳化炉中，在320℃碳化2～3h，收集碳化物，即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树木

滤坡（7）的坡度为25°～30°，树木滤坡（7）上的树木为雪松、垂柳、槐树及海桐中的任意一

种；送水坡（10）的坡度为35°～4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P滤

芯阀门（3）的长度为碎石池（2）高度的1.5倍，PP滤芯阀门（3）由下部青石板与上部PP滤芯板

组成，青石板与PP滤芯板长度比为3:1，在碎石池（2）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PP滤芯阀门（3）

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碎石池（2）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碎石池（2）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

PP滤芯阀门（3）下落至上部PP滤芯板的顶部与碎石池（2）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陶瓷

滤芯阀门（6）的长度为微生物池（5）高度的1.2倍，陶瓷滤芯阀门（6）由下部青石板与上部陶

瓷滤芯板组成，青石板与陶瓷滤芯长度比为2:1，在微生物池（5）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陶瓷

滤芯阀门（6）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5）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微生物池（5）处理

酸性矿山废水后，陶瓷滤芯阀门（6）下落至上部陶瓷滤芯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5）顶部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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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水平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麦

饭石滤料阀门（9）的长度为碳化秸秆池（8）高度的1.5倍，麦饭石滤料阀门（9）由下部青石板

与上部麦饭石滤料板组成，青石板与麦饭石滤料板长度比为2:3，在碳化秸秆池（8）处理酸

性矿山废水时，麦饭石滤料阀门（9）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8）顶部处于同一水平

面，在碳化秸秆池（8）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麦饭石滤料阀门（9）下落至上部麦饭石滤料板

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8）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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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矿产资源的开采，然而对酸性矿山废水的处理却没有达到应

有的程度。酸性矿山废水pH值低、酸度大，且含有大量重金属，一般不能直接循环利用，通常

排入矿山附近的河流、湖泊等水体，使水体的pH值发生变化，抑制或阻止了细菌及微生物的

生长，妨碍水体的自净。

[0003]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矿山环保还滞后于生产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外部干扰大、治污效果欠佳、环保设施利用率较低等。若采用一般工业废水的治理方法，

往往投资大，成本高，实用性差，致使水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处理这类废水

的方法很多，如化学沉淀法、吸附法等。其中应用较多的是中和沉淀法，常见的中和剂有石

灰、石灰石、苏打、苛性碱等。采用石灰石作为中和剂具有成本低、渣含水量较低并易于脱水

等优点，但反应速度慢，因此，常常与石灰串联使用。用石灰和石灰石处理酸性矿山废水适

应性强，但渣量大，易造成二次污染，且处理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目前处理酸性矿山废水过程中渣量大，易造成

二次污染，且处理效率低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包括蓄水池、碎石池、PP滤芯阀门、植物滤坡、

微生物池、陶瓷滤芯阀门、树木滤坡、碳化秸秆池、麦饭石滤料阀门及送水坡，其特征在于：

酸性矿山废水存储于蓄水池中，在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酸性矿山废水首先进入碎石池，在

碎石池以120r/min搅拌混合10～15min，静置40～50min后，PP滤芯阀门下落打开，碎石池中

的酸性矿山废水经植物滤坡进入微生物池中，在微生物池中以150r/min搅拌15～20min，静

置2～4h后，陶瓷滤芯阀门打开，微生物池中的酸性矿山废水经树木滤坡进入碳化秸秆池，

在碳化秸秆池静置3～4h后，通过麦饭石滤料阀门，经送水坡将处理后的酸性矿山废水排

出。

[0007] 所述的蓄水池距离地面10～12m，碎石池位于蓄水池下方，碎石池高度为1.0～

1.5m，微生物池距离地面6～8m，微生物池高度为2.0～2.5m，秸秆池距离地面3～5m，秸秆池

高度为1.5～2.0m。

[0008] 所述的植物滤坡的坡度为15°～20°，植物滤坡上的植物的种植方法为将蕹菜种

子、山苦草种子和黑麦草种子按质量比3:1:2混合，按每平方12～15g，将混合种子种植于植

物滤坡上，种植1～2月后植物滤坡即可使用。

[0009] 所述的碎石池内的填充物为火石岩、硅藻土及高岭土按质量比5:2:3放入粉碎机

中粉碎，过50目筛，收集过筛颗粒，即可得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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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微生物池池内的填充物为含水量为50％的池塘淤泥、废弃香菇菌棒及腐殖

酸按质量比7:2:3混合而成。

[0011] 所述的碳化秸秆池池内的填充物为小麦秸秆与玉米秸秆按质量比1:1放入粉碎机

中粉碎，过100目筛，将过筛颗粒放入碳化炉中，在320℃碳化2～3h，收集碳化物，即可。

[0012] 所述的树木滤坡的坡度为25°～30°，树木滤坡上的树木为雪松、垂柳、槐树及海桐

中的任意一种；送水坡的坡度为35°～40°。

[0013] 所述的PP滤芯阀门的长度为碎石池高度为1.5倍，PP滤芯阀门由下部青石板与上

部PP滤芯板组成，青石板与PP滤芯板长度比为3:1，在碎石池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PP滤芯

阀门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碎石池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碎石池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PP

滤芯阀门下落至PP滤芯阀门上部PP滤芯板的顶部与碎石池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0014] 所述的陶瓷滤芯阀门的长度为微生物池高度为1.2倍，陶瓷滤芯阀门由下部青石

板与上部陶瓷滤芯板组成，青石板与陶瓷滤芯长度比为2:1，在微生物池处理酸性矿山废水

时，陶瓷滤芯阀门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微生物池处理酸

性矿山废水后，陶瓷滤芯阀门下落至陶瓷滤芯阀门上部陶瓷滤芯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顶部

处于同一水平面。

[0015] 所述的麦饭石滤料阀门的长度为碳化秸秆池高度为1.5倍，麦饭石滤料阀门由下

部青石板与上部麦饭石滤料板组成，青石板与麦饭石滤料板长度比为2:3，在碳化秸秆池处

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麦饭石滤料阀门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顶部处于同一水平

面，在碳化秸秆池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麦饭石滤料阀门下落至麦饭石滤料阀门上部麦饭

石滤料板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通过碎石池降低酸性矿山废水重金属含量，调节酸性矿山废水pH，再通

过酸性矿山废水的缓流，利用植物进一步吸收其中的重金属，利用其中部分的硫酸根，然后

通过微生物池对微生物池进行微生物处理，提高pH值，通过树木及碳化秸秆颗粒的吸收及

吸附作用，改善水质，最后利用麦饭石滤料阀门对处理后的水质进行杀菌及水质改善，提高

了处理效率，适用性强，无二次污染；

[0018] （2）本发明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为一体，简单方便，运行管理方便，处

理效率高；

[0019] （3）通过本发明处理的酸性矿山废水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0021] 其中，1、蓄水池；2、碎石池；3、PP滤芯阀门；4、植物滤坡；5、微生物池；6、陶瓷滤芯

阀门；7、树木滤坡；8、碳化秸秆池；9、麦饭石滤料阀门；10、送水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的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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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一种酸性矿山废水的生态处理系统，包括蓄水池1、碎石池2、PP滤芯阀门3、植物滤

坡4、微生物池5、陶瓷滤芯阀门6、树木滤坡7、碳化秸秆池8、麦饭石滤料阀门9及送水坡10，

其特征在于：酸性矿山废水存储于蓄水池1中，在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酸性矿山废水首先

进入碎石池2，在碎石池2以120r/min搅拌混合10～15min，静置40～50min后，PP滤芯阀门3

下落打开，碎石池2中的酸性矿山废水经植物滤坡4进入微生物池5中，在微生物池5中以

150r/min搅拌15～20min，静置2～4h后，陶瓷滤芯阀门6打开，微生物池5中的酸性矿山废水

经树木滤坡7进入碳化秸秆池8，在碳化秸秆池8静置3～4h后，通过麦饭石滤料阀门9，经送

水坡10将处理后的酸性矿山废水排出。所述的蓄水池1距离地面10～12m，碎石池2位于蓄水

池1下方，碎石池2高度为1.0～1.5m，微生物池5距离地面6～8m，微生物池5高度为2.0～

2.5m，秸秆池8距离地面3～5m，秸秆池8高度为1.5～2.0m。所述的植物滤坡4的坡度为15°～

20°，植物滤坡4上的植物的种植方法为将蕹菜种子、山苦草种子和黑麦草种子按质量比3:

1:2混合，按每平方12～15g，将混合种子种植于植物滤坡4上，种植1～2月后植物滤坡4即可

使用。所述的碎石池2内的填充物为火石岩、硅藻土及高岭土按质量比5:2:3放入粉碎机中

粉碎，过50目筛，收集过筛颗粒，即可得填充物。所述的微生物池5池内的填充物为含水量为

50％的池塘淤泥、废弃香菇菌棒及腐殖酸按质量比7:2:3混合而成。所述的碳化秸秆池8池

内的填充物为小麦秸秆与玉米秸秆按质量比1:1放入粉碎机中粉碎，过100目筛，将过筛颗

粒放入碳化炉中，在320℃碳化2～3h，收集碳化物，即可。所述的树木滤坡7的坡度为25°～

30°，树木滤坡7上的树木为雪松、垂柳、槐树及海桐中的任意一种；送水坡10的坡度为35°～

40°。所述的PP滤芯阀门3的长度为碎石池2高度为1.5倍，PP滤芯阀门3由下部青石板与上部

PP滤芯板组成，青石板与PP滤芯板长度比为3:1，在碎石池2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PP滤芯阀

门3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碎石池2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碎石池2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PP

滤芯阀门3下落至PP滤芯阀门3上部PP滤芯板的顶部与碎石池2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所述

的陶瓷滤芯阀门6的长度为微生物池5高度为1.2倍，陶瓷滤芯阀门6由下部青石板与上部陶

瓷滤芯板组成，青石板与陶瓷滤芯长度比为2:1，在微生物池5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陶瓷滤

芯阀门6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5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在微生物池5处理酸性矿山

废水后，陶瓷滤芯阀门6下落至陶瓷滤芯阀门6上部陶瓷滤芯板的顶部与微生物池5顶部处

于同一水平面。所述的麦饭石滤料阀门9的长度为碳化秸秆池8高度为1.5倍，麦饭石滤料阀

门9由下部青石板与上部麦饭石滤料板组成，青石板与麦饭石滤料板长度比为2:3，在碳化

秸秆池8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时，麦饭石滤料阀门9下部青石板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8顶部处

于同一水平面，在碳化秸秆池8处理酸性矿山废水后，麦饭石滤料阀门9下落至麦饭石滤料

阀门9上部麦饭石滤料板的顶部与碳化秸秆池8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

[0024] 以上借助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了进一步描述，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里具体的

描述，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的限定，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本说明

书后对上述实施例做出的各种修改，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6

CN 106927639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6927639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