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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

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及方法，包括脱水装置、

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

装置，脱水装置通过管路分别与多金属离子钝化

装置和淤泥固化装置连接，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

喷射装置通过管路连接；离心泵将淤泥脱水装置

脱出的污水输送至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污水在

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内矿化处理，淤泥脱水装置

产出的脱水淤泥被送至淤泥固化装置进行处理，

处理好的脱水淤泥经淤泥喷射装置输送到待施

工表面。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将淤泥作为种子

载体，多金属离子钝化系统中生物材料可将淤泥

污水中的金属离子钝化为无机盐矿物，处理后的

水可用于植被生长灌溉用水，整个处理和施工过

程无废弃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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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包括淤泥脱水装置，所述淤泥

脱水装置包括脱水箱，其顶部设有加料口，底部设有出料口，脱水箱内设置有通过伸缩杆驱

动的挤压隔板，隔板内设滤布，隔板两面均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排水孔，脱水箱底部两侧各设

排水出料口；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装置，所述脱水装

置通过管路分别与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和淤泥固化装置连接，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装

置通过管路连接；离心泵将所述淤泥脱水装置脱出的污水输送至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污

水在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内矿化处理，淤泥脱水装置产出的脱水淤泥被送至淤泥固化装置

进行处理，处理好的脱水淤泥经淤泥喷射装置输送到待施工表面；

所述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包括夹套式的箱体，其底部设有加热介质进料口，中上部设

有加热介质出料口，箱体顶部设置有搅拌器，搅拌器带动搅拌桨旋转；箱体顶部一侧设有污

水加料口，污水加料口与所述离心泵相连，箱体顶部另一侧设有生物钝化材料加料口，箱体

中下部设有钝化后安全水出料口，底部设有沉降室；

所述淤泥固化装置包括锥形箱体，锥形箱体上部设置有第二搅拌器，第二搅拌器带动

第二搅拌桨旋转，所述锥形箱体的顶部还设有脱水淤泥加料口、生物固化材料加料口和植

被种子加料口的三口加料口，锥形箱体底部设有混合物料出料口；

淤泥喷射装置包括泵、增压器、蓄能器、控制器、液压器、压力表和喷嘴，所述泵通过管

路连接在淤泥固化装置的出料口与蓄能器之间，液压器与增压器连接，增压器的另一接口

与蓄能器出口通过控制器并联，控制器连接到喷嘴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沉降室上方设有上截止阀，其下方设置有下截止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二搅拌桨设置有四组，从上到下拍立额的四组第二搅拌桨的直径逐渐变小且

贴合所述锥形箱体的内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锥形箱体外侧还设置有夹层，第二加热介质进料口302设置在夹层的中下部，第

二加热介质出料口设置在夹层的中上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喷嘴的管线可自动收缩，用于不同距离的喷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的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高含水率的淤泥加入到淤泥脱水系统；

（2）脱出的污水进入多金属离子固化装置，加入生物钝化材料，加热；

（3）脱水污泥进入淤泥固化装置，加入植被种子和生物固化材料，混合均匀；

（4）将淤泥混合物通过淤泥喷射装置喷射到待施工面；

（5）使用步骤（2）中处理后的水对施工面进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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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学、微生物学和环境科学交叉领域，涉及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

强化的淤泥复绿矿山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矿产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长期以来被无序过度开发，不

仅破坏矿山环境，而且导致矿山地质灾害越来越多。矿山生态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首先要

恢复矿区植被，由于爆破和底部掏挖矿石造成矿山边坡凹凸不平，裸露的边坡以岩石坡面

为主，植物难以自然生长，亟需巨量的优质土壤覆盖，通过人工措施创造植被生长的必要条

件。

[0003] 在土地资源和优质土壤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巨量的江河湖泊清淤疏浚淤泥将为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提供天然的生态覆土。然而，江河湖泊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具

有含水率高、颗粒极细、压缩性大、强度低、存在金属污染物等特点，如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

淤泥，不仅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还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疏浚底泥的安全处理和综

合利用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难题。目前，淤泥处置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建材利用

和土地利用，卫生填埋占用大量土地且容易造成地下水污染，焚烧需购置专用设备、投资较

大、运行维护费用高，建材利用存在能耗高、产品质量差等缺点；淤泥中的有机质、氮磷营养

物等可转化为土壤营养成分，经稳定化处理后可用于林地、园林绿地、沙化地和废弃矿山修

复等，这是一种绿色、生态、高效的利用方法。现有的技术中没有为污泥无害化利用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的设备或系统，这导致了在淤泥无害化处理过程中需要将淤泥运输到不同的地

点处理，如前期的处理需要运输到专门的固废处理厂，后续回收利用需要将处理过后的无

害化淤泥运输到待施工地点。

[0004] 公开号为CN212021761U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淤泥处理装置，通过挤压过滤

的方式去除污泥中的水分，但其被挤出的污水被随意排放，没有经过后处理的污水会对环

境造成二次污染。

[0005] 公开号为CN111689667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极端微生物降解污泥重金属的方

法，通过将污泥与秸秆已经微生物混合后，采用阶梯式发酵的方式，通过微生物钝化污泥中

的重金属；但是其需要经过反复升温，且处理时间长，不适合批量化的处理大量河底淤泥，

实用性不强。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

复绿矿山的装置及方法，能够有效脱除淤泥中的水分，安全钝化淤泥中多金属离子，强化淤

泥的稳定性能，解决淤泥废弃物安全高效利用的难题，将该套装置整体安装到施工现场，只

需一次运输即可实现淤泥的有效回收利用。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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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绿矿山的装置，包括淤泥脱水装置，所述淤泥脱水装置包括脱水箱，其顶部设有加料口，

底部设有出料口，脱水箱内设置有通过伸缩杆驱动的挤压隔板，隔板内设滤布，隔板两面均

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排水孔，脱水箱底部两侧各设排水出料口；还包括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

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装置，所述脱水装置通过管路分别与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和淤泥

固化装置连接，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装置通过管路连接；离心泵将所述淤泥脱水装置

脱出的污水输送至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污水在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内矿化处理，淤泥脱

水装置产出的脱水淤泥被送至淤泥固化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好的脱水淤泥经淤泥喷射装置

输送到待施工表面。

[0008] 优选的，所述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包括夹套式的箱体，其底部设有加热介质进料

口，中上部设有加热介质出料口，箱体顶部设置有搅拌器，搅拌器带动搅拌桨旋转；箱体顶

部一侧设有污水加料口，污水加料口与所述离心泵相连，箱体顶部另一侧设有生物钝化材

料加料口，箱体中下部设有钝化后安全水出料口，底部设有沉降室。

[0009] 优选的，所述沉降室上方设有上截止阀，其下方设置有下截止阀。

[0010] 优选的，所述淤泥固化装置包括锥形箱体，锥形箱体上部设置有第二搅拌器，第二

搅拌器带动第二搅拌桨旋转，所述锥形箱体的顶部还设有脱水淤泥加料口、生物固化材料

加料口和植被种子加料口的三口加料口，锥形箱体底部设有混合物料出料口。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搅拌桨设置有四组，从上到下拍立额的四组第二搅拌桨的直径

逐渐变小且贴合所述锥形箱体的内壁。

[0012] 优选的，所述锥形箱体外侧还设置有夹层，第二加热介质进料口302设置在夹层的

中下部，第二加热介质出料口设置在夹层的中上部，

[0013] 优选的，淤泥喷射装置包括泵、增压器、蓄能器、控制器、液压器、压力表和喷嘴，所

述泵通过管路连接在淤泥固化装置的出料口与蓄能器之间，液压器与增压器连接，增压器

的另一接口与蓄能器出口通过控制器并联，控制器连接到喷嘴上。

[0014] 优选的，喷嘴的管线可自动收缩，用于不同距离的喷播。

[0015] 一种利用生物材料安全强化淤泥复绿矿山的方法，步骤如下：

[0016] （1）将高含水率的淤泥加入到淤泥脱水系统；

[0017] （2）脱出的污水进入多金属离子固化装置，加入生物钝化材料，加热；

[0018] （3）脱水污泥进入淤泥固化装置，加入植被种子和生物固化材料，混合均匀；

[0019] （4）将淤泥混合物通过淤泥喷射装置喷射到待施工面；

[0020] （5）使用步骤（2）中处理后的水对施工面进行养护。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3] 1、将处理后的淤泥作为种子载体使用，多金属离子钝化系统中生物材料可将淤泥

污水中的金属离子钝化为无机盐矿物，通过沉降室收集安全处置，处理后的水可用于植被

生长灌溉用水，整个处理和施工过程无废弃物排放。

[0024] 2、将淤泥脱水装置、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淤泥固化装置和淤泥喷射装置组成了

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实现淤泥即来即处理，不间断连续化作业，提高处理和施工效率。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装置的示意图。

[0026] 图中，1‑淤泥脱水装置，101‑脱水箱，102‑淤泥加料口，103‑脱水淤泥出料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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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隔板，105‑伸缩杆，106‑滤布，107‑排水孔，108‑压缩淤泥排水出料口，  109‑离心泵；

[0027] 2‑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  201‑箱体，202‑加热介质进料口，203‑加热介质出料口，

204‑搅拌器，  205‑压缩淤泥污水加料口，206‑生物钝化材料加料口，207‑安全水出料口，

208‑沉降室，209‑上截止阀，210‑下截止阀；

[0028] 3‑淤泥固化装置，  301‑锥形箱体，302‑第二加热介质进料口，303‑第二加热介质

出料口，304‑第二搅拌器，305‑脱水淤泥加料口，306‑生物固化材料加料口，307‑植被种子

加料口，308‑混合物料出料口；

[0029] 4‑淤泥喷射装置，401‑泵，402‑增压器，403‑蓄能器，404‑控制器、405‑液压器、

406‑压力表，407‑喷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一种生物材料安全强化淤泥和复绿矿山的系统，包括淤泥

脱水装置1、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淤泥固化装置3和淤泥喷射装置4。所述脱水装置1通过

管路分别与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和淤泥固化装置3连接，淤泥固化装置3和淤泥喷射装置4

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淤泥脱水装置1、淤泥固化装置3和淤泥喷射装置4设置在施工现场的可

移动载具上，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固定在施工场地，所述淤泥脱水装置1与多金属离子钝

化装置2通过可收放的管路连接。

[0032] 淤泥脱水装置1包括脱水箱101，脱水箱101顶部设有淤泥加料口102、底部设有脱

水淤泥出料口103，脱水箱101内设置有可移动的挤压隔板104，挤压隔板104通过连接有电

机的伸缩杆105驱动，挤压隔板104内设置有滤布106，挤压隔板104两面设有均匀分布的排

水孔107；脱水箱101两侧底部各设有压缩淤泥排水出料口108，淤泥脱水装置1至多金属离

子钝化装置2的管路上设置有离心泵109。

[0033] 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包括夹套式的箱体201，箱体201底部设有加热介质进料口

202、中上部设有加热介质出料口203，设有搅拌器204设置在所述箱体201的顶部，搅拌器

204下端连接有搅拌桨用于搅拌箱体201内待处理的污水，箱体201的顶部一侧设有压缩淤

泥污水加料口205，所述压缩淤泥污水加料口205与离心泵109相连，箱体201的顶部另一侧

设有生物钝化材料加料口206，箱体201中下部设有钝化后安全水出料口207，箱体201底部

设有沉降室208，沉降室设有上截止阀209和下截止阀210。

[0034] 淤泥固化装置3包括夹套式的锥形箱体301，锥形箱体301的中下部设有第二加热

介质进料口302，锥形箱体301的中上部设有第二加热介质出料口303，锥形箱体301的顶部

设有第二搅拌器304，所述第二搅拌器304连接有第二搅拌桨，所述第二搅拌桨设置有四级

从上到下逐渐缩小的桨叶，所述将夜锥形箱体301的内壁相吻合匹配，以达到更好的搅拌效

果，所述锥形箱体301的顶部设有脱水淤泥加料口305、生物固化材料加料口306、植被种子

加料口307的三口加料口，锥形箱体301的底部设有混合物料出料口308。

[0035] 淤泥喷射装置4利用压力喷射，设有泵401、增压器402、蓄能器403、控制器404、液

压器405、压力表406和喷嘴407；所述泵401通过管路连接在混合物料出料口308与蓄能器

403之间，液压器405与增压器402连接，增压器402的另一接口与蓄能器403出口通过控制器

404并联，控制器404连接到喷嘴40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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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基于上述装置的生物材料强化淤泥和复绿矿山的方法如下：

[0037] 步骤1，高含水率的淤泥通过淤泥加料口102加入到淤泥脱水装置1的脱水箱101

中，挤压隔板104在连接电机驱动的伸缩杆105的作用下压缩淤泥，淤泥中的污水通过排水

孔107渗出，通过隔板104两侧的排水出料口108进入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淤泥脱水装置1

至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的管路上设置有离心泵109，脱水后的淤泥经淤泥出料口103进入

淤泥固化装置3，淤泥脱水过程无废水排放，无二次污染；

[0038] 步骤2，含有多种金属离子的非达标排放污水通过离心泵109经加料口205打入到

箱体中201，生物钝化材料由顶部一侧的加料口206加入，通过搅拌器204持续搅拌混匀；加

热介质在加热设备中加热后经加热介质进料口202进入，经由加热介质出料口203流出进入

淤泥固化装置3；生物钝化材料将多种金属离子钝化为无机矿物，钝化后的安全水经出料口

207排出，可用于植被生长灌溉用水；无机矿物通过底部的倾斜结构自主汇聚到沉降室208，

沉降室208两端设有上截止阀209和下截止阀210，上截止阀209处于常开状态，下截止阀210

处于关闭状态，待沉降室208中矿物积累到一定量时，关闭上截止阀209，打开下截止阀210，

收集无机矿物，收集完毕后，关闭下截止阀210，打开上截止阀209，收集无机矿物时钝化过

程可以正常进行，提高处理效率；

[0039] 步骤3，淤泥固化装置3为夹套式锥形箱体301，加热介质经第二加热介质进口302

进入，经由第二加热介质出口303流出；向脱水淤泥加料口305、生物固化材料经加料口306、

植被种子加料口307内分别投入脱水污泥、生物固化材料和植被种子，通过第二搅拌器304

搅拌均匀，之后经混合物料出料口308进入淤泥喷射装置4；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淤泥固

化装置3通过加热介质加热，生物材料中的微生物在加热环境下钝化重金属、固化淤泥效果

显著提升；

[0040] 步骤4，脱水淤泥、生物固化材料、植被种子经淤泥固化装置3拌合均匀后经由管线

与淤泥喷射系统4连接，混合物料经喷嘴407喷射到矿山表层，喷嘴与控制器之间的管线可

自动收缩，适用于不同距离、不同坡度的矿山喷播，灵活方便，操作简单；混合材料喷射到矿

山表层后，在植被生长的养护期可采用多金属离子钝化系统钝化处理的水灌溉，为植被生

长提供安全用水；可以实现淤泥处理的零排放。

[0041] 为方便施工，施工时，淤泥运输车将淤泥逐渐分批次倾倒入淤泥脱水装置1内，挤

压出的污水被输送到多金属离子钝化装置2内储存处理，脱水淤泥与种子及微生物固化剂

混合后即可被淤泥喷射装置4喷射到需覆盖表面，实现连续化高效率作业。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3045166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3045166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