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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

装置，结构简单，造价便宜，无需使用动力搅拌等

设施即可满足物料的混合，且混合效果优良，可

以根据来水、来泥量的大小自由的选择混流管和

混合箱的大小，且能满足多种药剂的混合添加，

包括吸药机、多根混流管和混合箱，所述的吸药

机和混流管相互连接后位于上层，混合箱位于下

层。所述吸药机前端设置有进水管，尾部与转向

头相连，所述转向头后端连接混流管，所述多根

混流管串联并由180°的转向头相连接，在混流管

的尾部连接有90°的连接弯头，所述的混合箱上

方有导流管，所述连接弯头与所述导流管相连

接，混合箱的尾端固定设置有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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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包括吸药机、多根混流管和混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吸药机和多根混流管相互连接后位于上层，混合箱位于下层，所述吸药机前端设置有进

水管，尾部与转向头相连，所述转向头后端连接混流管，所述多根混流管之间串联并由转向

头相连接，在混流管的尾部连接有连接弯头，所述的混合箱上方有导流管，所述连接弯头与

所述导流管相连接，混合箱的尾端固定设置有出水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弯头和所述导流管通过两片法兰

片与紧固螺丝连接，所述的导流管与和出水管在同一侧的不同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箱的高度为混流管外部管径的三

倍长度，箱体内部高度大于混流管外部管径的两倍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药机和混流管组成的上层设备由

支撑架支撑抬起，支撑架下方与下层设备混合箱连接固定，上方通过抱箍与上层设备吸药

机和混流管连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药机为一根两端大中间小倒纺锤形

结构的异径管道，管道的中段部分的管径为两端管径的1/2；所述吸药机与前端进水管通过

焊接固定，进水管的前半部分为防软管脱落的宝塔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药机中心位置设置有加药管，加药

管下方与吸药机连接，内部管道连通，加药管设置安装有流量控制球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混流管内部固定设置有导流板，导

流板与混流管管体固定连接，并成螺旋形设置，导流板的高度为混流管管体内部直径的1/

4，厚度为1‑2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混合箱是一个内部为中空结构的长

方形箱体，内部设置有不封闭混合箱挡板，在出水管的另一侧留有混合箱引流孔，引流孔的

长度等于混流管内径的两倍，高度为混合箱的内部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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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保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污水、污泥处理的流动式自混合加

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加药混凝系统是一种常见的水处理系统，广泛的应用于污水处理、污泥、底泥等泥

水混合物的分离处理中，该处理系统能有效地将固液进行分离，便于后续操作。

[0003] 传统的加药混凝技术可以分为凝聚和絮凝两个阶段。在凝聚阶段，混凝剂进入原

水中充分水解，使水中的杂质脱稳凝聚，形成较小的矾花；在絮凝阶段，较小的矾花在一定

的水力条件下通过吸附桥架的作用进一步结大，结成具有良好沉降性能的矾花的过程。

[0004] 在传统混凝技术中一般通过搅拌来实现凝聚和絮凝的过程，每个过程的主要参数

都包括：搅拌速度和搅拌时间，其中搅拌速度通常用速度梯度G值作为重要的控制参数，一

般当G值在500～1000S‑1  范围内时，比较适用于混凝剂的快速水解、聚合和颗粒脱稳，此时

形成的颗粒范围较小，搅拌时间一般在  10‑30S。当G值在20～80S‑1范围内时，比较适合小

颗粒絮体的凝聚和成长，凝聚时间一般控制在  8‑30min左右。因此加药混凝技术的重点主

要是要控制需要混凝的物料水流速度，一般采用的是先快后慢的方式，开始先进行快速的

凝聚，再逐步降低速率，最终控制在合理的流速范围内絮凝。

[0005] 一般传统的混凝装置都设置有专门的混凝搅拌池，并安装有搅拌机进行搅拌。污

水、污泥、底泥等需要进行固液分离的物料首先与需要添加的混凝药剂在混凝搅拌池内汇

合，通过设置在池内的搅拌机搅拌，将混凝药剂和物料充分混合，促进小颗粒固体间相互链

接成为大分子颗粒物，最后再进入固液分离系统进分离。

[0006] 传统的混凝搅拌装置一般需要占用一定的设施用地面积，且建筑费用造价较贵；

此外，传统混凝搅拌装置需要专业的动力设备进行泥水等物料的搅拌混合，需要一定能源

消耗。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发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传统混凝搅拌处理系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

供了简单易行的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9] 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包括吸药机、多根混流管和混合箱，所述的吸药机和

混流管相互连接后位于上层，混合箱位于下层。所述吸药机前端设置有进水管，尾部与转向

头相连，所述转向头后端连接混流管，所述多根混流管串联并由180°的转向头相连接，在混

流管的尾部连接有90°的连接弯头，所述的混合箱上方有导流管，所述连接弯头与所述导流

管相连接，混合箱的尾端固定设置有出水管。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弯头和所述导流管通过两片法兰片与紧固螺丝进行固定链

接。所述的导流管与和出水管在同一侧的不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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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混合箱的高度为混流管外部管径的三倍长度，箱体内部高度大

于混流管外部管径的两倍长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吸药机和混流管组成的上层设备由支撑架支撑抬起，支撑架下

方与下层设备混合箱焊接固定，上方通过抱箍与上层设备吸药机和混流管进行连接固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吸药机由一根两端大中间小倒纺锤形结构的异径管道制作而成，

两端外沿管径根据现场需要在DN50‑DN150之间选择，管道的中段部分的管径为两端管径的

1/2。所述吸药机前端为进水管，两者通过焊接固定，进水管的前半部分为防软管脱落的宝

塔结构。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吸药机中心位置设置有加药管，加药管下方与吸药机焊接连接，

内部管道连通，上方可以设置多个三通，可以设置多组加药管，每组加药管设置安装有流量

控制球阀，在流量控制球阀前端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流量计进行显示。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混流管内部可固定设置有导流板，导流板直接与管体焊接固定，

并成螺旋形设置，螺旋形弧度可以设置为180°，导流板的高度可以设置为混流管管体内部

直径的  1/4，厚度一般为1‑2mm。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混合箱是一个内部为中空结构的长方形箱体，内部设置有混合

箱挡板对水流状态进行引导，混合箱挡板不封闭，在出水管的另一侧留有混合箱引流孔，引

流孔的长度等于混流管内径的两倍，高度为混合箱的内部净高。

[0017]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吸药机通过管径的变化实现了动能和势能的转化，在管径最小处实现了负压

差，可以不用计量泵实现混凝药剂的自动计量和添加；

[0019] (2)混合箱设置的挡板可以实现压差搅拌，通过预设的混合箱引流孔，实现水流状

态的再次压缩和搅拌，完成小颗粒物体的交联接触和絮体扩大，最终能进行沉淀；

[0020] (3)通过设置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可以省去占地面积较大的混凝搅拌池，最少

节约4/5 以上的用地面积，降低2/3以上的企业建设成本。

[0021] (4)本实用新型外形结构简单、制作方便，无需像混凝沉淀池只能固定在某处使

用，可随时进行拆卸、运输和安装，比较适合在河涌底泥、微型污水设施污泥处置等户外流

动性场所的施工和处置。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整体外形结构俯视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整体外形结构外侧侧视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加药管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混流管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混合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吸药机；2、混流管；3、混合箱；4、进水管；5、加药管；6、转向头；7、连接弯

头；8、出水管；9、导流板；10、混合箱挡板；11、混合箱引流孔；12、流量控制球阀；  13、抱箍；

14、支撑架；15、法兰片；16、紧固螺丝；17、导流管。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6191307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9] 如图1所示的一种流动式自混合加药装置，包括吸药机1、混流管2和混合箱3，所述

的吸药机1  和混流管2相互连接后位于上层，混合箱3位于下层。所述吸药机1前端设置有进

水管4，尾部与转向头6相连，所述转向头6后端连接混流管2，所述混流管2串联并由180°的

转向头6相连接，在混流管2 的尾部连接有90°的连接弯头7，所述的混合箱3上方有导流管

17，所述连接弯头7与导流管17相连接，混合箱3的尾端固定设置有出水管8。

[0030] 如图2所示，所述连接弯头7和所述导流管17通过两片法兰片15与紧固螺丝16进行

固定链接。所述的导流管17与和出水管8在同一侧的不同面上。

[0031] 如图2所示，所述的混合箱3的高度为混流管2外部管径的三倍长度，箱体内部高度

大于混流管2外部管径的两倍长度。

[0032] 如图2所示，所述的吸药机1和混流管2组成的上层设备由支撑架14支撑抬起，支撑

架14下方与下层设备混合箱3焊接固定，上方通过抱箍13与上层设备吸药机1和混流管2进

行连接固定。

[0033] 如图1所示，所述吸药机1由一根两端大中间小倒纺锤形结构的异径管道制作而

成，两端外沿管径根据现场需要在DN50‑DN150之间选择，管道的中段部分的管径为两端管

径的1/2。所述吸药机1  与前端进水管4通过焊接固定，进水管4的前半部分为防软管脱落的

宝塔结构。

[0034] 如图1和图3所示，吸药机1中心位置设置有加药管5，加药管5下方与吸药机1焊接

连接，内部管道连通，上方可以设置多个三通，可以设置多组加药管，每组加药管设置安装

有流量控制球阀12，在流量控制球阀12前端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流量计进行显示。

[0035] 如图4所示，所述的混流管2内部可固定设置有导流板9，导流板9直接与管体焊接

固定，并成螺旋形设置，螺旋形弧度可以设置为180°，导流板9的高度可以设置为混流管2管

体内部直径的1/4，厚度一般为1‑2mm。

[0036] 如图5所示，所述的混合箱3是一个内部为中空结构的长方形箱体，内部设置有混

合箱挡板  10对水流状态进行引导，混合箱挡板10不封闭，在出水管8的另一侧留有混合箱

引流孔11，引流孔11的长度等于混流管2内径的两倍，高度为混合箱3的内部净高。

[0037] 具体使用过程及原理，将需要混凝的物料通过水泵泵入进水管4，由于吸药机1的

管径不同，存在的压差不同，并在最小管段达到负压差最大，需要添加的药剂可以通过加药

管5吸入或泵入吸药机1；物料和药剂的混合物在混流管2中快速的流动，由于混流管2对物

料不断的旋转和折流翻转，药剂得到了快速的混合，并基本混匀；混匀后的物料进入混合箱

3，流速迅速变缓，通过加药管5添加的药剂开始迅速与水体中的悬浮颗粒进行联合，开始在

混合箱3的前半个箱体内进行凝聚，由于箱体内设置了混合箱挡板10，物料被迫只能通过混

合箱引流孔11进行流动，由于引流孔11过流面积不大，物料被再次受水流的作用进行轻柔

的挤压和再混合，物料开始絮凝，并逐渐聚合成较大颗粒的物质，最终物料进入沉淀池进行

沉淀。

[0038] 上述说明均是对本实用新型可行性实施例的具体说明，本该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

专利的范围，在不脱离原理的前提下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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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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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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