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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

属于压滤机技术领域。包括一体化的清洗装置、

压榨装置和带布泥器的进料装置，可移动带式浓

缩压滤整机的一侧与机架相连还设有可移动的

污水处理系统。本发明浓缩压滤和对辊压榨一体

化，且自带可移动式污水处理系统，具有脱水效

果好，污泥处理量大，占地面积小，方便随施工现

场移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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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体化的清洗装置、压榨装置和带布泥

器的进料装置，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的一侧与机架相连还设有可移动的污水处理系

统；所述进料装置还包括与滤布带运动方向垂直间隔设置的若干个导水耙，导水耙的横截

面呈V型结构，导水耙上间隔设置若干个导水耙齿，前后相邻的导水耙上的导水耙齿彼此错

位设置，不在前后同一条水平线上，所述压榨装置的上层滤布带的网目数大于下层滤布带

的网目数；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喷水管，喷水管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开口端为进水口连接进

水管道，喷水管的下部间隔开设若干喷水口，每个喷水口上均安装扇形喷嘴，喷水管内设置

可轴向转动的连杆，连杆上对应喷水口的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滚刷，喷水管封闭端的下部开

设排污口；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还包括刮泥板，刮泥板采用聚乙烯材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

括依次连接的回水用沉淀池、氧化池、清水池和洗布水回用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池分为一级

氧化池和二级氧化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布泥器的搅拌叶

片为两条且安装于同一水平轴上，搅拌叶片沿位于布泥器内的水平轴段的中心左右对称布

设，布泥器的搅拌叶片为螺带式或叶片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

压滤整机上安装有张紧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

压滤整机上安装有纠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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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属于压滤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如果不加以处理，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常采用的

方式是对污水沉淀后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经过脱水后的污泥含水量较低，所占体积大大

减少，方便运输，有利于进一步的处置和利用。

[0003] 对含泥的污水进行处理，一般需要在施工现场挖设污水存储池、混合池、絮凝池、

沉淀池和氧化池等对污水的逐级处理系统建筑，配合压滤机进行污水处理，所占地空间较

大，需要大量人工和时间，当施工完成后，所挖设的建筑还需要填平处理，施工现场转移，还

需要重新挖设以上配套设施，费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4] 考虑到以上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与压滤机配

套设置有可移动的污水处理系统。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包括一体化的清洗装置、压榨装置和带布泥器的进料

装置，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的一侧与机架相连还设有可移动的污水处理系统。

[0007] 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回水用沉淀池、氧化池、清水池和洗布水回用

池。

[0008] 所述氧化池分为一级氧化池和二级氧化池。

[0009] 所述布泥器的搅拌叶片为两条且安装于同一水平轴上，搅拌叶片沿位于布泥器内

的水平轴段的中心左右对称布设，布泥器的搅拌叶片为螺带式或叶片式。

[0010] 所述进料装置还包括与滤布带运动方向垂直间隔设置的若干个导水耙，导水耙的

横截面呈V型结构，导水耙上间隔设置若干个导水耙齿，前后相邻的导水耙上的导水耙齿彼

此错位设置，不在前后同一条水平线上。

[0011]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喷水管，喷水管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开口端为进水口连接进

水管道，喷水管的下部间隔开设若干喷水口，每个喷水口上均安装扇形喷嘴，喷水管内设置

可轴向转动的连杆，连杆上对应喷水口的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滚刷，喷水管封闭端的下部开

设排污口。

[0012] 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还包括刮泥板，刮泥板采用聚乙烯材质。

[0013] 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上安装有张紧装置。

[0014] 所述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上安装有纠偏装置。

[0015] 所述压榨装置的上层滤布带的网目数大于下层滤布带的网目数。

[0016] 本发明浓缩压滤和对辊压榨一体化，且自带可移动式污水处理系统，具有脱水效

果好，污泥处理量大，占地面积小，方便随施工现场移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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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以下通过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

[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主视图；

[0020] 图2为图1中污水处理系统结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布泥器的螺带式搅拌叶片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采用图3结构的布泥器的主视图；

[0023] 图5为图1中布泥器的叶片式搅拌叶片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采用图5结构的布泥器的主视图；

[0025] 图7为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标号说明：

[0027] 布泥器1，搅拌叶片11，水平轴12，导水耙2，上层滤布带31，下层滤布带32，刮泥版

4，纠偏装置5，张紧装置6，喷水管71，进水口72，喷水口73，扇形喷嘴74，连杆75，滚刷76，排

污口77，手轮78，污水处理系统8，回水用沉淀池81，一级氧化池82，二级氧化池83，清水池

84，洗布水回用池85。

[00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结合图1至图7所示，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包括一体化的清洗装置、压榨装置

和带布泥器1的进料装置，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的一侧与机架相连还设有可移动的污

水处理系统8。

[0030] 上述方案中的污水处理系统8包括依次连接的回水用沉淀池81、一级氧化池82、二

级氧化池83、清水池84和洗布水回用池85。

[0031] 布泥器1的搅拌叶片11可采用螺带式或叶片式，具有较好的上下循环性能，特别适

合粘度较高的物料的混合；搅拌叶片11为两条且安装于同一水平轴12上，搅拌叶片11沿位

于布泥器1内的水平轴12段的中心左右对称布设，两条搅拌叶片11沿水平轴12中心分别向

外侧旋转，可使泥水在布泥器1中的流动形成更多的涡流，加快了泥水的混合速度，提高了

混合的均匀度，有利于泥水在滤布带上的流动。

[0032] 进料装置还包括与滤布带运动方向垂直间隔设置的若干个导水耙2，导水耙2的横

截面呈V型结构，导水耙2上间隔设置若干个导水耙齿（图中未标出），前后相邻的导水耙2上

的导水耙齿彼此错位设置，不在前后同一条水平线上。导水耙齿前后错位设置，可以确保堆

积在滤布带上的污泥随着滤布带的运动逐渐被均匀摊平，加速污泥上部的游离水的渗出，

具有脱水快、效果好的优点。导水耙2其横截面呈V型结构，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使堆积在

滤布带上的污泥沿V型面向两侧分流，有利于污泥的分布均匀。

[0033] 清洗装置包括喷水管71，喷水管71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开口端为进水口72连接

进水管道，喷水管71的下部间隔开设若干喷水口73，每个喷水口73上均安装扇形喷嘴74，扇

形喷嘴74可进一步增大喷水面积，有利于滤布带的清洗；喷水管71内设置用手轮78驱动可

轴向转动的连杆75，连杆75上对应喷水口73的位置均固定安装有滚刷76，喷水管71封闭端

的下部开设排污口77，排污口77方便在清洗滤布带时溅起并进入喷水管71中的污泥随水流

流动而排出，保持喷水管71内的清洁。本发明清洗装置中的连杆75，可以在清洗装置工作的

过程中始终保持转动，做到滚刷76时时清洁喷水口73处的污泥，也可以在清洗装置工作一

段时间后再转动对喷水口73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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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上述方案中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还包括刮泥板4，刮泥板4用于将压榨后残

留在回程的上层滤布带31和下层滤布带32上的污泥进行刮除，所用材质为聚乙烯，防止在

刮除时对滤布带产生损伤。

[0035] 滤布带的张力决定了污泥在压榨脱水区所承受压力的大小，滤布带的张力越大泥

饼的含水率越低，上下滤布带的张力差对脱水效果有显著的影响，当上下滤布带存在张力

差时，污泥所承受的压力不平衡，压力大的一方会将泥饼压向压力小的一方。因此，在可移

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的上层滤布带31和下层滤布带32的传动辊处均安装有张紧装置6。调

节下层滤布带32的张力使之小于上层滤布带31的张力，可以极大限度地增加下层滤布带32

自由剥离的出泥量，提高出泥成饼率。

[0036] 为了提高滤布带脱水性能和对污泥的捕集能力，上层滤布带31的网目数一般大于

下层滤布带32的网目数，在增强脱水性能的同时对污泥具有良好的拦截作用。

[0037] 在滤布带的运行过程中，由于污泥在滤布带上分布厚度不均、滤布带厚度的差异

和辊筒之间的累积平行度的误差，容易造成滤布带跑偏现象。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轻者会影

响设备的运行效果，使处理能力减小，严重的会使滤布带破损断裂、设备停机。因此，本实施

例中还在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上安装对上层滤布带31和下层滤布带32进行纠偏的纠

偏装置5，对滤布带进行纠偏处理。

[0038] 本发明提供的可移动带式浓缩压滤整机，使用时将泥浆水用管道抽入回水用沉淀

池81内，并在管道内加入清水剂，使泥浆水絮凝沉淀，沉淀后的污泥用泵打入布泥器1内，上

层的清液则流入到一级氧化池82内进行初步氧化处理，从一级氧化池82出水口流出的清液

继续流入到二级氧化池83内进一步氧化处理。经过二次氧化后的清水则可以通过水泵抽回

到清水池84中二次使用。同时，对带式压滤机的滤布清洗用的洗布水则通过设于带式压滤

机下的收集槽回收，并通过管道重新输送到洗布水回用池85内回收利用。

[0039] 含水污泥在布泥器1的混合作用下被滤布带均匀输送至压滤机的重力脱水区，迅

速脱去污泥中的游离水。接着进入楔形预压脱水区将重力区卸下的污泥用上下滤布带缓缓

夹住，形成三明治式的夹角层，对其进行顺序缓慢预增加压过滤，使泥层中残余的游离水减

至最低，随着上下滤布带缓慢前进，两条滤布带之间的上下距离逐渐减小，中间的泥层逐渐

变硬，最后进入“S”压榨区，经若干个压榨辊反复压榨，上下两条滤布带在经过交错各辊形

成的波形路径时，由于两条滤布带的上下位置顺序交替，对夹持的泥饼产生剪切力，将残存

于污泥中的水分绝大部分积压滤除，促使泥饼再一次脱水，最后通过刮泥板4将干泥饼刮

落。

[004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他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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