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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包括

挖泥船、脱水船以及泵送装置；所述挖泥船与所

述脱水船通过所述泵送装置连接，将挖起的淤泥

输送至所述脱水船；所述脱水船包括船体、设置

在所述船体上的除砂装置和脱水装置、脱水泥存

储装置；所述泵送装置、除砂装置、脱水装置和脱

水泥存储装置依次连接，形成淤泥处理通路。本

发明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将河道内的淤染底泥

挖出、脱水等一系列处理，经脱水后形成的干泥

可进一步处理后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清淤，减

量化、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解决河湖底泥

的积蓄与严重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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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挖泥船、脱水船以及泵送装置；所述挖泥

船与所述脱水船通过所述泵送装置连接，将挖起的淤泥输送至所述脱水船；

所述脱水船包括船体、设置在所述船体上的除砂装置和脱水装置、脱水泥存储装置、设

置在所述船体上的尾水处理装置；所述泵送装置、除砂装置、脱水装置和脱水泥存储装置依

次连接，形成淤泥处理通路；所述尾水处理装置连接所述脱水装置；所述除砂装置和尾水处

理装置分别位于所述脱水装置的相对两侧；

所述除砂装置采用网带式除砂机；所述脱水泥存储装置为设置在船体上的存储箱或形

成在船体上的存储空间，位于所述脱水装置的下方；

所述脱水装置包括箱体、设置在所述箱体内的淤泥脱水机、浓缩机以及将药剂加入待

浓缩淤泥内的加药单元；所述箱体上设有入口连通所述浓缩机和泵送装置，所述浓缩机的

进口端设有管道混合器，所述加药单元将药剂送至管道混合器中与淤泥混合；所述浓缩机

通过输送带连接所述淤泥脱水机，将浓缩处理的淤泥输送至所述淤泥脱水机以脱水处理形

成含水率低于60%的干泥；所述淤泥脱水机采用带式脱水机；所述浓缩机和淤泥脱水机采用

植毛滤带；

所述尾水处理装置包括接收来自所述脱水装置的从淤泥中脱出的污水的絮凝槽、拦污

除渣机；所述污水在所述絮凝槽中絮凝处理后，通过所述拦污除渣机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单元包括自动加药

机，设置在所述浓缩机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水装置还包括淤泥输

送机构，所述箱体上设有连通所述淤泥脱水机的出口，所述淤泥输送机构连接在所述淤泥

脱水机和脱水泥存储装置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水装置还包括设置在

所述箱体内的除臭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水处理装置还包括连

接在所述拦污除渣机和除砂装置之间的回收管道，所述回收管道将所述拦污除渣机中的淤

泥回收至所述除砂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泵送装置包括输送泵、

一端与所述输送泵连接的输送管道，所述输送管道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除砂装置；

所述输送泵设置在所述挖泥船上。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清淤集成

系统还包括通过输送带连接所述脱水船的泥驳船，所述脱水泥存储装置中的脱水泥通过所

述输送带运至所述泥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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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清淤集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淤泥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态清淤集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多，各种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河网，水环境

质量日益恶化，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道，

造成大量城市河流被严重污染。河道的水质恶化对供水水源地和水环境、水生态产生了许

多不利影响；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情况尤为严重。

[0003] 污染进入河道、湖泊、水库，大量污染物沉积在底泥，形成了新的污染源，降低了河

湖库水体的自净能力，继而引起河湖库水环境的逐渐恶化；与此同时，大多数水库也出现了

富营养化现象，严重影响了河、湖、库周边的人们的饮水安全，居住环境，降低了人们的生活

质量，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0004] 因此，有必要对河流湖泊污染底泥实现生态清淤，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解决河湖底泥的积蓄与严重污染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实现清淤淤泥减量化、无害化处理的生

态清淤集成系统。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包括

挖泥船、脱水船以及泵送装置；所述挖泥船与所述脱水船通过所述泵送装置连接，将挖起的

淤泥输送至所述脱水船；

[0007] 所述脱水船包括船体、设置在所述船体上的除砂装置和脱水装置、脱水泥存储装

置；所述泵送装置、除砂装置、脱水装置和脱水泥存储装置依次连接，形成淤泥处理通路。

[0008] 优选地，所述脱水装置包括箱体、设置在所述箱体内的淤泥脱水机、浓缩机以及将

药剂加入待浓缩淤泥内的加药单元；

[0009] 所述箱体上设有入口连通所述浓缩机和泵送装置，所述浓缩机连接所述淤泥脱水

机，将浓缩处理的淤泥输送至所述淤泥脱水机。

[0010] 优选地，所述加药单元包括自动加药机，设置在所述浓缩机一侧。

[0011] 优选地，所述脱水装置还包括淤泥输送机构，所述箱体上设有连通所述淤泥脱水

机的出口，所述淤泥输送机构连接在所述淤泥脱水机和脱水泥存储装置之间。

[0012] 优选地，所述脱水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箱体内的除臭装置。

[0013] 优选地，所述脱水船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船体上的尾水处理装置；所述尾水处理装

置连接所述脱水装置。

[0014] 优选地，所述尾水处理装置包括接收来自所述脱水装置的从淤泥中脱出的污水的

絮凝槽、拦污除渣机；所述污水在所述絮凝槽中絮凝处理后，通过所述拦污除渣机排出。

[0015] 优选地，所述尾水处理装置还包括连接在所述拦污除渣机和除砂装置之间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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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所述回收管道将所述拦污除渣机中的淤泥回收至所述除砂装置。

[0016] 优选地，所述泵送装置包括输送泵、一端与所述输送泵连接的输送管道，所述输送

管道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除砂装置；

[0017] 所述输送泵设置在所述挖泥船上。

[0018] 优选地，所述生态清淤集成系统还包括通过输送带连接所述脱水船的泥驳船，所

述脱水泥存储装置中的脱水泥通过所述输送带运至所述泥驳船。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将河道内的淤染底泥挖出、脱水等一系列处理，经脱水后形成

的干泥进一步处理后可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清淤，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解

决河湖底泥的积蓄与严重污染问题。

[0020] 从淤泥中脱出的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水体排放标准后可排入管网、湿地，也可就

地排放，减少污染。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2]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的连接框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中脱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说明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2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包括挖泥船10、脱水船20以

及泵送装置30；挖泥船10与脱水船20通过泵送装置30连接，将挖起的淤泥输送至脱水船20。

淤泥包括河道、湖泊、水库等水体环境中的污染底泥。

[0027] 挖泥船10可采用绞吸式挖泥船，利用机械式挖泥刀具对水体底部的淤泥层进行绞

割，并通过离心式泥浆泵把绞割的泥浆经吸管吸入。

[0028] 脱水船20可包括船体21、设置在船体21上的除砂装置22和脱水装置23、脱水泥存

储装置24；泵送装置30、除砂装置22、脱水装置23和脱水泥存储装置24依次连接，形成淤泥

处理通路；泵送装置30将挖泥船10挖起的淤泥输送至脱水船20，淤泥依次经过除砂、脱水后

形成干泥，可暂时存储在脱水泥存储装置24内。

[0029] 除砂装置22对淤泥进行初步分离处理，以将其中的垃圾、砾石、沙等分离出来，得

到泥浆状淤泥，并且减少砂石等对后续脱水机滤带的损伤。分离出来的沙、砾石可投放回水

体环境内，垃圾可进一步集成处理。

[0030] 除砂装置22可采用网带式除砂机。

[0031] 本实施例中，脱水装置23采用箱式密闭结构的脱水设备。

[0032] 具体地，如图2、3所示，该脱水装置23可包括箱体231、设置在箱体231内的淤泥脱

水机232、浓缩机233以及将药剂加入待浓缩淤泥内的加药单元234。

[0033] 箱体231上设有入口(未图示)连通浓缩机233和泵送装置30，泵送装置30输送的淤

泥进入浓缩机233内，加药单元234将絮凝剂或固化剂等药剂直接加入到浓缩机的淤泥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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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淤泥输送过程中加入其中，加有药剂的淤泥在浓缩机中经过调质和浓缩处理，实现淤

泥的初步固液分离，降低含水率，提高后续的脱水效率。

[0034] 浓缩机233可包括机架、与安装在机架上的泵组、传动装置、管道加药、絮凝槽、浓

缩主机和电控系统等；浓缩主机进一步可包括滤布装置、纠偏装置、卸料装置、清洗装置等。

[0035] 加药单元234可包括自动加药机，设置在浓缩机233一侧，可通过管道或输送泵将

药剂加入淤泥中。自动加药机具有自动配比功能，将絮凝剂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浓

缩机233的进口端可设置有管道混合器，自动加药机将絮凝剂送至管道混合器中与淤泥混

合。

[0036] 浓缩机233可通过输送带235连接淤泥脱水机232，将浓缩处理的淤泥输送至淤泥

脱水机232，以进行脱水处理，形成含水率低于60％的干泥。淤泥脱水机232可采用带式脱水

机。

[0037] 另外，浓缩机233和淤泥脱水机232优选采用植毛滤带，具有处理效率高、体积小、

节水节电、使用寿命长、对淤泥的适应性广等优点，适合于在船上工作。

[0038] 进一步地，如图1所示，脱水装置23还可包括淤泥输送机构236，箱体231上设有连

通淤泥脱水机232的出口，淤泥输送机构236连接在淤泥脱水机232和脱水泥存储装置24之

间。

[0039] 淤泥输送机构236可包括输送带以及驱动输送带传送的电机装置等。脱水泥存储

装置24可以是设置在船体21上的存储箱或形成在船体21上的存储空间；可以位于脱水装置

23的下方。

[0040] 脱水装置23还包括设置在箱体231内的除臭装置237，对箱体231内空气进行净化。

除臭装置237设置在箱体231的通气口处。除臭装置237可以通过化学、生物或离子除臭法实

现除臭，例如可采用喷雾式除臭器或活性炭吸附材料。

[0041] 进一步地，脱水船20还包括设置在船体21上的尾水处理装置25；尾水处理装置25

连接脱水装置23，将浓缩机233、淤泥脱水机232处理脱出的污水进行处理，以确保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2001)二

级标准。处理后的污水可排入管网，也可排入湿地或就地排入水体中。

[0042] 如图1、2所示，尾水处理装置25可包括接收来自脱水装置23的从淤泥中脱出的污

水的絮凝槽251、拦污除渣机252。絮凝槽251和拦污除渣机252连接，污水在絮凝槽251中絮

凝处理后，通过拦污除渣机252排出。

[0043] 尾水处理装置25还可包括将絮凝剂加入絮凝槽251中的加药机253。加药机253可

自动往絮凝槽251内加药。污水在絮凝槽251内经过絮凝剂的絮凝作用，污水中的悬浮物凝

聚为大颗粒凝聚体；含有凝聚体的污水进入拦污除渣机252后可直接排放水体中，而大颗粒

凝聚体及其他固体渣质则被拦截。

[0044] 进一步，尾水处理装置25还可包括连接在拦污除渣机252和除砂装置22之间的回

收管道，回收管道将拦污除渣机252中拦截的大颗粒凝聚体及其他固体渣质回收至除砂装

置22。

[0045] 脱水船20还包括发电机组(未图示)，设置在船体21上，为除砂装置22和脱水装置

23、尾水处理装置25等装置供电。

[0046] 可以理解地，脱水船2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脱水装置23，脱水装置23的数量根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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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1的体积以及淤泥量而定。

[0047] 又如图1所示，泵送装置30可包括输送泵31(如泥浆泵)、一端与输送泵31连接的输

送管道32，输送管道32的另一端延伸至除砂装置23。输送泵31设置在挖泥船10上，将挖泥船

10挖起的淤泥泵送至脱水船20。

[0048]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还可包括通过输送带50连接脱水船20的泥

驳船40，脱水泥存储装置24中的脱水泥(干泥)通过输送带50运至泥驳船40。泥驳船40可将

脱水后的干泥运往底泥固化站，干泥进一步固结处理后再资源化利用。

[0049]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还可包括分拣装置(未图示)，将堤岸部分

存在的建筑垃圾、体积较大的废弃物挖掘分拣去除，利于后续淤泥的挖取工作。分拣装置可

包括抓斗挖泥船或扫床装置。

[0050] 本发明的生态清淤集成系统工作时，挖泥船10在水体中定位后再挖泥，按定位区

分挖泥船10有钢桩定位横挖施工法和锚缆施工法两种，优选采用钢桩定位横挖施工法。挖

泥船10装有两根钢桩和两根摆动缆，利用一根钢桩为主桩，插入河底作为船的摆动中心，通

过左右摆动缆的收放进行横挖，前移时，两根钢桩交替进行换桩；挖泥船10开挖平面轨迹呈

月牙形。

[0051] 挖泥船10挖起的淤泥通过泥浆泵输送至脱水船20，从而对淤泥进行脱水等处理。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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