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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

及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固体废物水处

理设备。本实用新型中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

和供应预设温度的水的供水装置相连接，用于对

水溶性的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

液输送给水处理系统，包括：罐体，顶部具有开

口，用于盛装固体废物；进水管，一端伸入至罐体

内，另一端用于和供水装置相连接；搅拌器，固定

设置在罐体的顶部，用于对被容纳在罐体内的固

体废物和水进行搅拌从而形成废液；以及抽取

泵，固定设置在罐体的顶部，用于对罐体内所形

成的废液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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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和供应预设温度的水的供水装置相连接，用于对水溶性

的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液输送给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罐体，顶部具有开口，用于盛装所述固体废物；

进水管，一端伸入至所述罐体内，另一端用于和所述供水装置相连接；

搅拌器，固定设置在所述罐体的顶部，用于对被容纳在所述罐体内的所述固体废物和

所述水进行搅拌从而形成所述废液；以及

抽取泵，固定设置在所述罐体的顶部，用于对所述罐体内所形成的所述废液进行抽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液位计，用于实时测量所述罐体内的所述水的液位；

进水用电控阀，设置在所述进水管的所述另一端；以及

控制器，通过信号电路与所述液位计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所述进水用电控阀相连

接，用于在所述液位计测得的液位值低于预设液位范围的下限值时控制所述进水用电控阀

开启、以及在所述液位值高于所述预设液位范围的上限值时控制所述进水用电控阀关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进汽管，该进汽管的一端伸入至所述罐体内，另一端用于和蒸汽发生装置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罐体的侧壁上，用于实时测量所述罐体内部的温度；

进汽用电控阀，设置在所述进汽管的所述另一端；以及

控制器，通过信号电路与所述温度传感器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所述进汽用电控阀

相连接，用于在所述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值低于预设温度值时控制所述进汽用电控阀开

启、以及在所述温度值高于所述预设温度值时控制所述进汽用电控阀关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搅拌器含有搅拌轴、搅拌片组以及用于驱动所述搅拌轴进行旋转的搅拌驱

动件，

所述搅拌轴的一端与所述搅拌驱动件相连接，另一端伸入至所述罐体内，

所述搅拌片组固定设置在所述搅拌轴的所述另一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搅拌驱动件具有电机以及减速机，

所述减速机的输入端与所述电机的转轴相连接，输入端与所述搅拌轴的所述一端相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抽取泵具有抽取管，该抽取管的一端与所述抽取泵的进水口相连接，另一端

伸入至所述罐体内。

8.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和外部水处理系统相连接，用于对水溶性的固体废物进

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液输送给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用于对所述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以及

沉淀池，与所述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所述外部水处理系统分别连接，用于对所述

废液进行沉淀处理，

其中，所述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为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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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废物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

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化工医药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有硫酸盐类物质的固体废物，这类

固体废物尽管毒性不大，但过量排放会导致生态问题，因此不允许直接排放。

[0003] 由于硫酸盐类物质能够被水溶解，目前硫酸盐类固体废物通常先采用人工搅拌方

式将固体废物和水溶解形成废液，再将该废液输送给现有的水处理系统进行进一步处理。

但是，这种人工搅拌方式容易出现搅拌不均匀，进而造成固体废物溶解不完全；同时，人工

操作的效率较低，而且工人劳动强度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且溶解效果较好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固体废

物水处理设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方案一>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和供应预设温度的水的供水装置相连

接，用于对水溶性的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液输送给水处理系统，包括：罐

体，顶部具有开口，用于盛装固体废物；进水管，一端伸入至罐体内，另一端用于和供水装置

相连接；搅拌器，固定设置在罐体的顶部，用于对被容纳在罐体内的固体废物和水进行搅拌

从而形成废液；以及抽取泵，固定设置在罐体的顶部，用于对罐体内所形成的废液进行抽

取。

[0008]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还包括：液

位计，用于实时测量罐体内的水的液位；进水用电控阀，设置在进水管的另一端；以及控制

器，通过信号电路与液位计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进水用电控阀相连接，用于在液位计

测得的液位值低于预设液位范围的下限值时控制进水用电控阀开启、以及在液位值高于预

设液位范围的上限值时控制进水用电控阀关闭。

[0009]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还包括：进

汽管，该进汽管的一端伸入至罐体内，另一端用于和蒸汽发生装置相连接。

[0010]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还包括：温

度传感器，设置在罐体的侧壁上，用于实时测量罐体内部的温度；进汽用电控阀，设置在进

汽管的另一端；以及控制器，通过信号电路与温度传感器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进汽用

电控阀相连接，用于在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值低于预设温度值时控制进汽用电控阀开

启、以及在温度值高于预设温度值时控制进汽用电控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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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搅拌

器含有搅拌轴、搅拌片组以及用于驱动搅拌轴进行旋转的搅拌驱动件，搅拌轴的一端与搅

拌驱动件相连接，另一端伸入至罐体内，搅拌片组固定设置在搅拌轴的另一端。

[0012]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搅拌

驱动件具有电机以及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入端与电机的转轴相连接，输入端与搅拌轴的一

端相连接。

[0013]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抽取

泵具有抽取管，该抽取管的一端与抽取泵的进水口相连接，另一端伸入至罐体内。

[0014] <方案二>

[0015]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和外部水处理系统相连接，用于对

水溶性的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液输送给水处理系统，包括：固体废物水处

理装置，用于对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以及沉淀池，与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外部

水处理系统分别连接，用于对废液进行沉淀处理，其中，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为<方案一>的

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

[0016] 实用新型的作用与效果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

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因为具有进水管、搅拌器以及抽取泵，进水管与供水装置相连接，

搅拌器能够对被容纳在罐体内的固体废物和水进行搅拌而形成废液，抽取泵能够对所形成

的废液进行抽取，从而实现了固体废物水处理的机械化操作，避免人工操作容易出现搅拌

不均匀而造成固体废物溶解不完全的问题，溶解效果较好；而且，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率

较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

明，以充分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固

体废物水处理设备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0020] <实施例>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在本实施例中，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用于和外部水处理系统相连接，用于对水溶

性的固体废物，例如含有硫酸盐物质的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并将该废液输送给水

处理系统。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包括：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100以及沉淀池(图中未示

出)。

[0023] 如图1所示，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100和供应预定温度的水的供水装置(图中未示

出)相连接，用于对固体废物进行溶解形成废液。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100包括罐体10、进

水管20、搅拌器30、抽取泵40、液位计50、进水用电磁阀60以及控制器(图中未示出)。

[0024] 罐体10用于盛装固体废物，为由铁板焊接而成的且顶部具有开口的长方体形壳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159459 U

4



体。在本实施例中，罐体10的顶部还设有安装横梁(图中未示出)，用于安装固定搅拌器30以

及抽取泵40；安装横梁的两端分别固定设置在罐体10中呈对向布置的两个罐壁的顶部。

[0025] 进水管20用于向罐体10内输送作为溶剂的水，其一端伸入至罐体20内，另一端和

供应预设温度的水的供水装置(图中未示出)相连接。在本实施例中，预设温度为40-50℃。

[0026] 搅拌器30固定设置在罐体10的顶部，用于对被容纳在罐体10内的固体废物和水进

行搅拌，以使固体废物溶解到水中从而形成废液。该搅拌器30含有电机31、减速机32、搅拌

轴33以及搅拌片组34。

[0027] 电机31和减速机32共同构成搅拌器30的搅拌驱动件，减速机32固定设置在罐体10

的安装横梁上，减速机32的输入端与电机31的转轴相连接。在本实施例中，减速机32为摆线

减速机，具有减速比较大、运行平稳、容易分解安装以及安装方便等优点。

[0028] 搅拌轴33的上端与减速机32的输出端相连接，在该减速机32的驱动下能够进行旋

转。搅拌轴33的下端伸入至罐体10内。

[0029] 搅拌片组34固定设置在搅拌轴33上，在搅拌轴33的带动下进行旋转从而实现搅拌

作用。搅拌片组34含有分别呈中心辐射状布置的多个第一搅拌片34a以及多个第二搅拌片

34b，多个第一搅拌片34a与多个第二搅拌片34b相互交错布置，第一搅拌片34a垂直于搅拌

轴33，第二搅拌片34b朝向搅拌轴33的下端方向延伸且与搅拌轴33呈30-60°的夹角。这种搅

拌片空间结构的设计，能够对固体废物进行更佳均匀的搅拌，提高搅拌效果，从而使得固体

废物快速地溶解到水中。

[0030] 抽取泵40固定设置在罐体10顶部的安装横梁上，用于对罐体10内所形成的废液进

行抽取并输送给沉淀池。抽取泵40具有抽取管41，该抽取管41的一端与抽取泵40的进水口

相连接，另一端伸入至罐体10内。抽取泵40的出水口与沉淀池相连通。

[0031] 液位计50固定设置在罐体10，用于实时测量罐体10内的水的液位信息并将该液位

信息发送给控制器。在本实施例中，液位计50为BSCK-2088LS5F22M3型液位变送器。

[0032] 进水用电控阀60设置在进水管20与供水装置相连的一端。在本实施例中，进水用

电控阀60为LDBAA100型法兰式电动球阀。

[0033] 控制器通过信号电路与液位计50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进水用电控阀60相连

接，用于接受液位计发送来的液位信息并基于该液位信息生成进水开通信号或进水关闭信

号，以控制进水用电控阀60的开启或关闭，从而实现在液位计50测得的液位值低于预设液

位范围的下限值时控制进水用电控阀60开启、以及在液位值高于预设液位范围的上限值时

控制进水用电控阀60关闭。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为PLC西门子S7-300型控制器。

[0034] 沉淀池与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100中的抽取泵40以及外部水处理系统分别连接，

用于对废液进行沉淀处理并将沉淀后的上层液输送给外部水处理系统，以进行进一步的处

理。

[0035] 实施例的作用与效果

[0036] 根据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以及包含该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的

固体废物水处理设备，因为具有进水管、搅拌器以及抽取泵，进水管与供水装置相连接，搅

拌器能够对被容纳在罐体内的固体废物和水进行搅拌而形成废液，抽取泵能够对所形成的

废液进行抽取，从而实现了固体废物水处理的机械化操作，避免人工操作容易出现搅拌不

均匀而造成固体废物溶解不完全的问题，溶解效果较好；而且，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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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037] 此外，因为还具有液位计、进水用电控阀以及控制器，液位计和进水用电控阀均与

控制器相连接，液位计能够实时测量罐体内的水的液位，进水用电控阀设置在进水管上，从

而实现罐体内液位控制的自动化操作。

[0038] <变形例>

[0039] 本变形例是实施例的进一步改进，对于和实施例中相同的构成要素，给予相同的

符号，并省略相同的说明。

[0040] 在本变形例中，如图1所示，固体废物水处理装置100还包括进汽管70、温度传感器

(图中未示出)以及进汽用电控阀80。

[0041] 进汽管70的一端伸入至罐体10内，另一端和蒸汽发生装置(图中未示出)相连接。

[0042] 温度传感器设置在罐体10的侧壁上，用于实时测量罐体10内部的温度信息并将该

温度信息发送给控制器。

[0043] 进汽用电控阀80设置在进汽管70与蒸汽发生装置相连接的一端。在本变形例中，

进汽用电控阀80为DN50-16型蒸汽电磁阀。

[0044] 控制器还通过信号电路与温度传感器相连接，并通过控制电路与进汽用电控阀80

相连接，用于接受温度传感器发送来的温度信息并基于该温度信息生成进汽开通信号或进

汽关闭信号，以控制进汽用电控阀80的开启或关闭，从而实现在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值

低于预设温度值时控制进汽用电控阀80开启、以及在温度值高于预设温度值时控制进汽用

电控阀80关闭。

[0045] 在本变形例中，因为具有进汽管，该进汽管与蒸汽发生装置相连接，能够对被容纳

在罐体内的水进行再次加热，使得罐体内的水能够保持在符合搅拌要求的温度，进一步提

高了搅拌效果。

[0046] 进一步，因为还具有均与控制器分别连接的温度传感器以及进汽用电控阀，温度

传感器能够对罐体内部的温度进行实时测量，进汽用电控阀设置在进汽管上，能够根据罐

体内部的实时温度控制进汽用电控阀自动的开启或关闭，从而实现罐体内温度控制的自动

化操作。

[0047] 上述实施方式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案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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