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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

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旋流沉淀池、隔油沉淀池、粗

过滤装置和水泵间。将常规的一次沉淀、二次沉

淀优化为一体化设备，取消污泥处理设备，取消

了一次加压设备，克服了旋流沉淀池除油难的问

题和污泥处理设施脱水难问题；采用加药技术提

高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增设了粗过滤设施，缓

减后续处理设备的处理压力，减少管道、设备的

泥垢、油垢形成，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克服了过滤

器滤料板结问题，减少滤料更换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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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旋流沉淀池、隔油沉淀

池、粗过滤装置和水泵间；

所述旋流沉淀池包括外筒以及设置在外筒内部的内筒，所述外筒上设置有与之相切的

进水流槽，进水流槽的一端深入到外筒内部，另一端连接磁絮凝加药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依次连接溢流

堰和溢流槽，所述溢流堰和溢流槽设置在外筒和内筒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沉淀池的底部

设有倒梯形的储泥斗，斜角为50°‑6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槽一端连接油

絮凝加药管，另一端连接隔油沉淀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油沉淀池末端设

有撇油管，所述撇油管连接集油池，所述集油池内设有输油泵，所述输油泵连接输油管道，

所述隔油沉淀池进水端底部设有排泥坑，通过排泥管连接旋流沉淀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泥管远离旋流沉

淀池的一端设有插板阀，并设有阀门操作平台。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油沉淀池末端设

有过滤槽，所述过滤槽内设有过滤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框内滤料承托

层采用鹅卵石，吸附层采用焦炭，颗粒粒径均为3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间包括吸水

井，所述吸水井连接隔油沉淀池，所述吸水井内设有吸水喇叭口底座、吸水喇叭口和吸水

管，所述吸水喇叭口底座上设有吸水喇叭口和吸水管，吸水喇叭口连接吸水管，吸水管连接

供水泵吸水口，供水泵出水口连接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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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沉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冶金连铸、热轧浊水处理工艺为三段式处理：一段式处理为一次沉淀，即一次

铁皮坑+旋流沉淀池，或直接排入旋流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二段式处理为二次沉淀，即平

流沉淀池，或化学除油器、稀土磁盘净化装置、浊水净化装置。三段式处理为后续处理(过滤

处理)，污泥浓缩及污泥脱水处理。

[0003] 上述各种处理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针对性，存在的问题是处理工艺流程长、设

备繁多，占地面积大、操作复杂、检修量大、能耗高、投资大。二次沉淀除平流沉淀池外其他

设施均需配置污泥浓缩及脱水设施。污泥脱水设备均采用板框压滤机，普遍存在泥饼含固

率低，滤布易磨损和堵塞，需经常更换，管理维修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经常出现喷溅，操作

间环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

置，将传统的一次、二次沉淀处理单体设施优化组成一体化设施，取消了污泥处理设施。简

化了处理流程，减少了各种处理设备及占地，降低了能耗，减少了一次加压设施，改善了环

境污染，降低了基建投资和运营成本。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包

括依次连接的旋流沉淀池、隔油沉淀池、粗过滤装置和水泵间。

[0006] 进一步，所述旋流沉淀池包括外筒以及设置在外筒内部的内筒，所述外筒上设置

有与之相切的进水流槽，进水流槽的一端深入到外筒内部，另一端连接磁絮凝加药管；所述

内筒依次连接溢流堰和溢流槽，所述溢流堰和溢流槽设置在外筒和内筒之间，所述旋流沉

淀池底部设有倒梯形的储泥斗，斜角为50°‑60°。

[0007] 进一步，所述溢流槽一端连接油絮凝加药管，另一端连接隔油沉淀池，所述隔油沉

淀池末端设有撇油管，所述撇油管连接集油池，所述集油池内设有输油泵，所述输油泵连接

输油管道，所述隔油沉淀池进水端底部设有排泥坑，通过排泥管连接旋流沉淀池；更进一

步，所述排泥管远离旋流沉淀池的一端设有插板阀，能够控制和调节污泥排放量，并设有阀

门操作平台，方便操作。

[0008] 进一步，所述隔油沉淀池末端设有过滤槽，所述过滤槽内设有过滤框，过滤框内滤

料承托层采用鹅卵石，吸附层采用焦炭，颗粒粒径均为30mm。

[0009] 进一步，所述水泵间包括吸水井，所述吸水井连接隔油沉淀池，所述吸水井内设有

吸水喇叭口底座、吸水喇叭口和吸水管，所述吸水喇叭口底座上设有吸水喇叭口和吸水管，

吸水喇叭口连接吸水管，吸水管连接所述供水泵吸水口，供水泵出水口连接供水管。

[0010] 所述水泵间将水提升至后续处理单元，还包括为安装供水泵而设置的水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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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供水泵是通过所述吸水管抽吸所述吸水井水，经加压通过所述供水管至后续处理设

备。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实施方式至少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优化组合设备，具有占地面积小，投资省的优势，取代了二次沉

淀形成独立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简化工艺流程，取消了污泥处理设施，改善环境，方便操作

和管理，减少了检修，改善了劳动强度，缓解后续处理压力，减少运行费用。通过优化不仅可

有效去除水中大颗粒悬浮物和氧化铁皮，通过投加磁絮凝剂和油絮凝剂，还可以去除水中

细小颗粒悬浮物、生物粘泥等，加大了处理能力、提高了处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限定。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设备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设备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旋流沉淀池，1.1、进水流槽，1.2、外筒，1.3、内筒，1.4、溢流堰，1.5、溢流

槽，1.6、储泥斗；2、隔油沉淀池，2.1、撇油管，2.2、集油池，2.3、输油泵，2.4、输油管，2.5、排

泥坑，2.6、插板阀，2.7、排泥管，2.8、阀门操作平台；3、粗过滤装置，3.1、过滤槽，3.2、过滤

框；4、水泵间,4.1、吸水井，4.2、吸水喇叭口底座，4.3、吸水喇叭口，4.4、吸水管，4.5、水泵

安装平台，4.6、供水泵，4.7、供水管；5、磁絮凝加药装置，5.1、磁絮凝加药管；6、油絮凝加药

装置，6.1、油絮凝加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18]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19] 实施例1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旋流沉淀池1、隔油沉淀

池2、粗过滤装置3和水泵间4，所述旋流沉淀池1包括外筒1.2以及设置在外筒1.2内部的内

筒1.3，所述外筒1.2上设置有与之相切的进水流槽1.1，进水流槽1.1的一端深入到外筒1.2

内部，另一端连接磁絮凝加药管5.1；所述内筒1.3依次连接溢流堰1.4和溢流槽1.5，所述旋

流沉淀池1底部设有储泥斗1.6，以50°‑60°斜线连接所述旋流沉淀池外筒1.2；所述溢流槽

1.5一端连接油絮凝加药管6.1，另一端连接隔油沉淀池2，所述隔油沉淀池2末端设有撇油

管2.1，所述撇油管2.1连接集油池2.2，所述集油池2.2内设有输油泵2.3，所述输油泵2.3连

接输油管道2.4，所述隔油沉淀池2进水端底部设有排泥坑2.5，通过排泥管2.7连接旋流沉

淀池1；所述排泥管2.7远离旋流沉淀池1的一端设有插板阀2.6，并设有所述阀门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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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所述隔油沉淀池2末端设有过滤槽3.1，所述过滤槽3.1内设有过滤框3.2，过滤框3.2内

滤料承托层采用鹅卵石，吸附层采用焦炭，颗粒粒径均为30mm；所述水泵间4包括吸水井

4.1，所述吸水井4.1连接隔油沉淀池2，所述吸水井4.1内设有吸水喇叭口底座4.2、吸水喇

叭口4.3和吸水管4.4，所述吸水喇叭口底座4.2上设置吸水喇叭口4.3和吸水管4.4，吸水喇

叭口4.3连接吸水管4.4，吸水管4.4连接所述供水泵4.6吸水口，供水泵4.6出水口连接供水

管4.7，供水泵4.6底部设有水泵安装平台4.5。

[0021] 实施例2

[0022] 采用实施例1所述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设备的工作过程为：连铸及热轧车间排出的

浊水(包括冲氧化铁皮水)与磁絮凝药剂溶液混合后通过所述进水流槽1.1沿所述旋流沉淀

池外筒壁1.2以3.5％的坡度沿切线方向流入所述旋流沉淀池1，通过药剂絮凝反应，速度梯

度G值逐渐减小，使水中小颗粒悬浮物质逐渐凝聚成大颗粒絮凝体。受重力和离心力的作

用，大颗粒絮凝体和氧化铁皮在水中被分离出来。分离后水通过所述旋流沉淀池内筒1.3底

部稳流上升至所述溢流堰1.4均匀流入所述溢流槽1.5至隔油沉淀池2。受旋流作用产生的

泥浆迅速下沉至旋流沉淀池底部储泥斗1.6，储存的泥渣和氧化铁皮用抓斗吊车抓出外运。

[0023] 所述旋流沉淀池1沉淀后的水与油絮凝剂混合后通过所述溢流槽1.5流入所述隔

油沉淀池2，浮油通过所述撇油管2.1撇出至所述集油池2.2，通过所述输油泵2.3加压通过

所述输油管道2.4排出，经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乳化油及分散油通过油絮凝剂与水中悬浮颗

粒絮凝、吸附形成比重大于1的颗粒沉降于池底，以5％的坡度排向所述排泥口，通过所述排

泥管2.7排至所述旋流沉淀池储泥斗1.6，与所述储泥斗1.6中的氧化铁皮和泥渣混合后，用

抓斗吊车抓出。澄清水通过所述过滤槽3.1流入所述水泵间的吸水井4.1。

[0024] 所述隔油沉淀池具备两种功能，水层表面浮油通过所述撇油管2.1回收至所述集

油池2.2(撇油管可根据表面油层厚度旋转调整)，所述集油池油通过所述输油泵2.3加压经

所述输油管2.4排出，处理后回用。乳化油、分散油通过投加油絮凝剂与水中悬浮物混合反

应，凝聚形成比重大于1的悬浮颗粒沉于池底，以5％的坡度坡向所述排泥坑2.5，通过排泥

管2.7排至所述旋流沉淀池储泥斗1.6，与沉降后的氧化铁皮混合后用吊车抓出。与常规处

理方法比较，将常规的一次沉淀、二次沉淀单独处理设施合并为一体化处理设施，取消了污

泥调节、污泥浓缩、污泥脱水设施，减少了占地，降低了运行费用，克服了旋流沉淀池除油困

难问题及污泥脱水难的问题，改善环境。

[0025] 所述隔油沉淀池2出水由下而上通过过滤框3.2滤料层粗滤后进入所述吸水井

4.1，截留水中悬浮物和吸附水中油份等杂质，过滤后水自流入所述水泵间的吸水井，满足

后续过滤设备进水水质要求。与常规处理相比，增加过滤装置主要是吸附水中油泥，缓解管

道和设备油垢形成，克服后续过滤设备滤料板结问题，减少滤料的更换次数，降低成本、减

少运行费用、减轻劳动强度。

[0026] 所述水泵间4是安装水泵和辅助设备的，其功能是供水泵4.6通过吸水管4.4抽吸

所述吸水井4.1粗过滤后水，经加压通过所述供水管4.7至后续处理设备。与常规相比，减少

旋流沉淀池一次提升设备，降低能耗，减少了运行费用，方便检修，便于管理。

[0027] 所述磁絮凝加药装置含有由磁粉、混凝剂和絮凝剂经搅拌形成的溶液，通过计量

泵经所述加药管道5.1流至所述进水流槽1.1与生产线排出浊水进行混合反应，使水中非磁

性或弱磁性颗粒具有磁性，借助外力磁场的作用，在旋流过程中迅速使水中悬浮物及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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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凝聚形成大颗粒通过旋流沉淀池旋流分离，分离后泥浆沉降于池底储泥斗，分离后水

从旋流沉淀池内筒底稳流上升，水流上升过程中进一步沉淀去除大颗粒絮凝体，上清液水

通过溢流堰溢流入溢流槽至隔油沉淀池。与自然沉降等常规处理方法相比较，具有处理能

力大、效率高、能耗少、流程短等一系列优点。其二是通过磁场作用可有效防止管道和设备

腐蚀、结垢。

[0028] 所述油絮凝加药装置是以投加化学药剂的方式使污水中的油份和悬浮物产生絮

凝反应，使油类物质从水中分离出来。化学药剂经搅拌形成溶液，通过计量泵经所述油絮凝

加药管道6.1流至所述溢流槽1.5末端，与所述旋流沉淀池1的澄清水进行混合反应，促进水

中油份和悬浮物、无机颗粒等分子间的架桥絮凝，使絮体增大，沉降加快。

[002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冶金浊水净化处理设备将常规的一次沉淀、二次沉

淀优化为一体化设备，取消污泥处理设备，取消了一次加压设备，克服了旋流沉淀池除油难

的问题和污泥处理设施脱水难问题；采用加药技术提高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增设了粗过

滤设施，缓减后续处理设备的处理压力，减少管道、设备的泥垢、油垢形成，延长设备使用寿

命，克服了过滤器滤料板结问题，减少滤料更换次数。

[0030] 同时，通过优化组合简化流程、减少设备、减少占地、减少投资、降低运营成本、易

操作、便管理、检修简单、易维护、劳动强度低、减少污染、改善环境。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公开，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公开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公开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2]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公开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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