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溶液制备系统

微孔表面过滤机

污泥深度脱水机

        青岛首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使命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环保装备和服务

企业愿景
成为一流的环保设备制造企业

价值观
团结     拼搏     创新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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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首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创立，注册资金1000万，是

一家集环保设备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污水处理设备的生产加工与技术开发，致力于为污水

处理领域提供适用的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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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生产制造的叠螺污泥脱水机是运用了螺杆挤压原理，通过螺杆直径和螺距变化产生的强大挤

压力，以及游动环与固定环之间的微小缝隙，实现对污泥进行挤压脱水的一种新型的固液分离设备。。

      叠螺污泥脱水机集全自动控制柜、絮凝调质槽、污泥浓缩脱水本体及集液槽于一体，可在全自动运

行的条件下，实现高校絮凝，并连续完成污泥浓缩和压榨脱水工作，最终将收集的滤液回流或排放。

应用场合：适用于市政污水、石油炼化、酿造制革、印染造纸、煤化选矿、生化制药、钢铁酸洗、食品  

           制糖等。

产品优点：1.运行成本低：相当于带式压滤机40%不到，相当于离心脱水机20%不到。2.节电：不到离心机

           的5%。3.节水：不到带式压滤机的0.1%。4.省药：平均省药60%。5.体积小：脱水机房投资省

           60%以上。6.含油脂类纤维类污泥的克星。     

302系列 353系列 404系列

出泥斗

主轴电机 叠螺主体 搅拌电机

絮凝箱

污水入口

电控柜

主机底座

设备概况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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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运行时，污泥从进料口进入滤筒后受到螺旋轴叶片的推送而向卸料口移动，由于螺旋轴叶片之间

的螺距逐渐缩小，因此污泥所受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增大，并在压差作用下开始脱水,水分从定环与动环的过

滤间隙流出，同时设备依靠动环与定环之间的自清洗功能，清扫过滤间隙防止堵塞，泥饼经过充分的脱水

后在螺旋轴的推进作用下从卸料口排出。

力水同向 薄层脱水

延长路径

力水同向，使自由状态的水以
最快的速度分离

薄层脱水，使污泥中自由状态的水走
最短的距离从泥水中脱离

延长脱水路径，既给予污泥在脱水过程中
一定的时间量 连续化作业，又保证脱水生产的

适当施压

适当施压，在保证污泥脱水的效果的同时
保持最低的能耗及机械磨损

背压板出泥

动环 

进泥
定环 

滤液

螺旋轴

脱水段 浓缩段 

浓缩段 脱水段 泥饼

工作原理

主要特点

◎工艺流程简单，污泥脱水高效节能，系统投资小

◎系统可进行程序设定，使操作运行方便准确

◎独有的絮凝药剂，使污泥更容易脱水

◎配药均匀准确，节省运行费用



对比情况

技术优势

动定环取代滤布，自清洗、无堵塞，易处理含油污泥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在螺旋轴的旋转作用下，动环相对于定环不断运动，从而实现了连续的自清洗过

程，避免了传统脱水机普遍存在的堵塞问题。因此抗含油污泥能力强，易分离、不堵塞。而且无需外

加水进行高压冲洗，清洁环保，无臭气，无二次污染。

低速运转，无噪音，低能耗，仅为带式机的1/8，离心机的1/20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依靠容积内压进行脱水，无需滚筒等大型机体，而且运转速度低，仅为2-4转每

分钟，因此节水、节能、噪音低，平均能耗为带式机的1/8，离心机的1/20，其单位电耗仅为0.01-

0.1kwh/kg-DS，可降低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成本。

全自动控制，运行管理简单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内无滤布、滤孔等易堵塞元件，运行安全简单，根据客户的运行时间段情况，结

合自动控制系统，可进行程序设定，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降低基建投资成本，提升处理效果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可直接处理曝气池和二沉池污泥，无需设置污泥浓缩池和污泥贮存池，因此可降

低基建总体投资成本，并避免传统污泥浓缩池中磷释放问题，提升污水处理系统脱磷功能。

◎节省浓缩池等构筑物土建投资和搅拌机、空压机、冲洗泵等配套设备投资

◎设备占地面积小，降低脱水机房土建投资。

项目
叠螺式脱水机 板框式脱水机 带式脱水机 离心式脱水机

低浓度污泥脱水 √ × × ×

省浓缩池 √ × × ×

24小时自动运行 √ × × ×

占地 ▲ ▲▲▲ ▲▲▲ ▲▲

能耗 ▲ ▲▲▲ ▲▲▲ ▲▲▲▲

劳动强度 ▲ ▲▲▲ ▲▲ ▲

噪音 ▲ ▲▲▲ ▲▲ ▲▲▲▲

维修 ▲ ▲▲ ▲▲▲ ▲▲▲

运行成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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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参照

规格尺寸

05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配套系统
本公司以叠螺式污泥脱水机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方案及与之相配套的成套
设备供应，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各种污泥。

系统组成

主要特点

自动加药装置：设备计量精确，节约药剂，减少运行费用

工艺流程简单，污泥脱水高效节能，系统投资小

系统可进行程序设定，使操作运行更方便准确

独有的絮凝药剂，使污泥更容易脱水

配药均匀准确，节省运行费用

自来水或中水

电磁阀
干粉

电控箱

电控箱

高分子絮凝剂

加药泵

絮凝箱

污泥

污泥浓缩池

内为设备供应范围，
其他部分根据客户要求选供

滤液

螺旋输送机

计
量

槽

排水地沟

污泥输送设备：无轴螺旋输送机物料输送流畅，噪音小，低能耗

污泥泵类产品：潜污泵、螺杆泵、计量泵等泵类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絮凝剂产品：配套的絮凝剂具有絮凝效果显著，无毒无味，无二次污染等优点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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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制备系统

       是一个全自动紧凑型制备系统,  其功能是将可倾倒的干聚合电解质或液态聚合电解质，配

制成待用的聚合电解质溶液。带可编程序逻辑控制的三腔流动配制原理，提供了低污染及经济的

方法制备聚合电解质溶液, 并能精确实现预设置的溶液浓度。

·具有恒定速度的干粉进料器

·箱体分成配置、熟化和投加室，并带有电动搅拌器

·工作水装置包括截至阀、电磁阀、减压阀和带触点

水表

·控制面板为简单控制与PLC自动控制可选

·电机、溢流、空转、缺料和缺水等出错信息输出

系统结构

系统功能

系统控制

性能特点

干粉进料器将干聚合电解质定量输送到喷射混合器内并迅速被稀释水充分湿润。然后物料进入配

置室被慢速旋转的搅拌器充分混和。在随后的熟化室中，搅拌机以如下方式运行：在加料或再加

料过程中，搅拌机停止工作；加料过程结束后，搅拌器开始工作。在投加室中，搅拌机缓慢搅拌

待用溶液（可选）。系统加料由液位传感器控制。

·系统PLC控制，界面舒适

·清晰操作界面：纯文本显示及发光流程图

·在0.1-0.5%范围内直接无级输入溶液浓度, 干粉投加量自动

计算

·所有错误信息为无压触点输出

·搅拌器的运行时间控制而节能

·突出的价格-性能比

全自动运行、节省人工、药剂投加量精确可调，避免浪费

运行过程中带空转和溢流保护

高效率的药液混合系统

独特的药剂浸润及加热系统，避免了干粉的结块及溶解不均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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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深度脱水机

SKDS

驱动电机

布料器

张紧气缸

机架 集水槽

上滤带

下滤带

挤压辊组 纠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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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水泵冲洗水泵促进剂投加系统

密相带式污泥深度脱水机 干污泥外运改性剂投加系统

原始污泥

污泥改性系统

空压机

       首开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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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S

湿物料进料

干物料出料

SKDS500

SKDS1000

SKDS1500

SKD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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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过滤是使液体通过一层滤料的机械筛滤作用去除悬浮于液体中的颗粒物质。过滤器所使用的

滤料由金属，化纤或多种合成材料以不同方式编织而成，过滤孔径一般为10-1000UM。主要应用于市政污

水处理厂污水深度净化，工业工艺用水的过滤，以及中水的回用。可替代砂滤池，设置于常规活性污泥法

、SBR系统、延时曝气法、氧化沟系统、滴滤池系统、氧化塘系统之后，主要用于去除总悬浮物，结合投

加药剂可去除部分磷，浊度，COD等污染物

微孔表面过滤机

过滤材质特点

不锈钢滤布
    强度高、耐腐蚀，孔隙定义明确，过滤精度

为绝对精度，出水水质稳定性好。过滤精度选择

范围广，通常为10一1000UM。不锈钢膨胀收缩系

数小，受大气和水的温度变化影响很小。

聚酯滤布
强度高、表面光滑、耐酸碱腐蚀，孔隙定义明确，

过滤精度为绝对精度，出水水质稳定性好。过滤精

度选择范围广，通常为10一1000UM。丝径细，目数

多，在同样情况下，滤速快于不锈钢滤布，在市政

污水深度处理等领域推荐使用聚酯滤布。

纤维滤布
滤布采用长毛纤维编织而成，有效过滤深度≥

3mm。由于毛细管现象，过滤速度快，通量大，平

均滤速≤15m³/㎡·h。过滤精度10UM为相对精度，

通常平均进水SS≤30mg/L，出水SS≤5mg/L。不适

用于过滤纤维状悬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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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表面过滤机

工作原理
    原水通过进水堰板进入滤池，在重力作用

下通过滤布。过滤时滤布绒毛倒伏平铺可截留

粒径为几微米的悬浮物。原水通过滤布的过滤

后，清水进入滤盘内部，通过滤盘中心转鼓流

入可调式出水堰。随着过滤的进行，滤布上截

留的物质增多，过滤速度逐渐减小，滤池中水

位上升。当水位上升到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启

动反洗过程，开始对滤布进行清洗驱动电机带

动中心转鼓旋转，吸盘紧贴在滤布的表面对滤

布进行负压抽吸，截留在绒毛纤维间的固体被

释放，同时滤盘中的水由内向外吸出，将滤盘

上沉积的颗粒一同带出，达到清洗的目的。除

了清洗滤盘表面截留的固体颗粒，污水中的较

大颗粒会自然沉降到斗型池底，这部分沉淀物

通过池底吸污管定期清洗出池体。整个过滤进

程中，滤盘与吸盘均保持静止，反洗时过滤连

续运行。

主要特点
·立盘式设计，过滤面积大，占地面积小

·采用长毛纤维滤布，滤布通量大，过滤速度快

·过滤时滤布倒伏，增加过滤深度，过滤精度可达微米级

·反洗时倒伏的纤维竖立，将污物释放出来

·逐盘分组清洗滤布

·水头损失小，滤池内一般为300MM

·前处理系统事故对滤池影响小，恢复快

·采用防堵塞抽吸泵

·滤池和沉淀池的结合，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排出

·寒冷地区防冻设计

·连续运行，液位传感器自动控制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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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  滤盘直径 (mm) 滤盘总面积 (㎡) 长(mm) 宽(mm) 高(mm) 装机功率(kw) 

SKFP-2002  2000 11.2 2000 2600 3500 2.83 

SKFP-2003  2000 16.8 2300 2600 3500 2.83 

SKFP-2004  2000 22.4 2600 2600 3500 2.87 

SKFP-2006  2000 33.6 3200 2600 3500 2.91 

SKFP-2008  2000 44.8 3800 2600 3500 2.95 

SKFP-2010  2000 56 4400 2600 3500 5.39 

SKFP-2012  2000 67.2 5000 2600 3500 5.43 

SKFP-2014  2000 78.4 5600 2600 3500 5.47 

SKFP-2016  2000 89.6 6200 2600 3500 5.51 

SKFP-2018  2000 100.8 6800 2600 3500 7.79 

SKFP-2020  2000 112 7400 2600 3500 7.83 

SKFP-3008  3000 100.8 4600 4000 4700 5.69 

SKFP-3010  3000 126 5300 4000 4700 5.78 

SKFP-3012  3000 151.2 6000 4000 4700 5.87 

SKFP-3014  3000 176.4 6700 4000 4700 8.16 

SKFP-3016  3000 201.6 7400 4000 4700 8.25 

SKFP-3018  3000 226.8 8100 4000 4700 8.34 

SKFP-3020  3000 252 8800 4000 4700 10.63 

 

型号尺寸

微孔表面过滤机

主要参数

·过滤速度：≤15m³/小时

·反洗水量：小于等于总水量的1％

·水头损失：正常运水头损失300mm

·反抽吸强度：333l/㎡·s

·适用范围：进水SS≤30mg/l，

  　　出水ss≤5mg/l

·滤布选择：长毛纤维滤布，适合团状悬浮物

·滤盘转速：1一2rpm

·选配：防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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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um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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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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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hot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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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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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men

服务与支持

依靠全面的售前支持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首开可以帮助用户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种问题

在用户购买产品之前，我们的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将为
您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根据您在工程建设中的需求向
用户推荐最适合的产品。

在用户购买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为您提供专业优质的售
中服务，包括产品选型、工艺优化、来样分析、现场实
验、方案设计等

在用户购买产品之后，可以享有首开环保完善的售后服
务。

设备现场安装调试

设备操作人员培训

免费保修一年

设我们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
服务支持团队，能够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技术服务和支
持

对于客户各种方式的咨询、反馈和疑问，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内向客户提供满意
的答复或安排，及时解决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保证设备连
续、高效运行

青岛首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具有雄厚的制造能力，设备制造部拥有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配备大型
车床、铣床、折弯机、剪板机、氩弧焊等先进的机械加工设备，目前已形成从机械加工、焊接、
热处理到装配、检测等配套齐全的生产体系。
同时公司具有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环保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并在生产管理方面拥有完善的
流程控制和管理体系。

全面的售前支持

专业的售中服务

完善的售后服务

专业的服务团队

快速的反应体系

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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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简阳酒厂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酿酒污水

产品型号：SKDL-132

所在地区：四川

青岛食品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食品污水

产品型号：SKDL-252

所在地区：山东

滨州化工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化工污水

产品型号：SKDL-351×2

所在地区：山东

泰安电镀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电镀污水

产品型号：SKDL-352

所在地区：山东

眉山污水处理厂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市政污水

产品型号：SKDL-303

所在地区：四川

澳大利亚环保工程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养殖污水

产品型号：SKDL-354×2

所在地区：澳大利亚

秦皇岛塑料颗粒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塑料污水

产品型号：SKDL-352

所在地区：辽宁

美国环保工程公司

产品名称：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行业类别：市政污水

产品型号：SKDL-404

所在地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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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 客户名称 数量

SKDL-252 沈阳思特雷斯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1台

SKDL-252 福清市龙峰农牧有限公司 1台

SKDL-352 山东省鸿安集团阳信忠义皮革有限公司 1台

SKDL-201 重庆天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台

SKDL-301 重庆天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台

SKDL-202 保定瑞丽肉食品有限公司 1台

SKDL-131 济南金昌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台

SKDL-131 彭州市徐氏酒厂 1台

SKDL-131 彭州市蒙阳光维酒厂 1台

SKDL-353 莱阳市瀚峰生物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1台

SKDL-352 卢龙县永红塑料颗料厂 1台

SKDL-301 青岛弘岩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台

SKDL-352 泰安市宏达电镀有限公司 1台

SKDL-131 四川永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台

SKDL-132 四川永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台

SKDL-131 四川兴凯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台

SKDL-131 四川中环国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台

SKDL-302 四川中环国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台

SKDL-351 滨州市新科奥德科技有限公司 1台

SKDL-131 江苏金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台

SKDL-252 浙江小顽童食品有限公司 1台

SKDL-302 江苏环球环境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台

SKDL-132 天津市敬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台

叠螺机部分业绩表



青岛首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路 49 号 

电话： +86 532-85180806 

传真：+86 053285180806 

网址：www.qdskhb.com 

邮箱： 496021463@qq.com 

团结        拼搏        创新        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