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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研究环保疏浚底泥堆场余水的处理方法和实施装置,对底泥堆场余水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对此,本文简要介绍了环保疏浚底泥堆场余水的处理方法,如物理余水处理法、化学余水处理法。概括环
保疏浚底泥堆场余水的实施装置,如加药退水口的实施装置、一体化加药的实施装置。在此基础上,结合
实际案例,围绕底泥堆场余水处理设计方案、工艺流程以及处理效果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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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devices of the residual water of the
environmental dredging mud dumping site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sidual water of the
mud dumping site.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the residual water of the
environmental dredging mud dumping site, such as the physic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method and the chemic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method, and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ation devices for environmental dredging of residual
water in the mud dumping site,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device for the dosing outlet and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device for the dosing.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design scheme, process flow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residual water treatment in the mud dump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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