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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2006年
美国剑桥水技术
（Cambridge）

2012年
洛克环保诞生

2008年
洛克环保联合创始人霍槐槐先

生加入剑桥团队，并在后来担

任公司技术总工；

2017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5周年，核心团队从业近10年，

参与主持磁絮凝沉淀项目50项； 2015年
承接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厂提

标改造项目-青岛即墨污水处

理厂（20万吨/天）；

Development of Qingdao Low Carbon

发展历程

2018年
获得青岛市经贸委重点培育 “专，精，特，新”

企业称号;

霍槐槐先生获得青岛市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称号；



软件著作权3项

拥有国家专利十余项
ISO9001、14001和18001
质量体系认证等

专业奖项

大赛荣誉
商标5项

Company Profiles

公 司 荣 誉

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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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大比重磁粉，与絮体有效结合，实

现快速沉降

反应过程

沉淀过程

回收过程

Progress Process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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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Fe3O4，无机物

助沉：磁粉比重4.8~5.1
吸附：物理吸附，电荷吸附

催化：对有机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About magnetic powder

磁 粉



Video Display 
磁絮凝沉淀工艺流程视频展示



Video Display 

磁加载物质分离回收过程



磁性絮团

Under Microscope
显微镜下结合照片-磁絮凝反应过程

磁性污泥



回收前的污泥

Under Microscope
显微镜下磁粉与污泥结合、分离对比情况

回收磁粉后的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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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廉的运行费用

投加磁加载物质回收率高达99.5%以上
一般提标改造0.08元/吨水

极小的占地面积

沉淀池占地面积为传统工艺的1/20
整体占地面积极小，10万吨600m2

沉降速度快

表面负荷高达20m3/m2h
整个系统水力停留时间20min左右

优质的出水效果

TP可以低至0.05mg/L
SS可以低至5mg/L
浊度小于1NTU
COD去除率10%~70%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工 艺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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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BR-生化处理单元+磁絮凝

生化处理单元+芬顿+磁絮凝

生化处理单元+生物滤池+磁絮凝

生化处理单元+活性炭+磁絮凝

与磁絮凝沉淀结合工艺
Combine process

05 ……………………….



刮泥机Mscraper
专业的扭矩设计。保证磁粉在沉淀池底部

沉积后能够顺利收集至泥斗中

搅拌机Mmixer
专业的流态设计，专用的HR-3专用桨叶，

保证含有磁粉的磁絮团处于悬浮状态又不

被打散

磁分离器Mdrum®

专业的磁场设计，磁力通道设计，分离区

和卸磁去设计，保证磁粉回收率达到

99.5%以上

高剪切机Mshear®

专业的设计，能够保证磁粉和污泥进行有

效分离，保证磁粉回收的纯度

Core Equipment

核心设备



案例分析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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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TP和悬浮物不达标
Replace the written content

SediMag®磁絮凝沉淀技术可以有效去除TP、悬

浮物，可保证出水TP低于0.5g/L，SS低于

10mg/L的一级A标准。同时还可去除部分COD

用地局限，无法扩建
Replace the written content

SediMag®高达20m3/m2h的表面负荷，

极大的减小了占地面积，其沉淀池为传

统沉淀池的1/20甚至更小。

现有污水厂絮凝沉淀效率差沉降不彻底
Replace the written content

临时应急，日后挪作他用
Replace the written content

SediMag®磁絮凝沉淀技术结合了比重为4.8~5.1的

磁粉，具有超高的沉降速度，其速度可达40m/h以上，

沉降效率完美改善原有系统

由于SediMag®沉淀技术具有极小的占地面积，使

其能能够完美的集成在一个撬装装置上，最大移动

撬装设施可达万吨/天处理量以上，并可随时移动。

Trouble shooter
可以解决的问题



1、重力式纤维过滤罐改SediMag®磁絮凝沉淀
                                                                                      ——光大水务滨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项目介绍 水量规模 进出水水质 现场照片

光大水务滨州市第二污水处理

厂，原重力式纤维过滤罐，改

用SediMag®磁絮凝沉淀技术，

工程设计水量40000m3/d，变

化系数1.38。出水水质满足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要求。

进水TP：≤2mg/L

出水TP：≤0.5mg/L

进水SS：≤40mg/L

出水SS：≤10mg/L

40000m3/d



项目介绍 水量规模 进出水水质 现场照片

即墨市污水处理厂，原采用

高密度沉淀池+活性砂过滤装置，

后将此工艺改用SediMag®磁絮凝

沉淀技术。

污水来源：

10万吨生活+10万吨印染废水

占地：1350m2

运行费用：约0.09元

磁粉回收率：99%

流失率：5g/m3

进水TP： ≤1.6mg/L

出水TP： ≤0.45mg/L

进水SS： ≤100mg/L

出水SS：≤8mg/L

20万m3/d

2、高密度沉淀池+活性砂过滤装置改SediMag®磁絮凝沉淀
                                                                                             ——青岛即墨污水处理厂



3、高密度沉淀池改SediMag®磁絮凝沉淀
                                                                                   ——聊城城南单组3.5万吨/天污水处理厂

项目介绍 水量规模 进出水水质 现场照片

聊城城南污水处理厂

设计水量35,000吨/天，1组。

工艺采用A2O工艺+高密度沉

淀池+臭氧消毒；

工程为高密度沉淀池改造磁

絮凝工艺。

原有高密度沉淀池处理水量

为17,500m³/d，改造后处理

水量增加到35,000m³/d。

进水TP：≤2mg/L

出水TP：≤0.5mg/L

进水SS：≤20mg/L

出水SS：≤8mg/L

35,000m3/d



4、简单设备组合导致出水不能达标改造项目
                                                                                       ——西安某4万吨/天污水处理厂

项目介绍 水量规模 进出水水质 现场照片

西安某污水处理厂

设计水量40,000吨/天，2组。

深度处理工艺采用磁絮凝沉

淀技术，但是设备不是工艺

包形式，而是简单的设备组

合，拼凑。

    运行后出水悬浮物超标严

重，总磷超标严重，设备完

全停滞，处于报废状态。

    经过我公司现场考察后，

更换设备，调整管道及加药

方式后一级A达标排放。

进水TP：≤ 2mg/L

出水TP：≤0.5mg/L

进水SS：≤30mg/L

出水SS：≤10mg/L

40,000m3/d



5、活性炭耦合SediMag®磁絮凝沉淀工程案例
                                                                       ——青岛市胶州水质净化厂

项目介绍 水量规模 进出水水质 现场照片

胶州市水质净化厂升级改造工

程设计规模3.5万m3/d。采用

曝气生物滤池+活性炭结合磁

絮凝沉淀技术进行处理，主要

针对去除水体中的悬浮物和总

磷。

进水水质：

BOD5≤35mg/L

CODcr≤120mg/L 

TN≤17mg/L

NH3-N ≤3.5mg/L 

TP≤1mg/L

进水TP：≤1mg/L

出水TP：≤0.3mg/L

进水SS：≤50mg/L

出水SS：≤10mg/L

35,000m3/d



6、高磷废水SediMag®磁絮凝沉淀处理案例
                                                                         ——哈尔滨大成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深度除磷工程

项目介绍及现场照片





Summary

总 结

磁絮凝沉淀技术应用非常成熟，已经慢慢成为市

政水厂提标改造常用储备技术之一。

洛克环保愿与在座各位积极合作，为祖国的环保

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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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人：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