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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

筛分设备，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

包括箱体、固定架和底座，固定架侧端固定连接

在箱体的侧壁上，底座固定连接在箱体的底端，

箱体顶端开设有进水口，箱体右侧底端开设有排

水口，排水口侧端固定连通有集水室，集水室侧

端固定连通有滤水池，由于现有的造纸厂用的废

水过滤装置在使用时能耗消耗过大，筛分处的废

渣等排出不便，废水过滤效率不佳，通过搅拌杆

侧端传动轮啮合在传动轴底端传动轮上，使其传

动轴带动搅拌杆在滤水池内转动将污水进行搅

拌，使其污水在过滤时更加效率，通过污水冲刷

导水转盘带动滤水池内搅拌杆转动，使其更加节

约能耗，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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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包括箱体（1）、固定架（4）和底座（8），所述固定架

（4）侧端固定连接在箱体（1）的侧壁上，所述底座（8）固定连接在箱体（1）的底端，所述箱体

（1）顶端开设有进水口（101），所述箱体（1）右侧底端开设有排水口（102），其特征在于：所述

排水口（102）侧端固定连通有集水室，所述集水室侧端固定连通有滤水池（6），所述箱体（1）

内上方设置有筛板（2），所述固定架（4）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4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板（2）底侧

端固定连通有导料口（91），且导料口（91）侧端固定连通有收集室（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板（2）呈倾

斜设置，所述筛板（2）下方开设有落水口（21），且落水口（21）侧上方设置有斜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水口（21）内

转动连接有导水转盘（3），所述导水转盘（3）上转动连接有皮带（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皮带（31）侧端

转动连接在传动轴（41）顶端，所述传动轴（41）底端转动连接有传动轮（5），且滤水池（6）内

转动连接有搅拌杆（5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杆（51）侧

端转动连接有传动轮（5），且搅拌杆（51）侧端传动轮（5）啮合在传动轴（41）底端传动轮（5）

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池（6）底

侧端开设有出水口（61）连通在集水室内，且出水口（61）侧壁上开设有卡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口（61）侧

壁上卡槽内镶嵌有插板（7），且插板（7）侧方镶嵌有吸附板（7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板（71）侧

方设置有刷架（10），所述刷架（10）侧方转动连接有第二传动轮，所述第二传动轮上转动连

接有第二皮带，且第二皮带上方转动连接在搅拌杆（51）侧端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6837357 U

2



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

逐渐加强，人们对水资源处理问题也逐步关注，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废水排放是困扰

水资源的主要难题，造纸厂在对纸张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等废水，通常都会使

用过滤装置对其过滤后排出。

[0003] 现有的造纸厂用的废水过滤装置在使用时能耗消耗过大，筛分处的废渣等排出不

便，废水过滤效率不佳，而提出一种新型废水过滤筛分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由于现有的造纸厂用的废

水过滤装置在使用时能耗消耗过大，筛分处的废渣等排出不便，废水过滤效率不佳，而提出

的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包括箱体、固定架和底座，所述固定架侧端固定

连接在箱体的侧壁上，所述底座固定连接在箱体的底端，所述箱体顶端开设有进水口，所述

箱体右侧底端开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口侧端固定连通有集水室，所述集水室侧端固定连

通有滤水池，所述箱体内上方设置有筛板，所述固定架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

[0007] 优选的，所述箱体内上方设置有筛板，所述筛板底侧端固定连通有导料口，且导料

口侧端固定连通有收集室。

[0008] 优选的，所述筛板呈倾斜设置，所述筛板下方开设有落水口，且落水口侧上方设置

有斜壁。

[0009] 优选的，所述落水口内转动连接有导水转盘，所述导水转盘上转动连接有皮带，且

固定架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

[0010] 优选的，所述皮带侧端转动连接在传动轴顶端，所述传动轴底端转动连接有传动

轮，且滤水池内转动连接有搅拌杆。

[0011] 优选的，所述搅拌杆侧端转动连接有传动轮，且搅拌杆侧端传动轮啮合在传动轴

底端传动轮上。

[0012] 优选的，所述滤水池底侧端开设有出水口连通在集水室内，且出水口侧壁上开设

有卡槽。

[0013] 优选的，所述出水口侧壁上卡槽内镶嵌有插板，且插板侧方镶嵌有吸附板。

[0014] 优选的，所述吸附板侧方设置有刷架，所述刷架侧方转动连接有第二传动轮，所述

第二传动轮上转动连接有第二皮带，且第二皮带上方转动连接在搅拌杆侧端上。

[0015]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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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该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通过筛板呈倾斜设置，使其污水通过重力落下时

冲刷筛板将上方残留的颗粒杂质冲落排入导料口内，通过导料口排入收集室内收集，使其

筛板在过滤时不易造成堵塞，提高了污水的筛分效率，通过滤水池内转动连接的搅拌杆对

其进行搅拌，提高污水的过滤效率，搅拌杆侧方转动连接有连接杆，搅拌杆转动后带动连接

杆转动，通过连接杆上转动连接的第二皮带，拉动下方刷架转动，刷架将侧方设置的吸附板

进行刷洗，使其吸附板在过滤效果更好，将其吸附掉滤水池内残留的杂质后排出，通过将出

水口内设置的插板插入将出水口闭合，使其更换清理吸附板时更加效率，无需将滤水池内

水排干净后进行更换，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

[0017] 该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通过落水口侧上端设置有斜壁，落水口内转动连

接有导水转盘，污水在筛板上筛分后通过重力落在下方落水口内，污水通过在斜壁上向下

流动时冲刷导水转盘四周设置的转扇，使其带动导水转盘转动将落下的污水进行导流，导

水转盘转动时带动侧方皮带转动，皮带侧端转动连接在固定架内传动轴上，皮带拉动传动

轴转动，传动轴底端转动连接有传动轮，通过搅拌杆侧端传动轮啮合在传动轴底端传动轮

上，使其传动轴带动搅拌杆在滤水池内转动将污水进行搅拌，使其污水在过滤时更加效率，

通过污水冲刷导水转盘带动滤水池内搅拌杆转动，使其更加节约能耗，省时省力。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正面结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传动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例说明：

[0022] 箱体‑1，进水口‑101，排水口‑102，筛板‑2，落水口‑21，导水转盘‑3，皮带‑31，固定

架‑4，传动轴‑41，传动轮‑5，搅拌杆‑51，滤水池‑6，出水口‑61，插板‑7，吸附板‑71，底座‑8，

收集室‑9，导料口‑91，刷架‑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照图1‑3，一种造纸厂用废水过滤筛分设备，包括箱体1、固定架4和底座8，固定

架4固定连接在箱体1的侧端，底座8固定连接在箱体1底端两侧，通过底座8将箱体1进行支

撑固定，箱体1顶端开设有进水口101，使其污水通过进水口101传输至箱体1内时，通过重力

加速使污水落入箱体1内更加效率，箱体1右侧底端开设有排水口102，污水通过在箱体1内

过滤处理后通过底侧端排水口102排出，排水口102侧端固定连通有集水室，集水室侧端固

定连通有滤水池6，箱体1内上方设置有筛板2，固定架4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41，通过固定架

4将传动轴41安装在内，污水通过筛板2过滤后流入下方，污水通过滤水池6过滤处理后传输

至集水室内，通过在集水室内储存收集，将集水室和滤水池6之间的流通区域阻隔后，将集

水室内过滤后的水从排水口102排出，清理集水室内残留的污水废渣更加效率，提高了污水

过滤的效率。

[0024] 如图2所示，筛板2底侧端固定连通有导料口91，且导料口91侧端固定连通有收集

室9，筛板2两侧端固定连接在箱体1内壁上，收集室9侧端开设有排污口，污水通过进水口

101落在筛板2上筛分处颗粒杂质后，通过导料口91导入收集室9内从排污口排出，提高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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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杂质的清理效率。

[0025] 如图2所示，筛板2呈倾斜设置，筛板2下方开设有落水口21，且落水口21侧上方设

置有斜壁，筛板2朝下端固定连接在导料口91内，使其污水通过重力落下时冲刷筛板2将上

方残留的颗粒杂质冲落排入导料口91内更加便捷，筛板2上不易造成堵塞，提高了污水的筛

分效率。

[0026] 如图2所示，落水口21内转动连接有导水转盘3，导水转盘3上转动连接有皮带31，

导水转盘3四周上转动连接有转扇，污水通过在斜壁上向下流动时冲刷导水转盘3四周设置

的转扇，使其带动导水转盘3转动将落下的污水进行导流，提高了污水的流通效率。

[0027] 如图2所示，皮带31侧端转动连接在传动轴41顶端，传动轴41底端转动连接有传动

轮5，且滤水池6内转动连接有搅拌杆51，皮带31侧端贯穿过箱体1侧壁转动连接在固定架4

内传动轴41上，通过皮带31拉动传动轴41进行转动带动下方传动轮5转动。

[0028] 如图3所示，搅拌杆51侧端转动连接有传动轮5，且搅拌杆51侧端传动轮5啮合在传

动轴41底端传动轮5上，使其传动轴41带动搅拌杆51在滤水池6内转动将污水进行搅拌，使

其污水在过滤时更加效率，通过污水冲刷导水转盘3带动滤水池6内搅拌杆51转动，使其节

省了能耗，更加省时省力。

[0029] 如图2所示，滤水池6底侧端开设有出水口61连通在集水室内，且出水口61侧壁上

开设有卡槽，通过出水口61将集水室和滤水池6进行间隔，使其滤水池6内污水经过过滤处

理后排入出水口61内传输至集水室内排出。

[0030] 如图2所示，出水口61侧壁上卡槽内镶嵌有插板7，且插板7侧方镶嵌有吸附板71，

插板7和吸附板71侧端贯穿过箱体1底端侧壁镶嵌在出水口61内壁卡槽内，插板7设置在吸

附板71的左侧，将插板7插入后将吹口61进行闭合，使其更换清理吸附板71时更加效率，无

需将滤水池6内水排干净后进行更换，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

[0031] 如图2所示，吸附板71侧方设置有刷架10，刷架10侧方转动连接有第二传动轮，第

二传动轮上转动连接有第二皮带，且第二皮带上方转动连接在搅拌杆51侧端上，搅拌杆51

侧端转动连接有连接杆，第二皮带上方转动连接在连接杆侧方，使其搅拌杆51转动后带动

第二皮带转动，通过第二皮带带动下方刷架10转动，刷架10侧方贴合在吸附板71侧方，刷架

10转动后将吸附板71进行刷洗，提高了吸附板71的过滤效果

[0032] 如图2所示，通过将收集室9内设置L形拉杆，拉杆前端固定连接托盘，拉杆侧端设

置把手或者连接螺纹套，螺纹套螺纹连接螺纹杆，通过安装电机将螺纹杆正转反转将拉杆

前后伸缩，使其底部托盘将收集室内收集的颗粒杂质拉出，提高了装置内的清污效率。

[0033] 工作原理：箱体1通过底部固定连接的底座8支撑固定，污水通过进水口101传输至

箱体1内时，污水落下后通过在筛板2上将内部颗粒等杂质过滤出后落入下方开设的落水口

21内，通过筛板2呈倾斜设置，使其污水通过重力落下时冲刷筛板2将上方残留的颗粒杂质

冲落排入导料口91内，通过导料口91排入收集室9内收集后从侧方开设的排污口排出，使其

筛板2在过滤时不易造成堵塞，提高了污水的筛分效率，污水在筛板2上筛分后通过重力落

在下方落水口21内，污水通过在斜壁上向下流动时冲刷导水转盘3四周设置的转扇，使其带

动导水转盘3转动将落下的污水进行导流，导水转盘3转动时带动侧方皮带31转动，皮带转

动后31拉动固定架4内传动轴41转动，使其传动轴41带动搅拌杆51在滤水池6内转动将污水

进行搅拌，提高了污水过滤效率，搅拌杆51转动后带动侧方连接杆转动，通过连接杆带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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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第二皮带转动，使其第二皮带拉动下方刷架10转动将侧方吸附板71进行刷洗，从而提高

吸附板71的过滤效果，污水过滤后通过在底侧端开设的出水口61排出，通过出水口61内活

动连接的吸附板71，将其吸附掉滤水池6内残留的杂质后排入集水室内，通过集水室侧方排

水口102排出，通过将出水口61内设置的插板7插入将出水口61闭合，使其更换清理吸附板

71时更加效率，无需将滤水池内水排干净后进行更换，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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