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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辅助设备领域，尤其为

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包括

清洗机构，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清洗台、清洗喷管

和清洗泵，所述清洗台安装在地面上，所述清洗

喷管安装在所述清洗台的顶面两侧及底面；地下

水渗透至降水井的内部，清洗泵通过抽水软管将

降水井内部的水进行抽送，由清洗喷管喷出，对

清洗台上方的施工车辆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通

过清洗台下落至过滤机构中，经由过滤机构过滤

后，并流动至降水井的内部，不需使用城市供水，

过滤机构采用砂层和砾石层作为过滤物，使用后

的砂层和砾石层以及沉淀的杂质可用来填充施

工场地的基坑等，砾石和砂石在建筑工地中较为

常见，取材方便，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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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包括清洗机构(1)，所述清洗机构(1)包

括清洗台(11)、清洗喷管(12)和清洗泵(13)，所述清洗台(11)安装在地面上，所述清洗喷管

(12)安装在所述清洗台(11)的顶面两侧及底面，所述清洗泵(13)的输出端与所述清洗喷管

(12)密封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降水井(10)、和过滤机构(2)，所述清洗台(11)的下方设

有降水井(10)，所述降水井(10)的开口端安装有过滤机构(2)，所述过滤机构(2)包括固定

框(21)和滑动在其内壁的过滤框(22)，所述过滤框(22)的内壁中间位置处固定连接有隔网

(23)，所述隔网(23)的顶端铰接有钢丝网(24)，所述隔网(23)的底端铰接有转动门(25)，所

述隔网(23)的顶面由下至上依次堆叠有砾石层(231)、砂层(232)，所述过滤框(22)的内壁

开设有第二出水口(221)，所述第二出水口(221)位于所述隔网(23)的下方，所述固定框

(21)上开设有与所述第二出水口(221)相对应的第一出水口(211)，所述清洗泵(13)的输入

端密封连接有抽水软管(131)，所述抽水软管(131)的另一端位于所述降水井(10)的内部，

所述清洗机构(1)的一侧安装有辅助机构(3)，所述清洗泵(13)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辅助机构(3)包括盛液箱(31)、雾化水泵(32)和过滤喷管(33)，所述过滤喷管(33)固定连接

在所述清洗台(11)上，且输出端竖直向下，所述雾化水泵(32)的输入端与所述盛液箱(31)

密封连接，所述雾化水泵(32)的输出端与所述过滤喷管(33)密封连接，所述盛液箱(31)内

灌装有液态絮凝剂，所述雾化水泵(32)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抽水软管(13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浮块(132)，所述浮块(132)位于所述降水井(10)的内

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浮块(132)的为泡沫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砾石层(231)和所述砂层(232)的厚度为4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框(21)的顶端外沿一周一体成型有固定凸缘(212)，所述固定凸缘(212)的底面与地面

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隔网(23)的厚度为2cm，且材质为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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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辅助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中的建筑场地有大量的灰尘泥沙，随着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高，由建

筑工地使出的车辆需要进行清洗，而建筑工地车辆清洗产生的污水中，大多只含有泥沙颗

粒等杂质，无化学产品，在江南地区的富水性砂层中，有丰富的地下水。

[0003]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工地上的车辆清洗平台。(授权公告号CN208760580U)，该专

利技术能够实现水循环使用，设施操作简单、节省空间、节约劳动力成本、节约水资源，但

是，其需要使用城市供水系统中的水，增加城市供水系统的负荷，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因此，

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包括清洗机构，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清

洗台、清洗喷管和清洗泵，所述清洗台安装在地面上，所述清洗喷管安装在所述清洗台的顶

面两侧及底面，所述清洗泵的输出端与所述清洗喷管密封连接，还包括降水井、和过滤机

构，所述清洗台的下方设有降水井，所述降水井的开口端安装有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

括固定框和滑动在其内壁的过滤框，所述过滤框的内壁中间位置处固定连接有隔网，所述

隔网的顶端铰接有钢丝网，所述隔网的底端铰接有转动门，所述隔网的顶面由下至上依次

堆叠有砾石层、砂层，所述过滤框的内壁开设有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二出水口位于所述隔网

的下方，所述固定框上开设有与所述第二出水口相对应的第一出水口，所述清洗泵的输入

端密封连接有抽水软管，所述抽水软管的另一端位于所述降水井的内部，所述清洗机构的

一侧安装有辅助机构，所述清洗泵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辅助机构包括盛液箱、雾化水泵和过滤喷

管，所述过滤喷管固定连接在所述清洗台上，且输出端竖直向下，所述雾化水泵的输入端与

所述盛液箱密封连接，所述雾化水泵的输出端与所述过滤喷管密封连接，所述盛液箱内灌

装有液态絮凝剂，所述雾化水泵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抽水软管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浮块，所述

浮块位于所述降水井的内部。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浮块的为泡沫板。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砾石层和所述砂层的厚度为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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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固定框的顶端外沿一周一体成型有固定凸

缘，所述固定凸缘的底面与地面接触。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隔网的厚度为2cm，且材质为不锈钢。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地下水渗透至降水井的内部，清洗泵通过抽水软管将降水井内部的水进行抽送，

并输送至清洗台上的清洗喷管内，由清洗喷管喷出，对清洗台上方的施工车辆进行清洗，清

洗后的水通过清洗台下落至过滤机构中，经由过滤机构过滤后，并流动至降水井的内部，实

现水的循环，不需使用城市供水，不会对城市供水造成压力，过滤机构采用砂层和砾石层作

为过滤物，使用后的砂层和砾石层以及沉淀的杂质可用来填充施工场地的基坑等，然后向

隔网重新堆叠新的砂层和砾石层，砾石和砂石在建筑工地中较为常见，取材方便，成本较

低。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示意图；

[0017] 图3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中的过滤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中的固定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中的过滤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0、降水井；1、清洗机构；11、清洗台；12、清洗喷管；13、清洗泵；131、抽水软

管；132、浮块；2、过滤机构；21、固定框；211、第一出水口；212、固定凸缘；22、过滤框；221、第

二出水口；23、隔网；231、砾石层；232、砂层；24、钢丝网；25、转动门；3、辅助机构；31、盛液

箱；32、雾化水泵；33、过滤喷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请参阅图1～5，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地下水循环利用装置，

包括清洗机构1，清洗机构1包括清洗台11、清洗喷管12和清洗泵13，清洗台11安装在地面

上，清洗喷管12安装在清洗台11的顶面两侧及底面，清洗泵13的输出端与清洗喷管12密封

连接，还包括降水井10、和过滤机构2，清洗台11的下方设有降水井10，降水井10的开口端安

装有过滤机构2，过滤机构2包括固定框21和滑动在其内壁的过滤框22，过滤框22的内壁中

间位置处固定连接有隔网23，隔网23的顶端铰接有钢丝网24，隔网23的底端铰接有转动门

25，隔网23的顶面由下至上依次堆叠有砾石层231、砂层232，过滤框22的内壁开设有第二出

水口221，第二出水口221位于隔网23的下方，固定框21上开设有与第二出水口221相对应的

第一出水口211，清洗泵13的输入端密封连接有抽水软管131，抽水软管131的另一端位于降

水井10的内部，清洗机构1的一侧安装有辅助机构3，清洗泵13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22] 本实施例中：地下水渗透至降水井10的内部，清洗泵13(型号CS1/2HP)通过抽水软

管131将降水井10内部的水进行抽送，并输送至清洗台11上的清洗喷管12内，由清洗喷管12

喷出，对清洗台11上方的施工车辆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通过清洗台11下落至固定框21内

的过滤框22内，并依次通过砂层232、砾石层231进行过滤，将清洗后的水中的泥沙过滤，然

后下落至过滤框22的底部，进行沉淀，在液面高度达到第二出水口221时，过滤后的水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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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第二出水口221、第一出水口211排出，并流动至降水井10的内部，实现水的循环，在过滤

一定时间后，砂层232和砾石层231内积攒的泥沙较多，可将清洗台11移开，使用外部吊装设

备将过滤框22吊处，并转动打开转动门25和钢丝网24，将砂层232和砾石层231倾倒至指定

地点，将过滤框22底端沉淀的杂质也倾倒至指定地点，使用后的砂层232和砾石层231以及

沉淀的杂质可用来填充施工场地的基坑等，然后向隔网23重新堆叠新的砂层232和砾石层

231，砾石和砂石在建筑工地中较为常见，取材方便，成本较低，在过滤水的同时，雾化水泵

32(型号SMF-20100-1SC5)将盛液箱31内的液体絮凝剂抽取并泵送至过滤喷管33，由过滤喷

管33喷出至需要过滤的水中，在水流至过滤框22的底部时，可加速沉淀，净化效果更好。

[0023] 在图1-图2中：包括清洗机构1，清洗机构1包括清洗台11、清洗喷管12和清洗泵13，

清洗台11安装在地面上，清洗喷管12安装在清洗台11的顶面两侧及底面，清洗泵13的输出

端与清洗喷管12密封连接，还包括降水井10、和过滤机构2，清洗台11的下方设有降水井10，

降水井10的开口端安装有过滤机构2，清洗泵13的输入端密封连接有抽水软管131，抽水软

管131的另一端位于降水井10的内部，清洗机构1的一侧安装有辅助机构3，清洗泵13与外部

电源电性连接，地下水渗透至降水井10的内部，清洗泵13通过抽水软管131将降水井10内部

的水进行抽送，并输送至清洗台11上的清洗喷管12内，由清洗喷管12喷出，对清洗台11上方

的施工车辆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通过清洗台11下落至过滤机构2中，经由过滤机构2过滤

后，并流动至降水井10的内部，实现水的循环，辅助机构3包括盛液箱31、雾化水泵32和过滤

喷管33，过滤喷管33固定连接在清洗台11上，且输出端竖直向下，雾化水泵32的输入端与盛

液箱31密封连接，雾化水泵32的输出端与过滤喷管33密封连接，盛液箱31内灌装有液态絮

凝剂，雾化水泵32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在过滤水的同时，雾化水泵32将盛液箱31内的液体

絮凝剂抽取并泵送至过滤喷管33，由过滤喷管33喷出至需要过滤的水中，在水流至过滤框

22的底部时，可加速沉淀，净化效果更好，抽水软管13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浮块132，浮块

132位于降水井10的内部，浮块132的为泡沫板，浮块132可随着液面高度进行移动，抽水软

管131可抽取降水井10内顶部的水，提高抽取水的质量。

[0024] 在图3-图5中：过滤机构2包括固定框21和滑动在其内壁的过滤框22，过滤框22的

内壁中间位置处固定连接有隔网23，隔网23的顶端铰接有钢丝网24，隔网23的底端铰接有

转动门25，隔网23的顶面由下至上依次堆叠有砾石层231、砂层232，过滤框22的内壁开设有

第二出水口221，第二出水口221位于隔网23的下方，固定框21上开设有与第二出水口221相

对应的第一出水口211，清洗后的水通过清洗台11下落至固定框21内的过滤框22内，并依次

通过砂层232、砾石层231进行过滤，将清洗后的水中的泥沙过滤，然后下落至过滤框22的底

部，进行沉淀，在液面高度达到第二出水口221时，过滤后的水可通过第二出水口221、第一

出水口211排出，并流动至降水井10的内部，实现水的循环，在过滤一定时间后，砂层232和

砾石层231内积攒的泥沙较多，可将清洗台11移开，使用外部吊装设备将过滤框22吊处，并

转动打开转动门25和钢丝网24，将砂层232和砾石层231倾倒至指定地点，将过滤框22底端

沉淀的杂质也倾倒至指定地点，使用后的砂层232和砾石层231以及沉淀的杂质可用来填充

施工场地的基坑等，然后向隔网23重新堆叠新的砂层232和砾石层231，砾石和砂石在建筑

工地中较为常见，取材方便，成本较低，砾石层231和砂层232的厚度为40cm，过滤的有效路

径较长，提高过滤质量，隔网23的厚度为2cm，且材质为不锈钢，保证隔网23的强度及使用寿

命，固定框21的顶端外沿一周一体成型有固定凸缘212，固定凸缘212的底面与地面接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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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固定框21的限位。

[002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地下水渗透至降水井10的内部，清洗泵13通过抽水软

管131将降水井10内部的水进行抽送，并输送至清洗台11上的清洗喷管12内，由清洗喷管12

喷出，对清洗台11上方的施工车辆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通过清洗台11下落至固定框21内

的过滤框22内，并依次通过砂层232、砾石层231进行过滤，将清洗后的水中的泥沙过滤，然

后下落至过滤框22的底部，进行沉淀，在液面高度达到第二出水口221时，过滤后的水可通

过第二出水口221、第一出水口211排出，并流动至降水井10的内部，实现水的循环，在过滤

一定时间后，砂层232和砾石层231内积攒的泥沙较多，可将清洗台11移开，使用外部吊装设

备将过滤框22吊处，并转动打开转动门25和钢丝网24，将砂层232和砾石层231倾倒至指定

地点，将过滤框22底端沉淀的杂质也倾倒至指定地点，使用后的砂层232和砾石层231以及

沉淀的杂质可用来填充施工场地的基坑等，然后向隔网23重新堆叠新的砂层232和砾石层

231，砾石和砂石在建筑工地中较为常见，取材方便，成本较低，在过滤水的同时，雾化水泵

32将盛液箱31内的液体絮凝剂抽取并泵送至过滤喷管33，由过滤喷管33喷出至需要过滤的

水中，在水流至过滤框22的底部时，可加速沉淀，净化效果更好。

[0026]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

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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