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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分层式沉淀池。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

使得撇渣和刮泥单独工作，提高沉淀效果的分层

式沉淀池。包括池体，池体的顶部一端设有出渣

口，底部一端设有污泥槽，在水平方向上，出渣口

和污泥槽位于池体的两端；还包括驱动装置、撇

渣机构和刮泥机构和分层机构，所述驱动装置包

括驱动电机、带轮一、带轮二、驱动带和传动带，

所述刮泥机构包括刮泥板，所述刮泥板位于池体

的底部，所述分层机构包括吊绳和滤网，所述滤

网通过吊绳水平连接在池体的中部，所述滤网位

于传动带和刮泥板之间，所述滤网上设有用于L

形拉杆滑动的滑孔。本发明将撇渣和刮泥同时动

作，互不干涉，提高了污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水处

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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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包括池体，池体的顶部一端设有出渣口，底部一端设有污泥槽，

在水平方向上，出渣口和污泥槽位于池体的两端；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驱动装置、撇渣机构、刮泥机构和分层机构，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带轮一、带轮二、驱动带和传动带，所述驱动电机设在池

体的顶面，所述带轮一和带轮二设在池体的顶部液面以下位置的两端，所述传动带环绕连

接在带轮一和带轮二上，所述传动带具有上带和下带，所述驱动电机通过驱动带驱动带轮

一，所述带轮一位于污泥槽的正上方；

所述撇渣机构包括撇渣板、安装座和弹性体，所述撇渣板通过安装座铰接在传动带的

上带，所述撇渣板位于上带的上部，

所述弹性体连接在撇渣板和上带之间，所述弹性体位于撇渣板朝向出渣口的一侧，

所述撇渣板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一，所述池体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一，所述

滑道一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一以及一对对称设置的连接道，所述连接道连接在一对直滑

道一的端口之间，

所述滑杆一适配地设在滑道一内；

所述刮泥机构包括刮泥板，所述刮泥板位于池体的底部，所述传动带的下带两端分别

设有L形拉杆，所述刮泥板铰接在一对L形拉杆上，

所述刮泥板的中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二，所述池体的底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二，所述

滑杆二适配地设在滑道二内，所述滑道二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二，一对直滑道二位于带

轮二正下方的两端口之间通过斜滑道连接，其中，位于上方的直滑道二的另一端口呈喇叭

口；

所述分层机构包括吊绳和滤网，所述滤网通过吊绳水平连接在池体的中部，所述滤网

位于传动带和刮泥板之间，所述滤网上设有用于L形拉杆滑动的滑孔；

还包括弹性拉绳和下滤网，所述下滤网通过弹性拉绳连接在滤网上，所述下滤网位于

滤网的下方，所述下滤网的孔径小于滤网的孔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包括座体，所述

座体的中部具有水平穿孔、底部中间垂直穿孔，所述垂直穿孔连通水平穿孔，所述上带位于

水平穿孔内，所述座体的底面两端分别设有铰座一，所述铰座一上设有铰孔一，所述撇渣板

的底部设有一对铰座二，所述铰座二上设有铰孔二，一对铰座一位于一对铰座二之间，所述

铰孔一和铰孔二内连接设有铰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L形拉杆的底部设有铰

轴，所述刮泥板上设有相应的铰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道呈圆弧形，一对

圆弧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道呈V字形，一对V

字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层式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L形拉杆和刮泥板之间

设有弹簧，所述弹簧位于刮泥板朝向污泥槽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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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层式沉淀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沉淀池。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沉淀池，在工作中，一方面池底会沉淀有污泥，另一方面，在液面上会产

生很多浮泡、浮沫。现有技术中，对于池底的污泥、液面上的泡沫，采用运行带输送若干刮泥

板来进行处理，刮泥板固定连接在运行带上，基本与运行带垂直状态。工作时，通过设置在

池内四角的八只带轮，驱动运行带在沉淀池内由上至下地回转运动，利用运动带上固定连

接的刮泥板将池底污泥刮送到污泥槽内，将液面浮沫刮送到出渣口。

[0003] 但是，这种结构在运行时，由于刮泥板一直处于与运行带垂直/接近垂直的状态，

在刮泥板由下至上、再由下至上这两段运动路径中，刮泥板其实处于非工作状态。但该非工

作状态时，刮泥板会在垂直方向搅动池内的污水，破坏沉淀效果。

[0004] 本申请人于2012年3月13日申请的申请号为201210065220.3，名称为“一种撇渣刮

泥机”，其通过设置开合装置，使得刮泥板在水平运动过程中张开，垂直运行过程中收起；结

构复杂，同时，运行带呈环形布置，其使得沉淀池内发生环流，容易将下方的沉淀物向上送，

降低了沉淀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使得撇渣和刮泥单独工作，提高沉淀

效果的分层式沉淀池。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池体，池体的顶部一端设有出渣口，底部一端设有污泥

槽，在水平方向上，出渣口和污泥槽位于池体的两端；

[0007] 还包括驱动装置、撇渣机构和刮泥机构和分层机构，

[0008]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带轮一、带轮二、驱动带和传动带，所述驱动电机设

在池体的顶面，所述带轮一和带轮二设在池体的顶部液面以下位置的两端，所述传动带环

绕连接在带轮一和带轮二上，所述传动带具有上带和下带，所述驱动电机通过驱动带驱动

带轮一，所述带轮一位于污泥槽的正上方；

[0009] 所述撇渣机构包括撇渣板、安装座和弹性体，所述撇渣板通过安装座铰接在传动

带的上带，所述撇渣板位于上带的上部，

[0010] 所述弹性体连接在撇渣板和上带之间，所述弹性体位于撇渣板朝向出渣口的一

侧，

[0011] 所述撇渣板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一，所述池体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一，

所述滑道一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一以及一对对称设置的连接道，所述连接道连接在一对

直滑道一的端口之间，

[0012] 所述滑杆一适配地设在滑道一内；

[0013] 所述刮泥机构包括刮泥板，所述刮泥板位于池体的底部，所述传动带的下带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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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设有L形拉杆，所述刮泥板铰接在一对L形拉杆上，

[0014] 所述刮泥板的中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二，所述池体的底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二，

所述滑杆二适配地设在滑道二内，所述滑道二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二，一对直滑道二位

于带轮二正下方的两端口之间通过斜滑道连接，其中，位于上方的直滑道二的另一端口呈

喇叭口；

[0015] 所述分层机构包括吊绳和滤网，所述滤网通过吊绳水平连接在池体的中部，所述

滤网位于传动带和刮泥板之间，所述滤网上设有用于L形拉杆滑动的滑孔。

[0016] 所述安装座包括座体，所述座体的中部具有水平穿孔、底部中间垂直穿孔，所述垂

直穿孔连通水平穿孔，所述上带位于水平穿孔内，所述座体的底面两端分别设有铰座一，所

述铰座一上设有铰孔一，所述撇渣板的底部设有一对铰座二，所述铰座二上设有铰孔二，一

对铰座一位于一对铰座二之间，所述铰孔一和铰孔二内连接设有铰轴。

[0017] 所述L形拉杆的底部设有铰轴，所述刮泥板上设有相应的铰孔。

[0018] 所述连接道呈圆弧形，一对圆弧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

[0019] 所述连接道呈V字形，一对V字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

[0020] 所述L形拉杆和刮泥板之间设有弹簧，所述弹簧位于刮泥板朝向污泥槽的一侧。

[0021] 还包括弹性拉绳和下滤网，所述下滤网通过弹性拉绳连接在滤网上，所述下滤网

位于滤网的下方，所述下滤网的孔径小于滤网的孔径。

[0022] 本发明在工作中，通过驱动装置动作，即可带动撇渣机构和刮泥机构同时动作，撇

渣板在上带的作用下动作，刮泥板在下带的作用下动作。

[0023] 驱动电机正转时，

[0024] 在上带的作用下，撇渣板在上方的直滑道一朝向出渣口运行时，实现撇渣动作；

[0025] 在下带的作用下，L形拉杆带动刮泥板，刮泥板上的滑杆二位于下方的直滑道二内

朝向污泥槽运行，实现刮泥动作；

[0026] 驱动电机反转时，

[0027] 撇渣板在下方的直滑道一内运行，复位至带轮一一侧的连接道，在弹性体弹力以

及液面渣物阻力的作用下，逐渐进入至上方的直滑道一；

[0028] 刮泥板与L形拉杆铰接，L形拉杆随着下带行进时，刮泥板出现摆动，继续行进，刮

泥板上的滑杆二从喇叭口进入位于上方的直滑道二内，直至运行至斜滑道进入下方的直滑

道二进行复位。

[0029] 本发明将撇渣和刮泥同时动作，互不干涉，提高了污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水处理质

量。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中撇渣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中刮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图3中B向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图4的优化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是图1中A向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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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7是本发明中撇渣机构的动作状态图；

[0037] 图中1是池体，11是污泥槽，12是出渣口，13是滑道一，131是直滑道一，132是连接

道，14是滑道二，141是直滑道二，142是斜滑道，143是喇叭口，

[0038] 2是驱动装置，21是驱动电机，22是带轮一，23是带轮二，24是驱动带，25是传动带，

251是上带，252是下带，

[0039] 3是撇渣机构，31是撇渣板，32是安装座，321是座体，3211是水平穿孔，3212是垂直

穿孔，322是铰座一，

[0040] 33是弹性体，34是滑杆一，35是铰座二，

[0041] 4是刮泥机构，41是刮泥板，42是L形拉杆，421是横杆，422是竖杆，43是滑杆二，44

是弹簧；

[0042] 5是分层机构，51是吊绳，52是滤网，53是弹性拉绳，54是下滤网；

[0043] 图1中箭头代表传动带以及撇渣机构的动作方向，图6中箭头代表刮泥板的动作方

向，图7中箭头方向代表撇渣板运行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本发明如图1-7所示，包括池体1，池体的顶部一端设有出渣口12，底部一端设有污

泥槽11，在水平方向上，出渣口和污泥槽位于池体的两端；

[0045] 还包括驱动装置2、撇渣机构3、刮泥机构4和分层机构5，

[0046]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21、带轮一22、带轮二23、驱动带24和传动带25，所述

驱动电机设在池体的顶面，所述带轮一和带轮二设在池体的顶部液面以下位置的两端，所

述传动带环绕连接在带轮一和带轮二上，所述传动带25具有上带251和下带252，所述驱动

电机通过驱动带驱动带轮一，所述带轮一位于污泥槽的正上方；工作中，驱动电机正反转动

作，传动带来回动作，从而同时带动撇渣机构撇渣、收回（即复位），刮泥机构刮泥、收回（即

复位）。

[0047] 所述撇渣机构3包括撇渣板31、安装座32和弹性体33（弹性体为弹簧等），所述撇渣

板31通过安装座铰接在传动带的上带，所述撇渣板位于上带的上部，

[0048] 所述弹性体33连接在撇渣板和上带之间，所述弹性体位于撇渣板朝向出渣口的一

侧，

[0049] 所述撇渣板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一34，所述池体的顶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一

13，所述滑道一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一131以及一对对称设置的连接道132，所述连接道

连接在一对直滑道一的端口之间，

[0050] 所述滑杆一适配地设在滑道一内；

[0051] 撇渣机构工作中，

[0052] 驱动电机正转时，在上带的作用下，撇渣板在上方的直滑道一朝向出渣口运行时，

实现撇渣动作，在运行至带轮二一侧的连接道时，在弹性体拉力以及驱动电机翻转中上带

的拉力的作用下，逐渐进入至下方的直滑道一；

[0053] 驱动电机反转时，撇渣板在下方的直滑道一内运行，复位至带轮一一侧的连接道，

在弹性体弹力以及液面渣物阻力的作用下，逐渐进入至上方的直滑道一；

[0054] 正转时，刮板与上带之间的夹角A，反转时，刮板与上带之间的夹角B，夹角A大于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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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B；夹角A大，提高撇渣范围，提高撇渣可靠性，夹角B小，尽量减少撇渣板搅动池体液面。

[0055] 所述刮泥机构4包括刮泥板41，所述刮泥板位于池体的底部，所述传动带的下带两

端分别设有L形拉杆42，所述刮泥板铰接在一对L形拉杆上，L形拉杆具有横杆421和竖杆

422，刮泥板铰接在竖杆的底部；

[0056] 所述刮泥板的中部两侧分别设有滑杆二43，（滑杆二设置在中部，配合下方的直滑

道二工作，避免泥沙进入至下方的直滑道二内），所述池体的底部两侧分别设有滑道二14，

所述滑杆二适配地设在滑道二内，所述滑道二包括一对平行的直滑道二141，一对直滑道二

位于带轮二正下方的两端口之间通过斜滑道142连接，其中，位于上方的直滑道二的另一端

口呈喇叭口143；

[0057] 所述分层机构5包括吊绳51和滤网52，所述滤网通过吊绳水平连接在池体的中部，

所述滤网位于传动带和刮泥板之间，所述滤网上设有用于L形拉杆（即L形拉杆中的竖杆）滑

动的滑孔520；

[0058] 分层机构在工作中，将池体进行分层，分为刮渣区和刮泥区；这样，刮泥动作时，起

到阻挡下部在搅动产生向上的污泥，提高沉淀效果。

[0059] 刮泥机构工作中，

[0060] 驱动电机正转时，在下带的作用下，L形拉杆带动刮泥板，刮泥板上的滑杆二位于

下方的直滑道二内朝向污泥槽运行，实现刮泥动作；在运行至污泥槽时，滑杆二脱离下方的

直滑道二；

[0061] 驱动电机反转时，由于刮泥板与L形拉杆铰接，L形拉杆随着下带行进时，刮泥板出

现摆动，继续行进，刮泥板上的滑杆二从喇叭口进入位于上方的直滑道二内，直至运行至斜

滑道进入下方的直滑道二进行复位；在复位过程中，刮泥板与L形拉杆之间具有夹角，避免

了刮泥板呈垂直状态时，造成对池体底部的搅动，保证沉淀的可靠性。

[0062] 所述安装座32包括座体321，所述座体的中部具有水平穿孔3211、底部中间垂直穿

孔3212，所述垂直穿孔连通水平穿孔，所述上带位于水平穿孔内，工作中，上带通过垂直穿

孔进入水平穿孔内，所述座体的底面两端分别设有铰座一322，所述铰座一上设有铰孔一，

所述撇渣板的底部设有一对铰座二35，所述铰座二上设有铰孔二，一对铰座一位于一对铰

座二之间，所述铰孔一和铰孔二内连接设有铰轴。

[0063] 工作中，安装座和上带之间可通过螺栓进一步固定连接，保证连接的可靠性；撇渣

板与安装座之间铰接方便可靠。

[0064] 所述L形拉杆42的底部设有铰轴，所述刮泥板上设有相应的铰孔；方便两者连接，

操作可靠。

[0065] 所述连接道132呈圆弧形，一对圆弧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便于根据加工需要

进行选择设置。

[0066] 所述连接道132呈V字形，一对V字形连接道的开口相对设置，便于根据加工需要进

行选择设置。

[0067] 所述L形拉杆42和刮泥板41之间设有弹簧44，所述弹簧位于刮泥板朝向污泥槽的

一侧；设置弹簧，使得L形拉杆拉动刮泥板，在刮泥回程复位动作时，刮泥板能够可靠进入位

于上方的直滑道二内。

[0068] 本发明在工作中，撇渣板在滑道一内动作，实现撇渣时，张开撇渣板，复位时，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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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渣板；

[0069] 刮泥板在滑道二内动作，实现刮泥时，张开刮泥板，复位时，收缩刮泥板；

[0070] 避免了对池体内渣物以及沉淀物的搅拌，提高处理效果。

[0071] 还包括弹性拉绳53和下滤网54，所述下滤网通过弹性拉绳连接在滤网上，所述下

滤网位于滤网的下方，所述下滤网的孔径小于滤网的孔径。这样，起到进一步过滤作用，避

免污泥向上动作，操作可靠。下滤网上设有滑孔便于竖杆滑动，动作可靠。同时，弹性拉绳在

工作中，可带动滤网和下滤网进行抖动，将污泥进抖落，操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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