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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

置，包括沉淀池、絮凝池Ⅰ、絮凝池Ⅱ、快速滤油

池、储油池、净水池，沉淀池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

凝池Ⅰ，絮凝池Ⅰ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Ⅱ，另

一侧连接快速滤油池，同时絮凝池Ⅱ一侧通过管

道连接快速滤油池，快速滤油池一侧同时连接储

油池和净水池；沉淀池上设有刮泥机构Ⅰ、刮泥机

构Ⅱ、倾斜板、传送带；刮泥机构Ⅰ位于刮泥机构

Ⅱ一侧，倾斜板和传送带位于刮泥机构Ⅱ一侧；

絮凝池Ⅱ设有盖板、电机Ⅳ、进药口、移动拉板、

传动轴、扇叶；所述絮凝池Ⅱ和絮凝池Ⅰ结构相

同；快速滤油池设有隔离板。本实用新型中设有

刮泥机构Ⅰ和刮泥机构Ⅱ，可高效的将池底较大

杂物或沉淀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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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包括沉淀池、絮凝池Ⅰ、絮凝池Ⅱ、快速滤油池、储油池、净

水池，其特征在于沉淀池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Ⅰ，絮凝池Ⅰ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Ⅱ，

另一侧连接快速滤油池，同时絮凝池Ⅱ一侧通过管道连接快速滤油池，快速滤油池一侧同

时连接储油池和净水池；沉淀池上设有刮泥机构Ⅰ、刮泥机构Ⅱ、倾斜板、传送带；刮泥机构Ⅰ

位于刮泥机构Ⅱ一侧，倾斜板和传送带位于刮泥机构Ⅱ一侧；絮凝池Ⅱ设有盖板、电机Ⅳ、

进药口、移动拉板、传动轴、扇叶；所述絮凝池Ⅱ和絮凝池Ⅰ结构相同；快速滤油池设有隔离

板；

所述刮泥机构Ⅰ包括固定座Ⅱ、固定座Ⅲ和固定座Ⅴ，所述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位于沉

淀池顶部，所述固定座Ⅴ两端分别活动连接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所述固定座Ⅱ上设有导

轨Ⅱ、电机Ⅲ、丝杠Ⅱ，丝杠Ⅱ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Ⅱ上，电机Ⅲ位于固定座Ⅱ一

端，电机Ⅲ和丝杠Ⅱ设有齿轮并且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固定座Ⅲ上设有导轨Ⅲ；

所述固定座Ⅴ上设有电机Ⅴ、丝杠Ⅲ、导轨Ⅴ、固定板，支撑臂Ⅱ和铲板，并且固定座Ⅴ

两端设有导块，通过导块和导轨Ⅲ、导轨Ⅱ连接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所述固定板底部设有

导块且设于导轨Ⅴ内，丝杠Ⅲ穿过固定板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Ⅴ上且轴端设有齿轮，

电机Ⅴ位于固定板一端并且轴端设有齿轮，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支撑臂Ⅱ一端固定

连接固定板底部，所述铲板位于支撑臂Ⅱ另一端并且通过销轴连接支撑臂Ⅱ；

所述刮泥机构Ⅱ包括固定座Ⅰ、导轨Ⅰ、电机Ⅰ、丝杠Ⅰ、安装固定块、支撑臂Ⅰ、固定长板、

挖斗、支撑腿；所述导轨Ⅰ设于固定座Ⅰ上，所述电机Ⅰ位于固定座Ⅰ一端并且电机Ⅰ轴端设有

齿轮，所述丝杠Ⅰ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Ⅰ上并且穿过安装固定块，丝杠Ⅰ一端设有齿

轮，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安装固定块上设有电机Ⅱ和转动轴Ⅰ并且底部设有导块，安

装固定块通过底部导块固定在导轨Ⅰ内，所述电机Ⅱ和转动轴Ⅰ端部设有齿轮并且通过链条

连接；

所述支撑臂Ⅰ设有转动轴Ⅲ和若干转动轴Ⅱ，所述转动轴Ⅱ上设有若干传动齿轮且位

于两支撑臂Ⅰ内侧，各传动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转动轴Ⅲ一端设有齿轮且位于支撑臂Ⅰ

外侧，此齿轮与转动轴Ⅰ端部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固定长板通过转动轴Ⅱ固定在两支撑

臂Ⅰ中间，并且固定长板上设有T型导轨；所述挖斗两端固定连接链条，并且底部设有T型导

块并且设于T型导轨内；所述支撑腿一端固定连接支撑臂Ⅰ一侧，另一端活动连接沉淀池内

壁，沉淀池内壁上设有导槽，支撑腿另一端位于导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絮凝池Ⅱ上的进

药口位于盖板一角，移动拉板位于盖板一侧；电机Ⅳ位于盖板中央，所述电机Ⅳ轴端连接传

动轴，传动轴上设有若干扇叶并且扇叶延传动轴上下依次固定；所述快速滤油池内隔离板

的高度低于快速滤油池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铲板一端设有弹

性支柱，弹性支柱一端连接铲板，另一端链接支撑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快速滤油池封盖

上设有活性炭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与快速滤

油池内壁上设有滤网。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絮凝池Ⅱ内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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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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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工业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工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水可通过现有的技术

对污水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污水再次投入至生产中，该方式不但可对污水进行处理，降低

水污染，同时还可节约水资源；

[0003] 1)随着工业发展越来越快，产生的工业污水越来越多，所以污水的及时处理尤为

重要，因此有些大型工厂或大型污水处理厂内为能够及时处理更多的污水，所建用的沉淀

池比较大，所以沉淀池内的池底沉淀物会比较多和比较杂，此时若采用抽吸除泥的方法无

疑会比较困难和比较慢，杂物也会损坏抽吸机，得不偿失；

[0004] 2)在现有的水处理技术中，向污水中添加絮凝剂可清楚污水中的悬浮物，在现有

的水处理过程中，为了加快悬浮物与絮凝剂相接触，通常会对水体进行搅拌，但是现有的搅

拌装置，其搅拌方式多为在池的底部进行水平的转动，该搅拌方式无法对水体中部和上部

进行搅拌，造成絮凝剂与悬浮物间的接触机会变少，造成絮凝剂对悬浮物的吸附效果差。

[0005] 所以需要一种污水处理装置，能够满足大型污水处理厂对除泥和水搅拌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本实

用新型中沉淀池通过设立刮泥机构Ⅰ和刮泥机构Ⅱ可高效的将池底较大杂物或沉淀泥清

除，同时絮凝池Ⅱ中传动轴上又上到下依次设有扇叶，可保证污水上层中层和底层同时得

到搅拌。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包括沉淀池、絮凝池Ⅰ、絮凝池Ⅱ、快速滤油池、储油池、

净水池，沉淀池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Ⅰ，絮凝池Ⅰ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Ⅱ，另一侧连

接快速滤油池，同时絮凝池Ⅱ一侧通过管道连接快速滤油池，快速滤油池一侧同时连接储

油池和净水池；沉淀池上设有刮泥机构Ⅰ、刮泥机构Ⅱ、倾斜板、传送带；刮泥机构Ⅰ位于刮泥

机构Ⅱ一侧，倾斜板和传送带位于刮泥机构Ⅱ一侧；絮凝池Ⅱ设有盖板、电机Ⅳ、进药口、移

动拉板、传动轴、扇叶；所述絮凝池Ⅱ和絮凝池Ⅰ结构相同；快速滤油池设有隔离板。

[0009] 所述刮泥机构Ⅰ包括固定座Ⅱ、固定座Ⅲ和固定座Ⅴ，所述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位

于沉淀池顶部，所述固定座Ⅴ两端分别活动连接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所述固定座Ⅱ上设

有导轨Ⅱ、电机Ⅲ、丝杠Ⅱ，丝杠Ⅱ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Ⅱ上，电机Ⅲ位于固定座

Ⅱ一端，电机Ⅲ和丝杠Ⅱ设有齿轮并且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固定座Ⅲ上设有导轨Ⅲ；

[0010] 所述固定座Ⅴ上设有电机Ⅴ、丝杠Ⅲ、导轨Ⅴ、固定板，支撑臂Ⅱ和铲板，并且固定

座Ⅴ两端设有导块，通过导块和导轨Ⅲ、导轨Ⅱ连接固定座Ⅱ和固定座Ⅲ，所述固定板底部

设有导块且设于导轨Ⅴ内，丝杠Ⅲ穿过固定板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Ⅴ上且轴端设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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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电机Ⅴ位于固定板一端并且轴端设有齿轮，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支撑臂Ⅱ一端固

定连接固定板底部，所述铲板位于支撑臂Ⅱ另一端并且通过销轴连接支撑臂Ⅱ；

[0011] 所述刮泥机构Ⅱ包括固定座Ⅰ、导轨Ⅰ、电机Ⅰ、丝杠Ⅰ、安装固定块、支撑臂Ⅰ、固定长

板、挖斗、支撑腿；所述导轨Ⅰ设于固定座Ⅰ上，所述电机Ⅰ位于固定座Ⅰ一端并且电机Ⅰ轴端设

有齿轮，所述丝杠Ⅰ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Ⅰ上并且穿过安装固定块，丝杠Ⅰ一端设有

齿轮，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安装固定块上设有电机Ⅱ和转动轴Ⅰ并且底部设有导块，

安装固定块通过底部导块固定在导轨Ⅰ内，所述电机Ⅱ和转动轴Ⅰ端部设有齿轮并且通过链

条连接；

[0012] 所述支撑臂Ⅰ设有转动轴Ⅲ和若干转动轴Ⅱ，所述转动轴Ⅱ上设有若干传动齿轮

且位于两支撑臂Ⅰ内侧，各传动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转动轴Ⅲ一端设有齿轮且位于支撑

臂Ⅰ外侧，此齿轮与转动轴Ⅰ端部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固定长板通过转动轴Ⅱ固定在两

支撑臂Ⅰ中间，并且固定长板上设有T型导轨；所述挖斗两端固定连接链条，并且底部设有T

型导块并且设于T型导轨内；所述支撑腿一端固定连接支撑臂Ⅰ一侧，另一端活动连接沉淀

池内壁，沉淀池内壁上设有导槽，支撑腿另一端位于导槽内；

[0013] 所述絮凝池Ⅱ上的进药口位于盖板一角，移动拉板位于盖板一侧，可拉动开合；电

机Ⅳ位于盖板中央，所述电机Ⅳ轴端连接传动轴，传动轴上设有若干扇叶并且扇叶延传动

轴上下依次固定；所述快速滤油池内隔离板的高度低于快速滤油池高度。

[0014] 优选的，所述铲板一端设有弹性支柱，弹性支柱一端连接铲板，另一端链接支撑臂

[0015] 优选的，所述快速滤油池封盖上设有活性炭板

[0016] 优选的，所述隔离板与快速滤油池内壁上设有滤网。

[0017] 优选的，所述絮凝池Ⅱ内设有固定架，传动轴一端固定在固定架上以固定传动轴

保证传动轴的稳定性。

[001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9] 1)本实用新型挣得吃点池内设有刮泥机构Ⅰ和刮泥机构Ⅱ，在大型沉淀池中可将

沉淀池底的沉泥或较大杂物挖出，避免了使用抽吸机时不能将较大杂物抽出或因杂物损坏

抽吸机的情况，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0] 2)絮凝池Ⅱ设有电机、传动轴和扇叶，扇叶延传动轴上下依次分层固定，保证了污

水底层、中层和上层同时搅拌的效果，使絮凝剂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中沉淀池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中刮泥机构Ⅱ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中刮泥机构Ⅰ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中絮凝池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中快速滤油池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沉淀池；11、刮泥机构Ⅱ；110、固定座Ⅰ；111、导轨Ⅰ；112、电机Ⅰ；  113、丝杠

Ⅰ；114、安装固定块；115、电机Ⅱ；116、转动轴Ⅰ；117、支撑臂Ⅰ；118、转动轴Ⅱ；119、固定长

板；1191、T型导轨；1120、传动齿轮；1121、挖斗；1122、支撑腿；1123、转动轴Ⅲ；12、刮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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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121、固定座Ⅱ；1211、导轨Ⅱ；1212、电机Ⅲ；  1213、丝杠Ⅱ；122、固定座Ⅲ；1221、导轨Ⅲ；

123、固定座Ⅴ；1231、电机Ⅴ；1232、丝杠Ⅲ；1233、导轨Ⅴ；1234、固定板；1235、支撑臂Ⅱ；

1236、铲板；1237、弹性支柱；  13、传送带；14、倾斜板；2、絮凝池Ⅰ；3、絮凝池Ⅱ；31、盖板；32、

电机Ⅳ；33、进药口；34、移动拉板；35、传动轴；351、固定架；36、扇叶；4、快速滤油池；41、活

性炭板；42、滤网；43、隔离板；5、净水池；6、储油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6，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一

步具体说明。

[0029] 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包括沉淀池1、絮凝池Ⅰ2、絮凝池Ⅱ3、快速滤油池4、储

油池6、净水池5，沉淀池1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Ⅰ2，絮凝池Ⅰ2一侧通过管道连接絮凝池

Ⅱ3，另一侧连接快速滤油池4，同时絮凝池Ⅱ3一侧通过管道连接快速滤油池4，快速滤油池

4一侧同时连接储油池6和净水池5；沉淀池1上设有刮泥机构Ⅰ12、刮泥机构Ⅱ11、倾斜板14、

传送带13；刮泥机构Ⅰ12位于刮泥机构Ⅱ11一侧，倾斜板14和传送带13位于刮泥机构Ⅱ11一

侧；絮凝池Ⅱ3设有盖板31、电机Ⅳ32、进药口33、移动拉板34、传动轴35、扇叶36；所述絮凝

池Ⅱ3和絮凝池Ⅰ2结构相同；快速滤油池4设有隔离板43。

[0030] 所述刮泥机构Ⅰ12包括固定座Ⅱ121、固定座Ⅲ122和固定座Ⅴ123，所述固定座Ⅱ

121  和固定座Ⅲ122位于沉淀池1顶部，所述固定座Ⅴ123两端分别活动连接固定座Ⅱ121和

固定座Ⅲ122；所述固定座Ⅱ121上设有导轨Ⅱ1211、电机Ⅲ1212、丝杠Ⅱ1213，丝杠Ⅱ1213 

两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Ⅱ121上，电机Ⅲ1212位于固定座Ⅱ121一端，电机Ⅲ1212  和

丝杠Ⅱ1213设有齿轮并且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固定座Ⅲ122上设有导轨Ⅲ1221；

[0031] 所述固定座Ⅴ123上设有电机Ⅴ1231、丝杠Ⅲ1232、导轨Ⅴ1233、固定板1234，支撑

臂Ⅱ1235和铲板1236，并且固定座Ⅴ123两端设有导块，通过导块和导轨Ⅲ1221、导轨Ⅱ 

1211连接固定座Ⅱ121和固定座Ⅲ122，所述固定板1234底部设有导块且设于导轨Ⅴ1233 

内，丝杠Ⅲ1232穿过固定板1234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Ⅴ123上且轴端设有齿轮，电机Ⅴ

1231位于固定板1234一端并且轴端设有齿轮，两齿轮通过链条连接；所述支撑臂Ⅱ1235  一

端固定连接固定板1234底部，所述铲板1236位于支撑臂Ⅱ1235另一端并且通过销轴连接支

撑臂Ⅱ1235；

[0032] 由电机Ⅲ1212提供动力使丝杠Ⅱ1213转动带动固定座Ⅴ123滑动，由电机Ⅴ1231

提供动力使丝杠Ⅲ1232转动带动固定板1234和支撑臂Ⅱ1235延导轨Ⅴ1233滑动，利用铲板

1236  将池底沉泥铲到沉淀池一侧，然后再利用刮泥机构Ⅱ11将沉泥挖出沉淀池。

[0033] 所述刮泥机构Ⅱ11包括固定座Ⅰ110、导轨Ⅰ111、电机Ⅰ112、丝杠Ⅰ113、安装固定块

114、支撑臂Ⅰ117、固定长板119、挖斗1121、支撑腿1122；所述导轨Ⅰ111设于固定座Ⅰ110上，

所述电机Ⅰ112位于固定座Ⅰ110一端并且电机Ⅰ112轴端设有齿轮，所述丝杠Ⅰ113两端通过轴

承座固定在固定座Ⅰ110上并且穿过安装固定块114，丝杠Ⅰ113一端设有齿轮，两齿轮通过链

条连接；所述安装固定块114上设有电机Ⅱ115和转动轴Ⅰ116并且底部设有导块，安装固定

块114通过底部导块固定在导轨Ⅰ111内，所述电机Ⅱ115和转动轴Ⅰ116端部设有齿轮并且通

过链条连接；

[0034] 所述支撑臂Ⅰ117设有转动轴Ⅲ1123和若干转动轴Ⅱ118，所述转动轴Ⅱ118上设有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11546191 U

6



若干传动齿轮1120且位于两支撑臂Ⅰ117内侧，各传动齿轮1120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转动轴

Ⅲ1123一端设有齿轮且位于支撑臂Ⅰ117外侧，此齿轮与转动轴Ⅰ116端部齿轮通过链条连

接；所述固定长板119通过转动轴Ⅱ118固定在两支撑臂Ⅰ117中间，并且固定长板119上设有

T型导轨1191；所述挖斗1121两端固定连接链条，并且底部设有T型导块并且设于T  型导轨

1191内；所述支撑腿1122一端固定连接支撑臂Ⅰ117一侧，另一端活动连接沉淀池内壁，沉淀

池内壁上设有导槽，支撑腿1122另一端位于导槽内；

[0035] 由电机Ⅰ112提供动力使丝杠Ⅰ113转动从而带动安装固定块延导轨Ⅰ111滑动，此时

支撑腿1122同时延导槽滑动以支撑其支撑臂Ⅰ117的重量；由电机Ⅱ115提供动力使转动轴Ⅰ

116转动，再由转动轴Ⅰ116通过链条带动转动轴Ⅲ1123转动，利用转动轴Ⅲ1123转动和链条

传输带动挖斗1121延固定长板119上的T型导轨1191滑动；从而利用挖斗1121  将池底沉淀

物挖出，经链条传动至支撑臂Ⅰ117顶部后将沉淀物倒入倾斜板14，再由倾斜板14流入传送

带13内传送至转运车或储泥池内；挖斗1121底部设有T型导块并且设于T  型导轨1191内有

助于提高挖斗1121在挖泥中的牢固性。

[0036] 所述絮凝池Ⅱ3上的进药口33位于盖板31一角，移动拉板34位于盖板31一侧，可拉

动开合；电机Ⅳ32位于盖板31中央，所述电机Ⅳ32轴端连接传动轴35，传动轴35上设有若干

扇叶36并且扇叶36延传动轴35上下依次固定。

[0037] 当污水进入絮凝池Ⅱ3后由进药口33加入絮凝剂，然后由电机Ⅳ32提供动力搅拌

污水使絮凝剂更快发挥作用；此时经过第一道程序沉淀后污水中很少存在体积较大的废弃

物，所以当污水送至下一个絮凝处理程序后经絮凝处理后所得沉淀物会较为细腻，可打开

移动拉板34，利用抽吸机将污泥转移。

[0038] 所述快速滤油池4内隔离板43的高度低于快速滤油池4高度。当污水进入快速滤油

池  4后，利用油性物漂浮于水面的道理，当污水达到隔离板43的高度时流入隔离舱内，然后

经过管道流入储油池6内。

[0039] 所述铲板1236一端设有弹性支柱1237，弹性支柱1237一端连接铲板1236，另一端

链接支撑臂Ⅱ1235；当铲板1236铲泥后退时，弹性支柱1237将铲板1236弹起避免将铲板后

的沉泥推回。

[0040] 所述快速滤油池4封盖上设有活性炭板41，在滤油时能有效吸附异味。

[0041] 所述隔离板43与快速滤油池4内壁上设有滤网42，进一步拦截处理遗留漂浮物。

[0042] 所述絮凝池Ⅱ3内设有固定架351，传动轴35一端固定在固定架351上以固定传动

轴  35保证传动轴35的稳定性。

[0043] 一种工业污水预处理装置，工作过程如下：

[0044] 首先将工业污水注入沉淀池内进行长时间沉淀，检测达标后经过管道、水泵和截

流阀进入絮凝池Ⅰ，加入絮凝剂后进行搅拌处理，检测达标后输送进入快速滤油池进行进一

步的滤油和清除遗留漂浮物；若检测不达标污水由絮凝池Ⅰ输送入絮凝池Ⅱ做进一步助凝

处理，然后再经过检测达标后输送入快速滤油池；滤油输送入储油池，处理完成后将水注入

净水池储存。

[0045]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

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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