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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洗砂设备，属于洗砂设

备，用于砂石清洗，其包括洗砂机及对洗砂机产

生废水进行处理的循环水池，所述洗砂机至少包

括通过震动发生器带动的震动筛，在震动筛的底

部设置有混合箱，混合箱通过抽沙泵、泵送管与

螺旋分离器的入口连接，螺旋分离器的出口包括

出水口和出砂口，出水口通过污水管与循环水池

连接，螺旋分离器的出砂口位于震动筛上方；在

震动筛的上方还设置有高压清水水管，高压清水

水管通过高压水泵与水源连接；所述循环水池至

少包括外池体，在外池体上设置有给净化剂箱。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申请能够在提高洗

砂效率的同时，提高对洗砂过程中所产生废水的

循环利用，降低耗水量，提高环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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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砂设备，包括洗砂机（3）及对洗砂机（3）产生废水进行处理的循环水池（5），其

特征在于：所述洗砂机（3）至少包括通过震动发生器（34）带动的震动筛（31），在震动筛（31）

的底部设置有混合箱（37），混合箱（37）通过抽沙泵、泵送管（33）与螺旋分离器（32）的入口

连接，螺旋分离器（32）的出口包括出水口和出砂口，出水口通过污水管（36）与循环水池（5）

连接，螺旋分离器（32）的出砂口位于震动筛（31）上方；在震动筛（31）的上方还设置有高压

清水水管（35），高压清水水管（35）通过高压水泵与水源连接；所述循环水池（5）至少包括外

池体（50），在外池体（50）上设置有给净化剂箱（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池体（50）内设置有与之同轴的

内池体（51），在内池体（51）的中部设置有涡流箱（54），涡流箱（54）通过切线方向连接的混

合管（53）与给净化剂箱（52）连接；涡流箱（54）的底部为内池体（50）的池体出口（55），池体

出口（55）处设置有进气口（5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池体（51）与外池体（50）之间的

位置处安装有循环水管（58），循环水管（58）上设置有节流阀（59），循环水管（58）的末端位

于混合箱（37）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水管（58）通过高压水泵送入

至震动筛（31）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出口（55）的位置处设置有搅

拌轴（57），搅拌轴（57）通过驱动机构进行驱动，驱动机构位于涡流箱（54）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震动筛（31）的进料上方设置有进

料输送带（2），在震动筛（31）的出料处设置有出料输送带（4）。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洗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输送带（2）与给料器（1）连

接，给料器（1）包括过滤筛（11），过滤筛（11）位于给料壳体（12）的上方，给料壳体（12）的内

部设置有内部输送带（13），内部输送带（13）位于进料输送带（2）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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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砂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洗砂装置领域，具体地说，尤其涉及一种洗砂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洗砂机广泛应用于建筑工地、砂石厂、水电站混凝土大坝等行业，其能够去除覆盖

砂石表面的杂质，同时破坏包覆砂石的水汽层，以便于脱水，起到高效洗砂清洗的作用。但

是传统的洗砂原料较为单一，且在使用时容易产生较多的废水，如何在提高洗砂效率的同

时对其产生的废水进行有效的循环利用，成为行业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洗砂设备，其能够在提高洗砂效率的同时，提高对洗

砂过程中所产生废水的循环利用，降低耗水量。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申请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本申请中所述的洗砂机，包括洗砂机及对洗砂机产生废水进行处理的循环水池，所述

洗砂机至少包括通过震动发生器带动的震动筛，在震动筛的底部设置有混合箱，混合箱通

过抽沙泵、泵送管与螺旋分离器的入口连接，螺旋分离器的出口包括出水口和出砂口，出水

口通过污水管与循环水池连接，螺旋分离器的出砂口位于震动筛上方；在震动筛的上方还

设置有高压清水水管，高压清水水管通过高压水泵与水源连接；所述循环水池至少包括外

池体，在外池体上设置有给净化剂箱。

[0005]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外池体内设置有与之同轴的内池体，在内池体的中

部设置有涡流箱，涡流箱通过切线方向连接的混合管与给净化剂箱连接；涡流箱的底部为

内池体的池体出口，池体出口处设置有进气口。

[0006]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内池体与外池体之间的位置处安装有循环水管，循

环水管上设置有节流阀，循环水管的末端位于混合箱内。

[0007]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循环水管通过高压水泵送入至震动筛的上方。

[0008]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池体出口的位置处设置有搅拌轴，搅拌轴通过驱动

机构进行驱动，驱动机构位于涡流箱的上方。

[0009]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震动筛的进料上方设置有进料输送带，在震动筛的

出料处设置有出料输送带。

[0010] 进一步地讲，本申请中所述的进料输送带与给料器连接，给料器包括过滤筛，过滤

筛位于给料壳体的上方，给料壳体的内部设置有内部输送带，内部输送带位于进料输送带

的上方。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是：

1、本申请通过对循环水池的结构设计及其与洗砂机的联动，能够提高对洗砂过程中水

资源的利用率，有效提高水体的循环利用率。

[0012] 2、本申请通过对震动筛和螺旋分离器的设置，提高了砂石的清洗效果和筛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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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申请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申请中洗砂机及循环水池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申请中给料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申请的原理示意图。

[0017] 图中：1、给料器；2、进料输送带；3、洗砂机；4、出料输送带；5、循环水池；6、架体；

11、过滤筛；12、给料壳体；13、内部输送带；

31、震动筛；32、螺旋分离器；33、泵送管；34、震动发生器；35、高压清水水管；36、污水

管；37、混合箱；38、微砂管；39、溢水盒；

50、外池体；51、内池体；52、给净化剂箱；53、混合管；54、涡流箱；55、池体出口；56、进气

口；57、搅拌轴；58、循环水管；59、节流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申请所述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地描述说明。需要说明

的是，在下述段落可能涉及的方位名词，包括但不限位“上、下、左、右、前、后”等，其所依据

的方位均为对应说明书附图中所展示的视觉方位，其不应当也不该被视为是对本申请保护

范围或技术方案的限定，其目的仅为方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所述的技术

方案。

[0019] 如图3所示，给料器1包括倾斜设置的用于筛分大型块状物的过滤筛11，过滤筛11

为栅格状板体结构，其留有的缝隙能够允许符合要求的砂石穿过而将大型的块状物阻挡在

外。在过滤筛11的内部为输送筛分后砂石的内部输送带13，内部输送带13能够筛分后的砂

石转移至进料输送带2上。内部输送带13位于给料壳体12内部，而过滤筛11位于给料壳体12

的顶部。

[0020] 如图1所示，本申请中所述的洗砂机包括给料器1，给料器1通过进料输送带2与洗

砂机3连接，进料带2能够将经过给料器1初步筛选的砂石物料送入至洗砂机3的入料口，洗

砂机3的出料口处设置有用于将物料运出的出料输送带4。在清洗砂石的过程中，洗砂机3的

废水进入到循环水池5中进行处理。

[0021] 上述过程中的洗砂机3至少包括通过震动发生器34带动的震动筛31，震动筛31位

于进料输送带2的出口下方，震动筛31的上方还设置有高压清水水管35。震动筛31能够在震

动发生器34的作用下将进料输送带2送入的砂石震散并且在高压清水水管35的配合下实现

对砂石的筛分与清洗。所述的震动筛31的下方为混合箱37，混合箱37通过抽沙泵及泵送管

33与螺旋分离器32的入口连接，螺旋分离器32的出口包括细砂出口、微粒管38以及出水口，

细砂出口、微粒管38均位于震动筛31的上方，出水口通过污水管36与循环水池5中的给净化

剂箱52连接。

[0022] 上述结构能够对进料输送带2送入的砂石进行震动筛分，初步将颗粒较大的砂石

筛分出去。颗粒较小的砂石随着高压清水水管35送入的水体一并进入到洗砂机3底部的混

合箱37中。如图2所示，在混合箱37中可以设置有用于拦截金属件的网孔板体，其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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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件进入到设备内造成设备的损坏。

[0023] 在混合箱37中网孔板体的下方连接有抽沙泵，抽沙泵的出口与泵送管33连接，泵

送管33的出口与螺旋分离器32的入口连接。螺旋分离器32利用离心原理将送入的砂石混合

物进行处理，并且经过细砂出口、微粒管38（即微粒砂出口）、出水口将粒径较小的砂石和水

体分离。需要说明的是，细砂出口、微粒砂出口中同时会伴随着一定量的水体排出。排出的

细砂、微粒砂落入震动筛31出口的指定区域上以实现粒径较大的砂石、细砂、微粒砂的区

分，也可以与震动筛31初步分离的砂石进行混合，。在螺旋分离器32的出水口处可设置有溢

水盒39，以便观察与存储螺旋分离器32的出水情况。

[0024] 上述段落中所述的洗砂机3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用到高压清水水管35进行震动筛分

时的清洗，而高压清水水管35是通过高压清水泵从水源处泵送清水来实现清洗的。此部分

水体如果不经过有效地处理，势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提高设备整体的耗水量。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本申请对螺旋分离器32中分离的废水进行收集与处理，并且在收集处理后进行利

用。

[0025] 本申请中所述的循环水池5上或者一侧设置有给净化剂箱52，给净化剂箱52与污

水管36连接。在给净化剂箱52内，污水管36送入的污水能够与净化剂进行混合，以促进污水

中杂质的快速沉淀，进而保证水体的快速净化。与净化剂混合后的废水经过混合管53进入

到涡流箱54中。涡流箱54为上下开口的圆筒形的箱体，混合管53的出口位于涡流箱54的切

线方向。以切线方向送入的污水能够在涡流箱54内形成向下的涡流，并且从涡流箱54的底

部进入到内池体51中，并且以涡流箱54为中心向内池体51的边沿扩散。在上述过程中，污水

与净化剂能够在涡流箱内充分地混合，并且在混合的过程中净化剂对污水发生作用，从而

实现污水中杂质的沉淀。

[0026] 当污水从涡流箱54的底部冒出并向内池体51的边沿扩散时，污水中的杂质与净化

剂反应时间增加，有助于杂质的沉淀，处理完成的污水经过内池体51边沿处的锯齿状结构

进入到外池体50中。外池体50的底部设置有循环水管58，循环水管58能够在节流阀59的作

用下将净化后的污水送入到混合箱37、震动筛31中。当外池体50的水体通过加压泵送入到

震动筛31的上方后，能够与高压清水水管35一起实现对送入砂体的清洗。本申请中所述的

节流阀59能够用于调节循环水管58内水流量的大小，保证混合箱37内水位的稳定。

[0027] 污水中所携带的杂质在净化剂的作用下迅速沉淀至内池体51的底部，如图2所示，

内池体51的底部为锥形结构的池体出口55，池体出口55可与污泥泵连接，以便将沉淀的杂

质抽离并送入至污泥池进行存放或处理。长时间使用后池体出口55处会堆积一定的污泥，

为了避免池体出口55被污泥堵塞，本申请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在池体出口55的周边设

置有若干的进气口56，进气口56与高压气管连接以送入脉冲气流进行冲洗。二是从涡流箱

54沿着内池体51的中心轴线设置搅拌轴57，搅拌轴57的搅拌齿位于池体出口55处，在驱动

机构的带动下低速搅拌，进而避免杂质长时间压实堆积在池体出口55处形成较为坚硬的污

泥。

[0028] 为了便于观察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检修作业，在本申请中还设置架体6，架体6

带有护栏的阶梯结构，其能够方便操作人员或者检修人员的登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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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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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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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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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110252641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