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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包括

支撑架，过滤罐，进液管，杂物粉碎架结构，粉碎

电机，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油水隔离罐，油水分

离过滤架结构，滑槽，电磁阀，出油管，排水阀门，

端盖，污水泵，出液管和金属软管，所述的过滤罐

螺栓连接在支撑架的上部左侧；所述的进液管焊

接在过滤罐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杂物粉碎架结构

安装在过滤罐的左侧下部。本实用新型过滤网的

设置，有利于方便对污水进行过滤，将污水中的

杂物分离出来，防止污水中的杂物进入污水泵、

出液管或金属软管中，造成污水泵、出液管和金

属软管堵塞，从而影响该隔离器的正常使用，延

长该隔离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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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该水油分离隔离器，包括支撑架(1)，过滤罐(2)，

进液管(3)，杂物粉碎架结构(4)，粉碎电机(5)，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油水隔离罐(7)，

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滑槽(9)，电磁阀(10)，出油管(11)，排水阀门(12)，端盖(13)，污

水泵(14)，出液管(15)和金属软管(16)，所述的过滤罐(2)螺栓连接在支撑架(1)的上部左

侧；所述的进液管(3)焊接在过滤罐(2)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杂物粉碎架结构(4)安装在过滤

罐(2)的左侧下部；所述的粉碎电机(5)设置在杂物粉碎架结构(4)的下部；所述的杂物过滤

清理架结构(6)安装在过滤罐(2)的内侧左上部；所述的油水隔离罐(7)螺栓连接在支撑架

(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安装在油水隔离罐(7)的内侧中间位置；所

述的滑槽(9)分别开设在油水隔离罐(7)内侧上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电磁阀(10)设置在油

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油管(11)贯穿油水隔离罐(7)与电磁阀

(10)的下部螺钉连接；所述的排水阀门(12)螺纹连接在油水隔离罐(7)的右侧下部；所述的

端盖(13)螺钉连接在油水隔离罐(7)的上部；所述的污水泵(14)的左侧螺栓连接在过滤罐

(2)的右侧下部，并且进口处与过滤罐(2)的内侧连通；所述的出液管(15)螺栓连接在污水

泵(14)的出口处；所述的金属软管(16)一端螺钉连接在出液管(15)的右侧上部，另一端螺

钉连接在端盖(13)的上部；所述的杂物粉碎架结构(4)包括圆筒(41)，旋转轴(42)，套管

(43)，粉碎刀片(44)，桶盖(45)，U型架(46)和挡板(47)，所述的旋转轴(42)轴接在圆筒(41)

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套管(43)套接在旋转轴(42)的外侧，并且套管(43)和旋转轴(42)

的连接处螺纹连接有螺栓；所述的粉碎刀片(44)分别焊接在套管(43)的外侧四角位置；所

述的桶盖(45)螺钉连接在圆筒(41)的内侧左上部；所述的U型架(46)焊接在圆筒(41)的左

侧下部；所述的挡板(47)插接在U型架(46)的内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

包括过滤网(61)，密封罩(62)，旋转电机(63)，连接轴(64)，绞龙(65)和出料管(66)，所述的

密封罩(62)螺栓连接在过滤网(61)的上部左侧；所述的旋转电机(63)螺栓连接在密封罩

(62)的左侧，并且输出轴贯穿密封罩(62)；所述的连接轴(64)放置在密封罩(62)的内侧，并

且左侧与旋转电机(63)的输出轴联轴器连接；所述的绞龙(65)焊接在连接轴(64)的外侧；

所述的出料管(66)焊接在密封罩(62)的下部左侧，并且内侧与密封罩(62)的内侧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

包括安装架(81)，通孔(82)，油水分离网(83)，限位块(84)，滑块(85)，横杆(86)和加热管

(87)，所述的通孔(82)分别开设在安装架(81)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油水分离网(83)插

接在通孔(82)的内侧；所述的限位块(84)分别焊接在油水分离网(83)的左右两侧，并且设

置在通孔(8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滑块(85)分别焊接在安装架(81)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

的横杆(86)螺栓连接在滑块(85)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加热管(87)缠绕在横杆(86)的外侧。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圆筒(41)螺栓连接在过滤

罐(2)的左侧下部，所述的过滤罐(2)的上部开口处套接在出料管(66)的下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碎电机(5)螺栓连接在

圆筒(41)的下部中间位置，并且输出轴贯穿圆筒(41)与旋转轴(42)的下部联轴器连接。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网(61)螺栓连接在过

滤罐(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密封罩(62)插接在过滤罐(2)的左侧，并且与过滤罐(2)螺栓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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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网(61)的上部与密封

罩(62)的内侧下部平齐，所述的过滤网(61)的中间位置向下倾斜。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81)插接在滑槽

(9)的内侧，所述的安装架(81)的外侧四周位置与油水隔离罐(7)的内壁贴合。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阀(10)螺钉连接在安

装架(81)的内侧中间位置，并且内侧上部与安装架(81)的上部连通。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油分离隔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通孔(82)分为两部分，通

孔(82)的内侧下部与油水分离网(83)的外侧贴合，通孔(82)的内侧上部长度大于油水分离

网(83)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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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油水隔离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

背景技术

[0002] 隔油器在过去八九十年代因工艺跟不上去及时代背景，多采用砖砌式，功能差，恶

臭熏天。到2000年后，碳钢隔油器的问世，的确是划时代的改变。因抗腐蚀性差，用不到一年

多就坏掉。换新产品又增加一部分费用。这时候，材质就采用不锈钢，不锈钢隔油池因其重

量轻，耐腐蚀，外观美观，易维护而被广泛使用。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掏隔油池的问题出

来了，随科技的发展，先后出现了自动刮油隔油器，自动除渣隔油器，气浮式隔油器，全自动

隔油器。采用新技术后，逐步提高隔油器的自动化，达到工作环境的干净卫生。

[0003] 但是现有的水油分离隔离器还存在着污水中的杂物容易使管道堵塞、不能将杂物

进行粉碎处理和清理滤油网时比较费力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以解决现有的水

油分离隔离器污水中的杂物容易使管道堵塞、不能将杂物进行粉碎处理和清理滤油网时比

较费力的问题。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包括支撑架，过滤罐，进液管，杂物粉碎架结构，粉碎

电机，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油水隔离罐，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滑槽，电磁阀，出油管，排水

阀门，端盖，污水泵，出液管和金属软管，所述的过滤罐螺栓连接在支撑架的上部左侧；所述

的进液管焊接在过滤罐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杂物粉碎架结构安装在过滤罐的左侧下部；所

述的粉碎电机设置在杂物粉碎架结构的下部；所述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安装在过滤罐的

内侧左上部；所述的油水隔离罐螺栓连接在支撑架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

构安装在油水隔离罐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滑槽分别开设在油水隔离罐内侧上部的左右

两侧；所述的电磁阀设置在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油管贯穿油水

隔离罐与电磁阀的下部螺钉连接；所述的排水阀门螺纹连接在油水隔离罐的右侧下部；所

述的端盖螺钉连接在油水隔离罐的上部；所述的污水泵的左侧螺栓连接在过滤罐的右侧下

部，并且进口处与过滤罐的内侧连通；所述的出液管螺栓连接在污水泵的出口处；所述的金

属软管一端螺钉连接在出液管的右侧上部，另一端螺钉连接在端盖的上部；所述的杂物粉

碎架结构包括圆筒，旋转轴，套管，粉碎刀片，桶盖，U型架和挡板，所述的旋转轴轴接在圆筒

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套管套接在旋转轴的外侧，并且套管和旋转轴的连接处螺纹连接

有螺栓；所述的粉碎刀片分别焊接在套管的外侧四角位置；所述的桶盖螺钉连接在圆筒的

内侧左上部；所述的U型架焊接在圆筒的左侧下部；所述的挡板插接在U型架的内侧。

[0006] 优选的，所述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包括过滤网，密封罩，旋转电机，连接轴，绞龙

和出料管，所述的密封罩螺栓连接在过滤网的上部左侧；所述的旋转电机螺栓连接在密封

罩的左侧，并且输出轴贯穿密封罩；所述的连接轴放置在密封罩的内侧，并且左侧与旋转电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13388061 U

4



机的输出轴联轴器连接；所述的绞龙焊接在连接轴的外侧；所述的出料管焊接在密封罩的

下部左侧，并且内侧与密封罩的内侧连通。

[0007] 优选的，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包括安装架，通孔，油水分离网，限位块，滑

块，横杆和加热管，所述的通孔分别开设在安装架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油水分离网插接

在通孔的内侧；所述的限位块分别焊接在油水分离网的左右两侧，并且设置在通孔的内侧

上部；所述的滑块分别焊接在安装架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横杆螺栓连接在滑块的内侧

上部；所述的加热管缠绕在横杆的外侧。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圆筒螺栓连接在过滤罐的左侧下部，所述的过滤罐的上部开口处

套接在出料管的下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粉碎电机螺栓连接在圆筒的下部中间位置，并且输出轴贯穿圆筒

与旋转轴的下部联轴器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过滤网螺栓连接在过滤罐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密封罩插接在过滤

罐的左侧，并且与过滤罐螺栓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的过滤网的上部与密封罩的内侧下部平齐，所述的过滤网的中间位

置向下倾斜。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插接在滑槽的内侧，所述的安装架的外侧四周位置与油水

隔离罐的内壁贴合。

[0013] 优选的，所述的电磁阀螺钉连接在安装架的内侧中间位置，并且内侧上部与安装

架的上部连通。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通孔分为两部分，通孔的内侧下部与油水分离网的外侧贴合，通孔

的内侧上部长度大于油水分离网的长度。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过滤网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对污水进行过滤，将污水中的

杂物分离出来，防止污水中的杂物进入污水泵、出液管或金属软管中，造成污水泵、出液管

和金属软管堵塞，从而影响该隔离器的正常使用，延长该隔离器的使用寿命。

[0017]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旋转电机、连接轴、绞龙和出料管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将

过滤网过滤出的杂物进行清理，防止杂物堆积到过滤网的上部，影响过滤网的过滤效果，同

时不需要停机进行清理，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并且不影响该隔离器的正常工作。

[0018]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旋转轴、粉碎刀片和粉碎电机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对落入

圆筒内侧的杂物进行粉碎，方便工作人员对杂物进行收集处理，同时减少杂物的空间占用，

从而增加该隔离器的使用功能。

[0019]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桶盖和旋转电机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工作人员对粉碎刀

片和圆筒的内侧进行维护，同时方便工作人员将粉碎刀片拆下后对粉碎刀片进行维修或更

换，从而减少粉碎刀片的维修成本。

[0020]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油水分离网、电磁阀和出油管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对污水

中的油进行隔离，同时方便将隔离出的油排出，保证油水分离网的隔离效果，同时不需要工

作人员对其进行放出，进一步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延长油水分离网的使用寿命。

[0021]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安装架、通孔、限位块和滑槽的设置，有利于将油水分离

网从安装架中取出，方便工作人员对油水隔离罐的内侧进行清理，同时还方便将油水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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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安装架分离，对油水分离网进行维护或更换，进而节省油水分离网的维护成本。

[0022]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横杆和加热管的设置，有利于对污水进行升温，使污水中

的油和水分离更加彻底，增加该隔离器的油水分离效果，同时使油更加快速的从污水中分

离出来，从而提高油和水在分离时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杂物粉碎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

[0028] 1、支撑架；2、过滤罐；3、进液管；4、杂物粉碎架结构；41、圆筒；42、旋转轴；43、套

管；44、粉碎刀片；45、桶盖；46、U型架；47、挡板；5、粉碎电机；6、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1、过

滤网；62、密封罩；63、旋转电机；64、连接轴；65、绞龙；66、出料管；7、油水隔离罐；8、油水分

离过滤架结构；81、安装架；82、通孔；83、油水分离网；84、限位块；85、滑块；86、横杆；87、加

热管；9、滑槽；10、电磁阀；11、出油管；12、排水阀门；13、端盖；14、污水泵；15、出液管；16、金

属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0] 实施例：

[0031] 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一种水油分离隔离器，包括支撑架1，过滤罐2，进液管3，杂

物粉碎架结构4，粉碎电机5，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油水隔离罐7，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

滑槽9，电磁阀10，出油管11，排水阀门12，端盖13，污水泵14，出液管15和金属软管16，所述

的过滤罐2螺栓连接在支撑架1的上部左侧；所述的进液管3焊接在过滤罐2的上部右侧；所

述的杂物粉碎架结构4安装在过滤罐2的左侧下部；所述的粉碎电机5设置在杂物粉碎架结

构4的下部；所述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安装在过滤罐2的内侧左上部；所述的油水隔离罐

7螺栓连接在支撑架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安装在油水隔离罐7的内侧

中间位置；所述的滑槽9分别开设在油水隔离罐7内侧上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电磁阀10设

置在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油管11贯穿油水隔离罐7与电磁阀10

的下部螺钉连接；所述的排水阀门12螺纹连接在油水隔离罐7的右侧下部；所述的端盖13螺

钉连接在油水隔离罐7的上部；所述的污水泵14的左侧螺栓连接在过滤罐2的右侧下部，并

且进口处与过滤罐2的内侧连通；所述的出液管15螺栓连接在污水泵14的出口处；所述的金

属软管16一端螺钉连接在出液管15的右侧上部，另一端螺钉连接在端盖13的上部；所述的

杂物粉碎架结构4包括圆筒41，旋转轴42，套管43，粉碎刀片44，桶盖45，U型架46和挡板47，

所述的旋转轴42轴接在圆筒41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套管43套接在旋转轴42的外侧，并

且套管43和旋转轴42的连接处螺纹连接有螺栓；所述的粉碎刀片44分别焊接在套管43的外

侧四角位置；所述的桶盖45螺钉连接在圆筒41的内侧左上部；所述的U型架46焊接在圆筒41

的左侧下部；所述的挡板47插接在U型架46的内侧；粉碎电机5带动旋转轴42，旋转轴42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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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43带动粉碎刀片44高速旋转，杂物落入圆筒41的内侧，与高速旋转的粉碎刀片44接触，

粉碎刀片44对杂物进行粉碎，然后向上拉动挡板47，粉碎之后的杂物颗粒从左下部的出口

离开，落入提前放置的垃圾桶内，将桶盖45上的螺钉拆下，将桶盖45从圆筒41的左侧取下，

方便工作人员对套管43和粉碎刀片44进行维护和维修。

[0032]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杂物过滤清理架结构6包括过滤网

61，密封罩62，旋转电机63，连接轴64，绞龙65和出料管66，所述的密封罩62螺栓连接在过滤

网61的上部左侧；所述的旋转电机63螺栓连接在密封罩62的左侧，并且输出轴贯穿密封罩

62；所述的连接轴64放置在密封罩62的内侧，并且左侧与旋转电机63的输出轴联轴器连接；

所述的绞龙65焊接在连接轴64的外侧；所述的出料管66焊接在密封罩62的下部左侧，并且

内侧与密封罩62的内侧连通；污水进入过滤罐2之后先经过过滤网61的过滤，过滤网61将污

水中杂物分离出来，旋转电机63带动连接轴64旋转，通过绞龙65将过滤网61过滤出的杂物

进行清理，杂物从出料管66的内侧排出。

[0033]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油水分离过滤架结构8包括安装架

81，通孔82，油水分离网83，限位块84，滑块85，横杆86和加热管87，所述的通孔82分别开设

在安装架81的内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油水分离网83插接在通孔82的内侧；所述的限位块84

分别焊接在油水分离网83的左右两侧，并且设置在通孔8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滑块85分别

焊接在安装架81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横杆86螺栓连接在滑块85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加

热管87缠绕在横杆86的外侧；污水落下后，先经过加热管87进行升温，使油、水在分离时更

加彻底，然后经过油水分离网83，水穿过油水分离网83流入油水隔离罐7的底部，油被油水

分离网83阻挡留在安装架81的上部。

[003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圆筒41螺栓连接在过滤罐2的左侧下部，所述的过

滤罐2的上部开口处套接在出料管66的下部。

[003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粉碎电机5螺栓连接在圆筒41的下部中间位置，并

且输出轴贯穿圆筒41与旋转轴42的下部联轴器连接。

[003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过滤网61螺栓连接在过滤罐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

密封罩62插接在过滤罐2的左侧，并且与过滤罐2螺栓连接。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过滤网61的上部与密封罩62的内侧下部平齐，所述

的过滤网61的中间位置向下倾斜。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安装架81插接在滑槽9的内侧，所述的安装架81的

外侧四周位置与油水隔离罐7的内壁贴合。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磁阀10螺钉连接在安装架81的内侧中间位置，并

且内侧上部与安装架81的上部连通。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通孔82分为两部分，通孔82的内侧下部与油水分离

网83的外侧贴合，通孔82的内侧上部长度大于油水分离网83的长度。

[0041] 工作原理

[0042]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先将排污管道与进液管3的上部法兰连接，污水通过进液

管3进入过滤罐2中，污水进入过滤罐2之后先经过过滤网61的过滤，污水落入过滤罐2的底

部，过滤网61将污水中杂物分离出来，旋转电机63带动连接轴64旋转，通过绞龙65将过滤网

61过滤出的杂物进行清理，杂物从出料管66的内侧排进圆筒41中，启动粉碎电机5，粉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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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5带动旋转轴42，旋转轴42通过套管43带动粉碎刀片44高速旋转，杂物落入圆筒41的内

侧，与高速旋转的粉碎刀片44接触，粉碎刀片44对杂物进行粉碎，然后向上拉动挡板47，粉

碎之后的杂物颗粒从左下部的出口离开，落入提前放置的垃圾桶内，污水泵14将过滤罐2底

部的污水吸入，通过出液管15和金属软管16将污水送入油水隔离罐7中，提前打开加热管

87，污水落下后，先经过加热管87进行升温，使油、水在分离时更加彻底，然后经过油水分离

网83，水穿过油水分离网83流入油水隔离罐7的底部，油被油水分离网83阻挡留在安装架81

的上部，打开排水阀门12，将污水排出，当需要对过滤出的油进行清理时，关闭污水泵14，等

待油水隔离罐7内侧的水低于安装架81时，打开电磁阀10，安装架81上部的油通过出油管11

排出，落入前放置在出油管11右侧下部的储油桶内，将端盖13拆下，在将电磁阀10与安装架

81连接处的螺钉拆下，向上拉动安装架81，滑块85在滑槽9的内侧向上滑动，将安装架81从

油水隔离罐7的内侧取出，然后将油水分离网83从通孔82的内侧取出，对安装架81、油水分

离网83和油水隔离罐7的内侧进行清洗，将桶盖45上的螺钉拆下，将桶盖45从圆筒41的左侧

取下，工作人员可以对套管43和粉碎刀片44进行维护。

[0043]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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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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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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