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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尤其为一种

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包括设有盖

板的池体，所述池体具有沉淀室和清水室，所述

盖板固定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贯穿所述盖板，

所述水管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弹性皮腔，所述第

一弹性皮腔固定连接有连接管，所述第一弹性皮

腔开设有滤孔，所述连接管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排

放管；通过倾斜设置的连接管使雨水进入水管之

中后，水里较大的杂质受到滤孔的阻隔，而一部

分的雨水直接通过滤孔流入到沉淀室内，而较大

的杂质受到连接管的导向随着另一部分水的流

动直接进入到收集框内部放置的收集箱之中，从

而防止因较大的杂质堆积在连接管，影响到正常

的下水速度，从而提高收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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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包括设有盖板(2)的池体(1)，所述池体(1)

具有沉淀室(11)和清水室(12)，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2)固定连接有水管(3)，所述水管

(3)贯穿所述盖板(2)，所述水管(3)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弹性皮腔(31)，所述第一弹性皮腔

(31)固定连接有连接管(32)，所述第一弹性皮腔(31)开设有滤孔(321)，所述连接管(32)的

底部固定连接有排放管(33)，所述盖板(2)的下端面固定连接有收集框(4)，所述收集框(4)

的外壁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弹性皮腔(43)，所述连接管(32)贯穿所述第二弹性皮腔(43)，

且与所述第二弹性皮腔(43)固定连接，所述收集框(4)的内部放置有收集箱(5)和第二滤网

(52)，所述收集箱(5)内壁固定连接有第一滤网(51)，所述第二滤网(52)位于所述收集箱

(5)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板(2)一侧铰接有清理盖(21)，所述清理盖(21)位于所述收集框(4)的正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滤网(51)的孔径尺寸大于所述第二滤网(52)的孔径尺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

集框(4)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板(41)，所述收集箱(5)放置于所述第一放置板

(41)的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

集框(4)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放置板(42)，所述第二放置板(42)位于所述第一放

置板(41)的正下方，所述第二滤网(52)放置于两个所述第二放置板(42)的上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管(32)的上端固定连接有把手(322)，所述把手(322)贯穿所述盖板(2)，且与所述盖板

(2)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弹性皮腔(31)、所述连接管(32)、所述排放管(33)和所述收集框(4)均位于所述沉淀室

(1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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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废水利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减少对周围

居民的影响。控制水污染，保护江河等地面水以及地下水水质的良好状态，保障人体健康，

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和城乡建设的发展。

[0003] 中国专利公开了建筑工地喷淋除尘用废水过滤沉淀池(公告号CN208032093U)，该

专利技术能够将雨水沉淀过滤后作为施工用水的水源，降低了施工成本，但是该专利通过

下水管对下落的雨水进行收集，并通过一级滤网对较大块的杂物滤除，但是若收集的过程

中较大的杂质较多，在受到一级滤网的阻隔后全部堆积到一级滤网的一侧，容易造成因较

大的杂质堆积后对一级滤网阻隔，影响到正常的下水速度，从而会造成对雨水的收集效果

受到影响。

[0004] 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包括设有盖板的池体，所述池体具有沉

淀室和清水室，所述盖板固定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贯穿所述盖板，所述水管底部固定连接

有第一弹性皮腔，所述第一弹性皮腔固定连接有连接管，所述第一弹性皮腔开设有滤孔，所

述连接管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排放管，所述盖板的下端面固定连接有收集框，所述收集框的

外壁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弹性皮腔，所述连接管贯穿所述第二弹性皮腔，且与所述第二弹

性皮腔固定连接，所述收集框的内部放置有收集箱和第二滤网，所述收集箱内壁固定连接

有第一滤网，所述第二滤网位于所述收集箱的下方。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盖板一侧铰接有清理盖，所述清理盖位于

所述收集框的正上方。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滤网的孔径尺寸大于所述第二滤网的

孔径尺寸。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收集框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

板，所述收集箱放置于所述第一放置板的上端。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收集框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放置

板，所述第二放置板位于所述第一放置板的正下方，所述第二滤网放置于两个所述第二放

置板的上端。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245645 U

3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连接管的上端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把手

贯穿所述盖板，且与所述盖板滑动连接。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弹性皮腔、所述连接管、所述排放管和

所述收集框均位于所述沉淀室内。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通过倾斜设置的连接管使雨水进入水管之中后，水里较大的杂质受到滤孔的阻

隔，而一部分的雨水直接通过滤孔流入到沉淀室内，而较大的杂质受到连接管的导向随着

另一部分水的流动直接进入到收集框内部放置的收集箱之中，从而防止因较大的杂质堆积

在连接管，影响到正常的下水速度，从而提高收集效率，而随着连接管导向进入收集框内的

水，则穿过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进行二次的过滤并流入到沉淀室内，且通过清理盖的设置

在收集完成后，可直接打开清理盖将收集箱取出，直接将受到第一滤网阻隔的较大杂质进

行清理，更加方便收集后的清理工作，从而提高了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中收集框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中A部的放大图；

[0019] 图4为图1中B部的放大图。

[0020] 图中：1、池体；11、沉淀室；12、清水室；2、盖板；21、清理盖；3、水管；31、第一弹性皮

腔；32、连接管；321、滤孔；322、把手；33、排放管；4、收集框；41、第一放置板；42、第二放置

板；43、第二弹性皮腔；5、收集箱；51、第一滤网；52、第二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建筑施工的废水二次沉淀装置，包

括设有盖板2的池体1，池体1具有沉淀室11和清水室12，盖板2固定连接有水管3，水管3贯穿

盖板2，水管3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弹性皮腔31，第一弹性皮腔31固定连接有连接管32，第一

弹性皮腔31开设有滤孔321，连接管3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排放管33，盖板2的下端面固定连

接有收集框4，收集框4的外壁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弹性皮腔43，连接管32贯穿第二弹性皮

腔43，且与第二弹性皮腔43固定连接，收集框4的内部放置有收集箱5和第二滤网52，收集箱

5内壁固定连接有第一滤网51，池体1与公告号CN208032093U专利中的制造方法一致(在基

坑内砌制砖块层，在砖块层的内壁依次设置组合式防渗水结构层，最后再设置钢筋混凝土

的隔墙，在砖块层内表面涂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且通过隔墙将池体1分为沉淀室11和清

水室12，沉淀室11和清水室12之间通过隔墙开设的通水孔进行连通，隔墙在通水孔的左侧

设有滤网进行二级过滤，在对雨水收集时，雨水通过水管3向下流动，连接管32与水平面之

间呈三十度设置，通过倾斜设置的连接管32使雨水进入水管3之中后，水里较大的杂质随着

雨水向下流动时受到滤孔321的阻隔，而此时一部分的雨水直接通过滤孔321流入到沉淀室

11内，而较大的杂质受到倾斜设置的连接管32的导向随着另一部分水，因重力的影响流动

直接进入到收集框4内部放置的收集箱5之中，使较大的杂质进入收集箱5进行收集，从而防

止因较大的杂质堆积在连接管32的位置，影响到正常的下水速度，且随着连接管32导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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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收集框4内的带有较大杂质的雨水，则穿过第一滤网51和第二滤网52，通过第一滤网51

和第二滤网52对较大的杂质进行两次的过滤，也一起流入到沉淀室11内，从而进一步的提

高雨水的收集速度，此时进入沉淀室11的雨水在水位上升后，通过隔板上的通水孔进入到

清水室12内并在进入时受到二级滤板的过滤，完成后即可通过水泵连接软管将清水池之中

的水抽出进行使用，清理时，盖板2开设有一个槽，清理盖21通过铰链铰接于槽上，且清理盖

21的粘接有密封条，实现对槽与清理盖21缝隙的封堵，可直接打开清理盖21将收集箱5直接

从收集框4的内部取出，将收集箱5中受到第一滤网51阻隔的较大杂质进行清理，然后再将

第二滤网52从第二放置板42的上端拿出，对第二滤网52上受到阻隔的较小一些的杂质进行

清理，完成收集后的清理工作，且若是滤孔321的表面残留有少量杂质时，可通过人手拉动

把手322来上下活动连接管32，将连接管32上下活动，将残留的少量杂质通过活动时的抖

动，滑动至收集箱5内，因第二弹性皮腔43和第一弹性皮腔31的具有弹性，通过第一弹性皮

腔31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也可对水管3和连接管32之间密封，通过第二弹

性皮腔43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也可对连接管32和收集框4之间实现密封，

然后工人打开盖板2通过放置梯子进入池体1内对沉淀后的淤泥杂质进行清理，本方案防止

因较大的杂质堆积，从而可提高对雨水收集的效率。

[0022] 在图一中：盖板2一侧铰接有清理盖21，清理盖21位于收集框4的正上方，盖板2开

设有一个槽，清理盖21通过铰链铰接于槽上，且清理盖21的粘接有密封条，实现对槽与清理

盖21之间缝隙的封堵，通过打开清理盖21将收集箱5直接从收集框4的内部取出，将收集箱5

中受到第一滤网51阻隔的较大杂质进行清理，操作方法简单，方便对较大杂质收集后的清

理工作。

[0023] 在图二和图三中：第一弹性皮腔31、连接管32、排放管33和收集框4均位于沉淀室

11内，收集框4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一放置板41，收集箱5放置于第一放置板41的上

端，收集框4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第二放置板42，第二放置板42位于第一放置板41的正

下方，第二滤网52放置于两个第二放置板42的上端，第一滤网51的孔径尺寸大于第二滤网

52的孔径尺寸；两个第一放置板41用于放置收集箱5并对收集箱5进行支撑，两个第二放置

板42用于放置第二滤网52并对第二滤网52进行支撑，通过第一滤网51对较大的杂质进行一

次过滤，再通过第二滤网52对较小的杂质进行二次过滤。

[0024] 在图一和图四中：连接管32的上端固定连接有把手322，把手322贯穿盖板2，且与

盖板2滑动连接，通过人手拉动把手322来上下活动连接管32，将连接管32上下抖动，将残留

的少量杂质通过抖动，滑动至收集箱5内，因第二弹性皮腔43和第一弹性皮腔31的具有弹

性，通过第一弹性皮腔31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也可对水管3和连接管32之

间密封，通过第二弹性皮腔43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也可对连接管32和收

集框4之间实现密封。

[002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在对雨水收集时，下落的雨水通过水管3向下流动，通

过倾斜设置的连接管32使雨水进入水管3之中后，水里较大的杂质随着雨水向下流动时受

到滤孔321的阻隔，而此时一部分的雨水直接通过滤孔321流入到沉淀室11内，而较大的杂

质受到倾斜设置的连接管32的导向随着另一部分水，因重力的影响流动直接进入到收集框

4内部放置的收集箱5之中，使较大的杂质进入收集箱5进行收集，从而防止因较大的杂质堆

积在连接管32的位置，影响到正常的下水速度，且随着连接管32导向而进入收集框4内的带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245645 U

5



有较大杂质的雨水，则穿过第一滤网51和第二滤网52，通过第一滤网51和第二滤网52对较

大的杂质进行两次的过滤，也一起流入到沉淀室11内，从而进一步的提高雨水的收集速度，

此时进入沉淀室11的雨水在水位上升后，通过隔板上的通水孔进入到清水室12内并在进入

时受到二级滤板的过滤，完成后即可通过水泵连接软管将清水池之中的水抽出进行使用，

清理时，可直接打开清理盖21将收集箱5直接从收集框4的内部取出，将收集箱5中受到第一

滤网51阻隔的较大杂质进行清理，然后再将第二滤网52从第二放置板42的上端拿出，对第

二滤网52上受到阻隔的较小一些的杂质进行清理，完成收集后的清理工作，且若是滤孔321

的表面残留有少量杂质时，可通过人手拉动把手322来上下活动连接管32，将连接管32上下

活动，将残留的少量杂质通过活动时的抖动，滑动至收集箱5内，因第二弹性皮腔43和第一

弹性皮腔31的具有弹性，通过第一弹性皮腔31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也可

对水管3和连接管32之间密封，通过第二弹性皮腔43在不影响到上下滑动连接管32的同时，

也可对连接管32和收集框4之间实现密封，然后工人打开盖板2通过放置梯子进入池体1内

对沉淀后的淤泥杂质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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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1245645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1245645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1245645 U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1245645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