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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

包括池体和设于池体内的两个过滤网，每个所述

过滤网的两侧均与池体的侧壁相贴，所述池体的

上部设有对过滤网进行清洗的清洗装置和将过

滤网从池体内拉出和放回的伸缩装置，伸缩装置

包括固设在池体上的支撑架、设于支撑架上的液

压缸和与液压缸相连的紧固件，所述紧固件的另

一侧与过滤网相连。本实用新型具有在过滤网使

用一段之间之后能够进行自动清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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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包括池体(1)和设于池体(1)内的两个过滤网(2)，其特征在

于：每个所述过滤网(2)的两侧均与池体(1)的侧壁相贴，所述池体(1)的上部设有对过滤网

(2)进行清洗的清洗装置(4)和将过滤网(2)从池体(1)内拉出和放回的伸缩装置(3)，伸缩

装置(3)包括固设在池体(1)上的支撑架(31)、设于支撑架(31)上的液压缸(32)和与液压缸

(32)相连的紧固件(33)，所述紧固件(33)的另一侧与过滤网(2)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1)侧壁上对应过

滤网(2)两侧的位置处固设有限位块(11)，每个限位块(11)的侧壁上均开设有与过滤网(2)

配合的限位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件(33)包括倒T形

的支撑杆(331)和与支撑杆(331)相连的至少两个U形板(332)，所述过滤网(2)与U形板

(332)之间插设有对两者进行固定的紧固螺栓(3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31)上固设有连

接块(311)，所述紧固件(33)包括导柱(3311)，导柱(3311)与连接块(311)滑移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4)包括清洗

架(41)、设于清洗架(41)上的出水管(42)和与出水管(42)相连的至少两个喷头(43)，出水

管(42)上连接有水泵(42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1)与两个过滤网

(2)结合形成三级沉淀池，池体(1)的侧壁上对应第三级沉淀池的位置处与出水管(42)的另

一端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架(41)上设有毛刷

(44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架(41)上固设有支

撑柱(411)，所述支撑上设有滑移机构(44)，所述滑移机构(44)包括与支撑柱(411)滑移连

接的支撑套(441)、固设于支撑套(441)上的驱动电机(442)和固设在驱动电机(442)上的齿

轮(443)，所述支撑套(441)的下方设有与齿轮(443)配合的齿条(444)，所述毛刷(445)与支

撑套(44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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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废水沉淀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混凝土废水沉淀池。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行业混凝土搅拌站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大量废水，这种废水不

但含有砂石、水泥等常规建筑材料。同时也含有各种类型的混凝土添加剂，如果直接排放。

会给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目前也没有专门针对这部分污水的净化处理设备。

[0003] 现有技术中，可参考的授权公告号为CN207047015U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混

凝土搅拌站用的三级沉淀池，包括依次相连的第一级沉淀池、第二级沉淀池以及第三级沉

淀池，所述第一级沉淀池和第二级沉淀池、第二级沉淀池和第三级沉淀池之间皆设置有溢

水口，所述第二级沉淀池内靠近第一级沉淀池的一侧设置有水车，所述水车的轴心处穿设

有固定杆，所述水车位于第一级沉淀池与第二级沉淀池所连通的溢水口下方区域且与溢水

口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所述固定杆的一侧设置有与固定杆转动频率一致的驱动机构，所述

驱动机构固定连接有可对第二沉淀池内污水执行加酸操作的执行机构。本实用新型具有以

下有益效果：这种三级沉淀池可自动进行加酸，进而提高污水的排放效率。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由于混凝土废水中含有的杂质较多，在使

用过程中，很容易就会造成进行过滤的过滤网上杂质堆积过多，进而水流不畅，进而会影响

过滤的效率，而目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都是通过人工检查，而后手动提出进行清洗，当

沉淀池过大时，这种方式就非常不方便，费时费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在过滤网使用一段之间之后能够进行自动清洗的

混凝土废水沉淀池。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包括池体和设于池体内的两个过滤网，每个所述过滤网

的两侧均与池体的侧壁相贴，所述池体的上部设有对过滤网进行清洗的清洗装置和将过滤

网从池体内拉出和放回的伸缩装置，伸缩装置包括固设在池体上的支撑架、设于支撑架上

的液压缸和与液压缸相连的紧固件，所述紧固件的另一侧与过滤网相连。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两个过滤网插入池体内而形成三级沉淀池，当过

滤网在对混凝土搅拌产生的废水进行过滤一段之间之后，液压缸的活塞杆收缩，通过紧固

件将过滤网提起，而后清洗装置对过滤网的表面进行清洗，在清洗完成之后，液压缸的活塞

杆伸张，从而实现过滤网的自动放回，较为方便。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池体侧壁上对应过滤网两侧的位置处固设有限位

块，每个限位块的侧壁上均开设有与过滤网配合的限位槽。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过滤网移动的过程中其两侧在限位槽内滑动，这样限

位块对过滤网起到限位的作用，防止过滤网发生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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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紧固件包括倒T形的支撑杆和与支撑杆相连的至

少两个U形板，所述过滤网与U形板之间插设有对两者进行固定的紧固螺栓。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杆与液压缸的活塞杆固定连接，多个U形板通过紧固

螺栓对过滤网进行固定，这样固定稳定并且安拆均较为方便。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撑架上固设有连接块，所述紧固件包括导柱，导

柱与连接块滑移配合。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过滤网上下移动的过程中，导柱在连接块内上下滑移，

进一步防止过滤网在移动的过程中发生偏移。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清洗架、设于清洗架上的出水管和

与出水管相连的至少两个喷头，出水管上连接有水泵。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通过出水管进入到喷头内，而后通过喷头喷出水对过

滤网的表面进行冲刷，比较方便，从过滤网冲刷下的污泥冲入到池体的底部进行沉淀。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池体与两个过滤网结合形成三级沉淀池，池体的

侧壁上对应第三级沉淀池的位置处与出水管的另一端相连。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池体中已经过滤完成的水抽入到出水管中，而后

对过滤网进行清洗，这样达到了对水的循环利用，减少了水的浪费。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清洗架上设有毛刷。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刷毛对移动中的过滤网进行洗刷，保证过滤网上的

污物清洗充分。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清洗架上固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上设有滑移机

构，所述滑移机构包括与支撑柱滑移连接的支撑套、固设于支撑套上的驱动电机和固设在

驱动电机上的齿轮，所述支撑套的下方设有与齿轮配合的齿条，所述毛刷与支撑套固定连

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过滤网清洗的过程中，驱动电机工作，带动齿轮转动，

齿轮与齿条配合带动支撑套在支撑柱上滑移，这样支撑套上的毛刷可以从过滤网的一侧移

动到另一侧，配合喷头对过滤网进行反复的洗刷，从而保证清洗充分。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本实用新型通过伸缩装置能够将过滤网自动的拉出与放下，并配合清洗装置对

过滤网进行自动清洗，比较方便；

[0025]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限位块上开设限位槽从而对过滤网进行限位，防止过滤网在

移动的时候发生偏移；

[0026] 3.本实用新型通过U形板卡住过滤网的上部，并通过紧固螺栓对过滤网进行固定，

较为稳定并且安拆方便。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伸缩装置爆炸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凸显紧固件的爆炸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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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5是本实用新型滑移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池体；11、限位块；2、过滤网；3、伸缩装置；31、支撑架；311、连接块；312、滑

移孔；32、液压缸；33、紧固件；331、支撑杆；3311、导柱；332、U形板；333、紧固螺栓；4、清洗装

置；41、清洗架；411、支撑柱；42、出水管；421、水泵；43、喷头；44、滑移机构；441、支撑套；

442、驱动电机；443、齿轮；444、齿条；445、毛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混凝土废水沉淀池，如图1所示，包括池体1、过滤网2、伸

缩装置3和清洗装置4。池体1水平设置并设于地面内，过滤网2共有两个均竖直设于池体1

内，池体1的两侧均固设有两个U形的限位块11，限位块11的开口处形成限位槽，每侧的两个

限位块11均将池体1的一侧分成均匀的三段，限位块11的侧壁上开设有竖直设置的限位槽，

每个过滤网2均插入到相邻的两个限位槽内，两个过滤网2将池体1分成三级过滤池，水从池

体1的一侧倒入，能够对混凝土搅拌产生的废水进行三次沉淀与两次过滤。

[0035] 如图2和图3所示，伸缩装置3包括支撑架31、液压缸32和紧固件33。支撑架31竖直

设置并且固设在池体1的顶部，液压缸32竖直设置并且固设在支撑架31的侧壁上，紧固件33

包括倒T形的支撑杆331和与支撑杆331相连的两个U形板332，支撑杆331的上部为活塞套，

液压缸32的活塞杆插入到活塞套内，过滤网2与U形板332之间插设有对两者进行固定的紧

固螺栓333，支撑杆331的上端与液压缸32的活塞杆固定连接。

[0036] 当过滤网2在对混凝土搅拌产生的废水进行过滤一段之间之后，液压缸32的活塞

杆收缩，通过紧固件33将过滤网2提起，而后清洗装置4对过滤网2的表面进行清洗，在清洗

完成之后，液压缸32的活塞杆伸张，从而实现过滤网2的自动放回，较为方便。在过滤网2移

动的过程中其两侧在限位槽内滑动，这样限位块11对过滤网2起到限位的作用，防止过滤网

2发生偏移。支撑杆331与液压缸32的活塞杆固定连接，多个U形板332通过紧固螺栓333对过

滤网2进行固定，这样固定稳定并且安拆均较为方便。

[0037] 为了进一步防止过滤网2发生偏移，支撑架31的侧壁上固设有水平设置的连接块

311，连接块311的中部与液压缸32固定连接，支撑杆331的水平端固设有两个竖直设置的导

柱3311，两个导柱3311分别位于两个连接块311的正下方，连接块311内开设有滑移孔312，

导柱3311滑移连接在滑移孔312内并能够在滑移孔312内竖直滑动。

[0038] 在过滤网2上下移动的过程中，导柱3311在连接块311内上下滑移，进一步防止过

滤网2在移动的过程中发生偏移。

[0039] 如图4和图5所示，清洗装置4包括清洗架41、出水管42、喷头43和滑移机构44。清洗

架41竖直设置并且与支撑架31的侧壁固定连接，出水管42固设于清洗架41内，出水管42上

连接有水泵421，出水管42的一端与池体1的侧壁上对应第三级沉淀池的位置处相连通，而

后出水管42从侧方伸出并伸入到清洗架41内，喷头43共有多个并沿着清洗架41的长度方向

均匀设置，每个喷头43均与出水管42固定连接。

[0040] 池体1中已经过滤完成的水抽入到出水管42中，而后对过滤网2进行清洗，这样达

到了对水的循环利用，减少了水的浪费。水通过出水管42进入到喷头43内，而后通过喷头43

喷出水对过滤网2的表面进行冲刷，比较方便，从过滤网2冲刷下的污泥冲入到池体1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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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沉淀。

[0041] 滑移机构44包括支撑套441、驱动电机442和齿轮443。清洗架41靠近支撑架31的一

侧固设有水平设置的支撑柱411，支撑柱411沿着清洗架41的长度方向设置，支撑套441的内

部开设有空腔，支撑柱411插入到内腔内并与支撑套441滑移连接。驱动电机442竖直设置并

且固设在支撑套441的侧壁上，齿轮443水平设置并与驱动电机442的转轴固定连接，支撑柱

411下方设有沿其长度方向设置的齿条444，齿条444的两端与清洗架41固定连接，齿轮443

与齿条444相互啮合。支撑套441靠近支撑架31的一侧固设有竖直设置的毛刷445，当液压缸

32将过滤网2拉出后，毛刷445能够与过滤网2的侧壁相贴。

[0042] 在过滤网2清洗的过程中，驱动电机442工作，带动齿轮443转动，齿轮443与齿条

444配合带动支撑套441在支撑柱411上滑移，这样支撑套441上的毛刷445可以从过滤网2的

一侧移动到另一侧，配合喷头43对过滤网2进行反复的洗刷。

[004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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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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