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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

水管控系统，属于施工用水设备的技术领域，其

包括储水箱，储水箱上连接有供水管，供水管远

离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水龙头，供水管上安

装有出水泵，水龙头下方设置有取水箱，取水箱

顶部开设有箱口；取水箱底部固定连接有废水

管，废水管远离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废水

箱，废水管固定连接于废水箱顶部，废水箱中设

置有排污机构，本实用新型具有将施工场地的生

活用水高效的回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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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包括储水箱(1)，储水箱(1)上连接有供水管

(11)，供水管(11)远离储水箱(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水龙头(112)，供水管(11)上安装有出

水泵，其特征在于：水龙头(112)下方设置有取水箱(12)，取水箱(12)顶部开设有箱口

(121)；

取水箱(12)底部固定连接有废水管(13)，废水管(13)远离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废

水箱(131)，废水管(13)固定连接于废水箱(131)顶部，废水箱(131)中设置有排污机构

(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排污机构(14)包

括固定连接于废水箱(131)内部的具有泥沙过滤功能的滤网(141)，滤网(141)能够覆盖废

水箱(131)的横截面，滤网(141)将废水箱(131)内部的空间分为位于滤网(141)上侧的排污

空间(132)和位于滤网(141)下侧的净水空间(133)，废水箱(131)侧壁底部固定连接有出水

口(13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滤网(141)底部

固定连接有由具有吸附能力的吸附网(14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滤网(141)顶部

滑动连接有沿滤网(141)宽度方向设置的刮板(143)，刮板(143)的长度与滤网(141)的宽度

相等，刮板(143)能够沿滤网(141)的长度方向滑动，刮板(143)底面与滤网(141)顶面抵接；

废水箱(131)侧壁靠近滤网(141)长度方向的一端的位置处开设有废料口(135)，废料

口(135)与排污空间(132)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废水箱(131)对

应刮板(143)远离废料口(135)一面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推拉气缸(144)，推拉气缸(144)的

活塞杆沿滤网(141)的长度方向设置，刮板(143)固定连接于推拉气缸(144)的活塞杆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废水箱(131)靠

近出水口(134)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回流管(15)，回流管(15)远离废水箱(131)的一端固定

连接于储水箱(1)一侧壁顶部，回流管(15)连通储水箱(1)内部和废水箱(131)内部，回流管

(15)上固定连接有回流泵(15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储水箱(1)侧壁

靠近回流管(15)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能够覆盖回流管(15)纵截面的具有过滤出功能的回

流网(15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取水箱(12)等横

截面面积由下端向上端逐渐增大。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取水池中卡接有

提篮(122)，提篮(122)侧壁和提篮(122)底面上均开设有通孔(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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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施工用水设备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

管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施工过程中，大多数大型施工项目都需要进行生活用水的临时供水设计，

在施工场景下，通常生活临时用水是通过储水箱或者水车来实现水源供给的，在缺水地区，

这种供给会比较缓慢。

[0003] 现有技术可参考授权公告号为CN209011217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其公开了一种

施工现场生活用重力式临时水水箱系统。包括连接于水箱底座上的水箱本体、垫板及支撑

架；水箱本体由支撑架、顶板、底板及四个侧板组成，顶板上预留人孔，水箱本体外壁聚氨酯

发泡保温且裹有聚乙烯保护壳；水箱本体内壁涂塑聚乙烯防腐层；水箱本体上设有接管处，

且接管处均预留螺栓孔法兰；支撑架由平行排列的木跳板作为基垫，每个木跳板上连接由

横管、纵管组成的架管，各架管的上端通过多排木方连接。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目前的施工临时用水过程中采用的设备整

体比较简单，尤其生活用水的方面很少进行废水的回收处理，导致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

缺水地区这种浪费现象更显严重，缺少一套能够实现水资源回收的用水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具有将施工场地的

生活用水高效的回收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包括储水箱，储水箱上连接有供水管，供水管

远离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水龙头，供水管上安装有出水泵，水龙头下方设置有取水箱，

取水箱顶部开设有箱口；取水箱底部固定连接有废水管，废水管远离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废水箱，废水管固定连接于废水箱顶部，废水箱中设置有排污机构。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施工场地进行生活用水的时候，废水会从废水管流入到废

水箱中，并经过废水箱中的排污机构将水中的污物和水分离实现将可重复利用的水分离出

来的效果。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排污机构包括固定连接于废水箱内部的具有泥沙过滤

功能的滤网，滤网能够覆盖废水箱的横截面，滤网将废水箱内部的空间分为位于滤网上侧

的排污空间和位于滤网下侧的净水空间，废水箱侧壁底部固定连接有出水口。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当有废水从废水管落下，会先落入滤网上册的排污空间中，并

经过滤网的过滤将可见的污物颗粒过滤掉，此后剩余的水会落到净水空间中，并可通过出

水口被重新使用或者收集。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滤网底部固定连接有由具有吸附能力的吸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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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吸附网的设置能够有效的将肺水中溶于水的污物过滤掉，进

一步提升废水处理的效果，让收集起来的废水更加纯净，从而扩展废水可使用的领域，提高

废水利用率。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滤网顶部滑动连接有沿滤网宽度方向设置的刮板，刮

板的长度与滤网的宽度相等，刮板能够沿滤网的长度方向滑动，刮板底面与滤网顶面抵接；

废水箱侧壁靠近滤网长度方向的一端的位置处开设有废料口，废料口与排污空间连通。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滤网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滤网表面会堆积较多的颗粒

废物，此时滑动刮板能够将滤网上表面进行清洁，并将废物从废料口中推出废水箱，从而保

障滤网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效的过滤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废水箱对应刮板远离废料口一面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

推拉气缸，推拉气缸的活塞杆沿滤网的长度方向设置，刮板固定连接于推拉气缸的活塞杆

上。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需要带动刮板滑动的时候，可启动推拉气缸带动刮板快速

滑动，推拉气缸能够给刮板提供稳定并强力的推动力，从而保障刮板能够将滤网表面的废

物全部刮掉。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废水箱靠近出水口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回流管，回流

管远离废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于储水箱一侧壁顶部，回流管连通储水箱内部和废水箱内

部，回流管上固定连接有回流泵。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回流罐和回流泵的设置能够将已经经过过滤并沉淀一段时间

的废水重新输回储水箱，方便重复利用，提高缺水地区的水利用率。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储水箱侧壁靠近回流管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能够覆盖

回流管纵截面的具有过滤出功能的回流网。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回流网的设置能够在废水流回储水箱的时候再对水进行一次

过滤，降低有杂质被带入储水箱中的情况发生的概率。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取水箱等横截面面积由下端向上端逐渐增大。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通过上大下小的取水箱的设置能够有效降低在生活用水使用

的时候水花溅出取水池的情况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对水资源的损耗，保护水资源。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取水池中卡接有提篮，提篮侧壁和提篮底面上均开设

有通孔。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进行一些器具清洗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提篮进行清洗，清洗

完后将提篮抬起就可以将器具抬起，并且能够将一些大颗粒杂质抬起，防止滤网被堵塞。

[002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1.具有将施工场地的生活用水高效的回收的效果；

[0027] 2.能够有效对废水进行清洁，从而实现水循环利用；

[0028] 3.能够有效防止滤网被堵塞并将滤网上堆积的杂物推出。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示意图；

[0030] 图2是实施例中突出内部结构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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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3是实施例中突出排污结构的局部剖视图；

[0032] 图4是图2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33] 图中，1、储水箱；11、供水管；111、抽水泵；112、水龙头；12、取水箱；121、箱口；122、

提篮；123、通孔；13、废水管；131、废水箱；132、排污空间；133、净水空间；134、出水口；135、

废料口；14、排污机构；141、滤网；142、吸附网；143、刮板；144、推拉气缸；15、回流管；151、回

流泵；152、回流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一种缺水地区用施工用水管控系统，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储水箱1，储水

箱1上连接有供水管11，供水管11上安装有用于抽水的出水泵，供水管11远离储水箱1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用于防水的水龙头112。使用时，打开水龙头112便可以通过抽水泵111的抽水

将水抽出水龙头112进行使用。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水龙头112下方设置有取水箱12，取水箱12顶部开设有箱口121。

取水箱12等横截面面积由下端向上端逐渐增大。通过上大下小的取水箱12的设置能够有效

降低在生活用水使用的时候水花溅出取水池的情况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对水资源的损

耗。取水池中卡接有提篮122，提篮122侧壁和提篮122底面上均开设有通孔123。在使用的时

候，提篮122能够方便操作人员进行器具或者生活用品的清洗，并能够将大颗粒的杂质隔

离，防止大颗粒杂质和废水混合。

[0036] 如图2和图3所示，取水箱12底部固定连接有废水管13，废水管13远离用水箱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废水箱131。废水管13固定连接于废水箱131顶部，废水箱131中设置有排污机

构14。排污机构14包括固定连接于废水箱131内部的具有泥沙过滤功能的滤网141，滤网141

能够覆盖废水箱131的横截面，滤网141底部固定连接有由竹炭等具有吸附能力的吸附网

142，吸附网142与滤网141等大。滤网141将废水箱131内部的空间分为位于滤网141上侧的

排污空间132和位于滤网141下侧的净水空间133，废水箱131侧壁底部固定连接有出水口

134。在废水通过废水管13流入废水箱131中之后，会先进入排污空间132，并通过滤网141和

吸附网142对肺水肿的可见颗粒物和液体中的有害物质进行隔离和吸附，实现对废水的处

理，将处理后的废水放入到净水空间133中进行沉淀。完成废水的清洁工作。

[0037] 如图2和图3所示，滤网141顶部滑动连接有沿滤网141宽度方向设置的刮板143，刮

板143的长度与滤网141的宽度相等。废水箱131对应刮板143远离废料口135一面的位置处

固定连接有推拉气缸144，推拉气缸144的活塞杆沿滤网141的长度方向设置，刮板143固定

连接于推拉气缸144的活塞杆上。刮板143底面与滤网141顶面抵接。废水箱131侧壁靠近滤

网141长度方向的一端的位置处开设有废料口135，废料口135与排污空间132连通。长时间

使用后，可以将堆积在滤网141顶上的废物通过启动推拉气缸144带动刮板143进行清理，将

废物向靠近废料口135的方向推送并从废料口135推出，从而保障滤网141能够持续高效的

进行过滤。

[0038] 回看图1和图2，废水箱131靠近出水口134的位置处固定连接有回流管15，回流管

15远离废水箱131的一端固定连接于储水箱1一侧壁顶部，回流管15连通储水箱1内部和废

水箱131内部，回流管15上固定连接有回流泵151。储水箱1侧壁靠近回流管15的位置处固定

连接有能够覆盖回流管15纵截面的具有过滤出功能的回流网152（参见图4）。在废水经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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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后，启动回流泵151能够带动已经沉淀的位于净水空间133内的废水重新回到储水箱1中

进行循环利用，在废水流回储水箱1的时候，回流网152会防止有杂质顺水流进入储水箱1。

[0039] 使用时，将生活用水加入到储水箱1中，在需要使用时，可打开抽水泵111进行抽取

并通过水龙头112取用，用水后，废水会流入到废水管13中并流入废水箱131，经过滤网141

和吸附网142的过滤清洁，将可以重复使用的水回收到净水空间133中，并通过回流管15重

新抽回储水箱1中进行循环利用。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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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797747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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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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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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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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