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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

装置，包括蓄水池、导流通道、过滤机构以及抛光

渣刮除机构。该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利用导流

通道接取过滤水，并将过滤水存储在蓄水池中，

实现对过滤水的存储，便于实现进一步过滤；利

用抛光渣刮除机构将蓄水池内沉淀的抛光渣刮

除并带出，起到过滤作用；利用过滤机构与外部

抽水设备对接，在抽水时进行进一步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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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蓄水池(202)、导流通道(201)、过滤

机构以及抛光渣刮除机构；

蓄水池(202)以及导流通道(201)均为长条形槽；导流通道(201)向下倾斜，且导流通道

(201)的下端与蓄水池(202)的一端相连通；过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202)的另一端上，用于

与外部抽水设备对接，在抽水时进行过滤；抛光渣刮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202)以及导流通

道(201)上，用于刮除水中沉淀的抛光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蓄水池(202)以及导流

通道(201)宽度方向的截面均呈下窄上宽的梯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导流通道(201)的上

端上一体式设置有过滤渣导出板(2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抛光渣刮除机构包括刮

板驱动链条(207)、张紧机构、链条驱动机构以及多个刮板(208)；在导流通道(201)的上端、

导流通道(201)与蓄水池(202)的连接处以及蓄水池(202)的另一端上均旋转式安装有定位

链轮(206)；刮板驱动链条(207)传动安装在三个定位链轮(206)上；各个刮板(208)均匀分

布在刮板驱动链条(207)上；位于蓄水池(202)内下侧的刮板(208)以及导流通道(201)内下

侧的刮板(208)，分别与蓄水池(202)的池底以及导流通道(201)的下侧壁相贴合；张紧机构

安装在蓄水池(202)上，用于张紧刮板驱动链条(207)；链条驱动机构用于驱动刮板驱动链

条(207)传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链条驱动机构包括刮板

链条驱动电机(203)以及刮板驱动链轮(205)；刮板链条驱动电机(203)安装在导流通道

(201)的上端上，刮板驱动链轮(205)安装在刮板链条驱动电机(203)的输出轴上；在上侧的

定位链轮(206)上同轴安装有刮板从动链轮；刮板驱动链轮(205)与刮板从动链轮之间通过

传动链条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张紧机构包括张紧链轮

(212)、调节座(221)、调节螺栓(209)以及调节块(211)；

调节座(221)安装在蓄水池(202)内壁的上边缘处，且在调节座(221)上侧水平设置有

伸向蓄水池(202)中心的水平板(222)；调节块(211)竖向滑动式安装在调节座(221)上；调

节螺栓(209)竖向贯穿式螺纹旋合在水平板(222)上，且下端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211)上；

张紧链轮(212)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211)上，且张紧链轮(212)按压在上侧的刮板驱动链

条(207)的上边缘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过滤机构包括对接管

(214)、U形板(217)、过滤笼(220)以及旋转驱动装置；

U形板(217)的两块竖直板的下边缘均固定在蓄水池(202)的上边缘上；对接管(214)的

上端用于与外部抽水设备进行对接，下端贯穿U形板(217)的水平板后伸入蓄水池(202)内；

在U形板(217)的水平板下侧面上旋转式安转有一个驱动圆环(223)，且驱动圆环(223)环绕

对接管(214)；过滤笼(220)通过多个连接柱固定在驱动圆环(223)上，且对接管(214)的贯

穿端位于过滤笼(220)内；旋转驱动装置安装在U形板(217)上，用于控制驱动圆环(223)旋

转。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旋转驱动装置包括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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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215)以及驱动齿轮(216)；旋转驱动电机(215)安装在U形板(217)上，驱动齿轮

(216)安装在旋转驱动电机(215)的输出轴上；在驱动圆环(223)的圆周侧面上环绕式固定

有一个从动外齿圈(218)，且从动外齿圈(218)与驱动齿轮(216)相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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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循环装置，尤其是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件加工抛光的时候会产大量的金属屑，而这些金属屑通常是通过冲洗的方式

冲洗在工业污水中，工业污水再通过过滤器将较大的金属屑留住，而比较小的金属屑则排

放到外面，对外界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现需要一种新技术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提供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能够清理水中较小的抛光渣，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

[0004] 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包括包括蓄水池、导流通

道、过滤机构以及抛光渣刮除机构；

[0005] 蓄水池以及导流通道均为长条形槽；导流通道向下倾斜，且导流通道的下端与蓄

水池的一端相连通；过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的另一端上，用于与外部抽水设备对接，在抽水

时进行过滤；抛光渣刮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以及导流通道上，用于刮除水中沉淀的抛光渣。

[0006] 进一步的，蓄水池以及导流通道宽度方向的截面均呈下窄上宽的梯形。

[0007] 进一步的，在导流通道的上端上一体式设置有过滤渣导出板。

[0008] 进一步的，抛光渣刮除机构包括刮板驱动链条、张紧机构、链条驱动机构以及多个

刮板；在导流通道的上端、导流通道与蓄水池的连接处以及蓄水池的另一端上均旋转式安

装有定位链轮；刮板驱动链条传动安装在三个定位链轮上；各个刮板均匀分布在刮板驱动

链条上；位于蓄水池内下侧的刮板以及导流通道内下侧的刮板，分别与蓄水池的池底以及

导流通道的下侧壁相贴合；张紧机构安装在蓄水池上，用于张紧刮板驱动链条；链条驱动机

构用于驱动刮板驱动链条传动。

[0009] 进一步的，链条驱动机构包括刮板链条驱动电机以及刮板驱动链轮；刮板链条驱

动电机安装在导流通道的上端上，刮板驱动链轮安装在刮板链条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在

上侧的定位链轮上同轴安装有刮板从动链轮；刮板驱动链轮与刮板从动链轮之间通过传动

链条传动连接。

[0010] 进一步的，张紧机构包括张紧链轮、调节座、调节螺栓以及调节块；

[0011] 调节座安装在蓄水池内壁的上边缘处，且在调节座上侧水平设置有伸向蓄水池中

心的水平板；调节块竖向滑动式安装在调节座上；调节螺栓竖向贯穿式螺纹旋合在水平板

上，且下端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上；张紧链轮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上，且张紧链轮按压在上

侧的刮板驱动链条的上边缘上。

[0012] 进一步的，过滤机构包括对接管、U形板、过滤笼以及旋转驱动装置；U形板的两块

竖直板的下边缘均固定在蓄水池的上边缘上；对接管的上端用于与外部抽水设备进行对

接，下端贯穿U形板的水平板后伸入蓄水池内；在U形板的水平板下侧面上旋转式安转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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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驱动圆环，且驱动圆环环绕对接管；过滤笼通过多个连接柱固定在驱动圆环上，且对接管

的贯穿端位于过滤笼内；旋转驱动装置安装在U形板上，用于控制驱动圆环旋转。

[0013] 进一步的，旋转驱动装置包括旋转驱动电机以及驱动齿轮；旋转驱动电机安装在U

形板上，驱动齿轮安装在旋转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在驱动圆环的圆周侧面上环绕式固定

有一个从动外齿圈，且从动外齿圈与驱动齿轮相啮合。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是：利用导流通道接取过滤水，并将过滤

水存储在蓄水池中，实现对过滤水的存储，便于实现进一步过滤；利用抛光渣刮除机构将蓄

水池内沉淀的抛光渣刮除并带出，起到过滤作用；利用过滤机构与外部抽水设备对接，在抽

水时进行进一步过滤。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不局限于所述实施例。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包括：蓄水池202、导

流通道201、过滤机构以及抛光渣刮除机构；

[0020] 蓄水池202以及导流通道201均为长条形槽；导流通道201向下倾斜，且导流通道

201的下端与蓄水池202的一端相连通；过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202的另一端上，用于与外部

抽水设备对接，在抽水时进行过滤；抛光渣刮除机构安装在蓄水池202以及导流通道201上，

用于刮除水中沉淀的抛光渣。

[0021] 利用导流通道201接取过滤水，并将过滤水存储在蓄水池202中，实现对过滤水的

存储，便于实现进一步过滤；利用抛光渣刮除机构将蓄水池202内沉淀的抛光渣刮除并带

出，起到过滤作用；利用过滤机构与外部抽水设备对接，在抽水时进行进一步过滤。

[0022] 进一步的，蓄水池202以及导流通道201宽度方向的截面均呈下窄上宽的梯形。利

用呈下窄上宽的梯形截面，使蓄水池202内沉淀的过滤渣在较窄的底部更容易被带出刮除。

[0023] 进一步的，在导流通道201的上端上一体式设置有过滤渣导出板213。利用过滤渣

导出板213  将抛光渣刮除机构刮除带出的过滤渣引导排出。

[0024] 进一步的，抛光渣刮除机构包括刮板驱动链条207、张紧机构、链条驱动机构以及

多个刮板208；在导流通道201的上端、导流通道201与蓄水池202的连接处以及蓄水池202的

另一端上均旋转式安装有定位链轮206；刮板驱动链条207传动安装在三个定位链轮206上；

各个刮板208  均匀分布在刮板驱动链条207上；位于蓄水池202内下侧的刮板208以及导流

通道201内下侧的刮板208，分别与蓄水池202的池底以及导流通道201的下侧壁相贴合；张

紧机构安装在蓄水池202  上，用于张紧刮板驱动链条207；链条驱动机构用于驱动刮板驱动

链条207传动。

[0025] 利用刮板驱动链条207、定位链轮206以及多个刮板208之间的配合，使刮板驱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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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207  在传动运动时带动各个刮板208运动，从而将蓄水池202内沉淀的过滤渣刮除并向上

运送带出；利用张紧机构对刮板驱动链条207进行张紧，确保刮板驱动链条207保持正常传

动。

[0026] 进一步的，链条驱动机构包括刮板链条驱动电机203以及刮板驱动链轮205；刮板

链条驱动电机203安装在导流通道201的上端上，刮板驱动链轮205安装在刮板链条驱动电

机203的输出轴上；在上侧的定位链轮206上同轴安装有刮板从动链轮；刮板驱动链轮205与

刮板从动链轮之间通过传动链条传动连接。

[0027] 利用刮板链条驱动电机203驱动刮板驱动链轮205旋转，通过传动链条驱动刮板从

动链轮与上侧的定位链轮206同步旋转，实现了对刮板驱动链条207的驱动。

[0028] 进一步的，张紧机构包括张紧链轮212、调节座221、调节螺栓209以及调节块211；

[0029] 调节座221安装在蓄水池202内壁的上边缘处，且在调节座221上侧水平设置有伸

向蓄水池  202中心的水平板222；调节块211竖向滑动式安装在调节座221上；调节螺栓209

竖向贯穿式螺纹旋合在水平板222上，且下端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211上；在调节螺栓209上

螺纹旋合有一个防松螺母210；张紧链轮212旋转式安装在调节块211上，且张紧链轮212按

压在上侧的刮板驱动链条207的上边缘上。

[0030] 利用调节螺栓209、调节座221、水平板222以及调节块211之间的配合，通过旋转调

节螺栓  209改变调节块211的高度位置，从而对张紧链轮212高度位置进行调节，确保张紧

链轮212在长期使用后依然能对刮板驱动链条207进行张紧；利用防松螺母210防止调节螺

栓209在长期使用中因为震动导致松脱。

[0031] 进一步的，过滤机构包括对接管214、U形板217、过滤笼220以及旋转驱动装置；

[0032] U形板217的两块竖直板的下边缘均固定在蓄水池202的上边缘上；对接管214的上

端用于与外部抽水设备进行对接，下端贯穿U形板217的水平板后伸入蓄水池202内；在U形

板217的水平板下侧面上旋转式安转有一个驱动圆环223，且驱动圆环223环绕对接管214；

过滤笼220通过多个连接柱固定在驱动圆环223上，且对接管214的贯穿端位于过滤笼220

内；旋转驱动装置安装在U形板217上，用于控制驱动圆环223旋转。

[0033] 利用过滤笼220实现抽水前的过滤；利用驱动圆环223、U形板217以及过滤笼220之

间的配合，确保过滤笼220在旋转驱动装置的驱动下跟随驱动圆环223旋转，从而抽水的过

程中将吸附在过滤笼220上的抛光渣甩脱。

[0034] 进一步的，旋转驱动装置包括旋转驱动电机215以及驱动齿轮216；旋转驱动电机

215安装在U形板217上，驱动齿轮216安装在旋转驱动电机215的输出轴上；在驱动圆环223

的圆周侧面上环绕式固定有一个从动外齿圈218，且从动外齿圈218与驱动齿轮216相啮合。

[0035] 利用旋转驱动电机215带动驱动齿轮216旋转，从而驱动从动外齿圈218带动驱动

圆环223  旋转，从而实现对过滤笼220的旋转控制。

[003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抛光渣过滤水循环装置在安装使用时，刮板链条驱动电机203

驱动刮板驱动链轮205旋转，通过传动链条驱动刮板从动链轮与上侧的定位链轮206保持旋

转，刮板驱动链条207在传动运动时带动各个刮板208运动，各个刮板208的下边缘将蓄水池

202池底沉淀的过滤渣刮起，并在运动中带动过滤渣逐步移动至导流通道201的上端，并通

过过滤渣导出板213 排出；

[0037] 在外部抽水设备进行抽水时，旋转驱动电机215带动驱动齿轮216旋转，从动外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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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18带动驱动圆环223旋转，使过滤笼220保持旋转。

[0038] 如上所述，尽管参照特定的优选实施例已经表示和表述了本实用新型，但其不得

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自身的限制。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定义的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

前提下，可对其在形式上和细节上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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