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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流除砂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流除砂器，包括：旋

流腔和锥形的沉砂腔，所述沉砂腔设置在所述旋

流腔底部，所述旋流腔上端的一侧偏心设置有进

水机构，所述旋流腔内壁设有旋流片，所述旋流

片设置在所述进水机构的进水口处；所述旋流腔

上端设有出水机构，所述出水机构设有出水管，

所述沉砂腔底部设有储砂出砂机构；工作时流体

流至所述旋流腔产生旋流，流体中的砂砾依靠自

重向下沉淀至所述沉砂腔，经所述储砂出砂机构

进行除砂。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结构简单，旋

流腔设有旋流片，提高除砂效率；工作时不需要

额外的动力驱动，能耗低，设备磨损小，制造维修

成本低，除砂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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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旋流腔(1)和锥形的沉砂腔(2)，所述沉砂腔(2)

设置在所述旋流腔(1)底部，所述旋流腔(1)上端的一侧偏心设置有进水机构(3)，所述旋流

腔(1)内壁设有旋流片(4)，所述旋流片(4)设置在所述进水机构(3)的进水口(301)处；所述

旋流腔(1)上端设有出水机构(5)，所述出水机构(5)设有出水管(501)，所述沉砂腔(2)底部

设有储砂出砂机构(6)；工作时流体流至所述旋流腔(1)产生旋流，流体中的砂砾依靠自重

向下沉淀至所述沉砂腔(2)，经所述储砂出砂机构(6)进行除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管(501)底部设有挡片

(502)，所述出水管(501)底部侧向设有出水口(50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片(4)向下倾斜设置，所述旋

流片(4)上端的宽度大于下端的宽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腔(2)呈上大下小的锥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砂出砂机构(6)设有用于排出

砂砾的阀门(60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机构(3)与所述旋流腔(1)一

体成型。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机构(3)远离旋流腔(1)的一

端设有进水法兰(302)，所述出水机构(5)的上端设有出水法兰(504)。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腔(1)与所述沉砂腔(2)采用

法兰连接，所述出水机构(5)与所述旋流腔(1)采用法兰连接，所述储砂出砂机构(6)与所述

沉砂腔(2)采用法兰连接。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旋流除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口(503)设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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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流除砂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餐饮垃圾处理设备，特别涉及一种旋流除砂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方便快捷，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对于餐饮垃圾的处理也不例外。对于一些餐饮行业，如酒店、饭店等产生大量餐饮垃

圾的场所，需要对这些餐饮垃圾进行多次处理才能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目前餐饮垃圾设

备处理后的浆料含有大量的砂砾，除砂效率低，对于浆料的进一步处理带来很大的不便。

[0003] 现有的除砂分离装置需要电机驱动，工作时将砂砾以及浆料强制分离，不仅能耗

高且设备磨损情况严重，运行成本高。此类设备制造的费用较高，设备磨损后需要定期更换

易损件，维修成本高，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此设计了一种节能高效的新型除砂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不需要额外动力驱动的旋流

除砂器，制造成本低，设备磨损小，除砂效率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流除砂器，包括：旋流腔和锥形的沉

砂腔，所述沉砂腔设置在所述旋流腔底部，所述旋流腔上端的一侧偏心设置有进水机构，所

述旋流腔内壁设有旋流片，所述旋流片设置在所述进水机构的进水口处；所述旋流腔上端

设有出水机构，所述出水机构设有出水管，所述沉砂腔底部设有储砂出砂机构；工作时流体

流至所述旋流腔产生旋流，流体中的砂砾依靠自重向下沉淀至所述沉砂腔，经所述储砂出

砂机构进行除砂。流体从所述进水机构流入所述旋流腔，所述旋流腔设有旋流片，流体在所

述旋流腔进行旋流，可以延长流体流经旋流除砂器内的时间，提高除砂质量；设有所述旋流

片可以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除砂率；流体向下流至锥形的所述

沉砂腔，产生一个向上的向心浮力使流体向上流动至所述出水机构并排出设备，流体中的

砂砾依靠自重向下沉淀在所述沉砂腔经所述储砂出砂机构进行除砂。本技术方案的旋流除

砂器结构简单，旋流腔设有旋流片，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

除砂效率；流体流至沉砂腔后，受向心力，向心浮力，流体的曳力的作用下，流体随着轴心向

上，流体中的砂砾以及其他杂质在流体惯性离心力和自身重力作用下向下沉淀，从而进行

除砂；工作时不需要额外的动力驱动，依靠流体自身的动能进行除砂，能耗低，设备磨损小，

制造维修成本低。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出水管底部设有挡片，所述出水管底部侧向设有出水口，防止杂质

进入所述出水管，提高除砂效率。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旋流片向下倾斜设置，所述旋流片上端的宽度大于下端的宽度，流

体流经所述旋流片，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除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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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沉砂腔呈上大下小的锥形，流体流至所述沉砂腔时，产生一个向上

的向心浮力使流体向上流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储砂出砂机构设有用于排出砂砾的阀门，砂砾经过沉淀储存在所

述储砂出砂机构内，储存的砂砾到达一定量后，打开所述阀门，砂砾及杂质在水流作用下排

出除砂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机构与所述旋流腔一体成型，结构牢固，使用效果好。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机构远离旋流腔的一端设有进水法兰，所述出水机构的上端

设有出水法兰，所述进水法兰与进水管道连接，所述出水法兰与出水管道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旋流腔与所述沉砂腔采用法兰连接，所述出水机构与所述旋流腔

采用法兰连接，所述储砂出砂机构与所述沉砂腔采用法兰连接，连接牢固且密封性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出水口设为多个，便于将除砂后的流体从所述出水口排出。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结构简单，旋流腔设有旋流片，流体在旋流腔进行旋流，可

以延长流体流经旋流除砂器内的时间，提高除砂质量；设有旋流片可以增加流体以切线方

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除砂效率；流体流至沉砂腔后，受向心力，向心浮力，流

体的曳力的作用下，流体随着轴心向上，流体中的砂砾以及其他杂质在流体惯性离心力和

自身重力作用下向下沉淀，从而进行除砂；出水管设有挡片，防止杂质进入出水管，提高除

砂效率，设备不需要额外的动力驱动，依靠流体自身的动能进行除砂，能耗低，设备磨损小，

制造维修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的立体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的剖视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旋流腔的立体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旋流腔的剖视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沉砂腔的立体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出水机构的立体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储砂出砂机构的立体图；

[0025] 其中：1为旋流腔、2为沉砂腔、3为进水机构、301为进水口、302为进水法兰、4为旋

流片、5为出水机构、501为出水管、502为挡片、503为出水口、504为出水法兰、6为储砂出砂

机构、601为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阅图1～图7，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流除砂器，包括：旋流腔1和锥形的沉砂腔

2，沉砂腔2设置在旋流腔1底部，旋流腔1上端的一侧偏心设置有进水机构3，旋流腔1内壁设

有旋流片4，旋流片4设置在进水机构3的进水口301处；旋流腔1上端设有出水机构5，出水机

构5设有出水管501，沉砂腔2底部设有储砂出砂机构6；工作时流体流至旋流腔1产生旋流，

流体中的砂砾依靠自重向下沉淀至沉砂腔2，经储砂出砂机构6进行除砂。流体从进水机构3

流入旋流腔1，旋流腔1设有旋流片4，流体在旋流腔1进行旋流，可以延长流体流经旋流除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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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内的时间，提高除砂质量；设有旋流片4可以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

提高除砂率；流体向下流至锥形的沉砂腔2，产生一个向上的向心浮力使流体向上流动至出

水机构5并排出设备，流体中的砂砾依靠自重向下沉淀在沉砂腔2，经储砂出砂机构6进行除

砂。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结构简单，旋流腔1设有旋流片4，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

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除砂效率；流体流至沉砂腔2后，受向心力，向心浮力，流体的曳力

的作用下，流体随着轴心向上，流体中的砂砾以及其他杂质在流体惯性离心力和自身重力

作用下向下沉淀，从而进行除砂；工作时不需要额外的动力驱动，依靠流体自身的动能进行

除砂，能耗低，设备磨损小，制造维修成本低。

[0027] 参阅图1和图6，出水管501底部设有挡片502，出水管501底部侧向设有出水口503，

防止杂质进入出水管，提高除砂效率；出水口503设为多个，便于将除砂后的流体从出水口

503排出，使用效果好。

[0028] 参阅图2～图4，旋流片4向下倾斜设置，旋流片4上端的宽度大于下端的宽度，流体

流经旋流片，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除砂效率。

[0029] 参阅图1、图2和图5，沉砂腔2呈上大下小的锥形，流体流至沉砂腔2时，产生一个向

上的向心浮力使流体向上流动。

[0030] 参阅图1、图2和图7，储砂出砂机构6设有用于排出砂砾的阀门601，砂砾经过沉淀

储存在储砂出砂机构6内，储存的砂砾到达一定量后，打开阀门601，砂砾及杂质在水流作用

下排出除砂器。

[0031] 参阅图3和图4，进水机构3与旋流腔1一体成型，结构牢固，防止流体泄漏，使用效

果好。

[0032] 参阅图1、图3、图4和图6，进水机构3远离旋流腔1的一端设有进水法兰302，出水机

构2的上端设有出水法兰504，进水法兰302与进水管道连接，出水法兰504与出水管道连接。

[0033] 参阅图1～图7，旋流腔1与沉砂腔2采用法兰连接，出水机构5与旋流腔1采用法兰

连接，储砂出砂机构6与沉砂腔2采用法兰连接，连接牢固且密封性好，防止内部流体发生泄

漏，使用安全可靠。

[0034] 本实用新型旋流除砂器结构简单，出水管设有挡片，防止杂质进入出水管，提高除

砂效率；旋流腔设有旋流片，流体在旋流腔进行旋流，可以延长流体流经旋流除砂器内的时

间，提高除砂质量；设有旋流片可以增加流体以切线方向行程螺旋向下的速度，提高设备的

除砂效率；流体流至沉砂腔后，受向心力，向心浮力，流体的曳力的作用下，流体随着轴心向

上，流体中的砂砾以及其他杂质在流体惯性离心力和自身重力作用下向下沉淀，从而进行

除砂；设备不需要额外的动力驱动，能耗低，依靠流体自身的动能进行除砂，制造维修成本

低，设备磨损小。

[0035]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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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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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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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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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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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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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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