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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

(57)摘要

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涉及机械

领域，包括一过滤桶，所述过滤桶包括过滤桶本

体，所述过滤桶中部设有细滤机构，所述细滤机

构包括第一转轴，所述过滤桶外壁左侧连接有第

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辊筒，

在过滤桶外壁右侧连接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

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二辊筒，所述第一辊筒与第二

辊筒通过细滤膜驱动连接，在右竖直杆上安装有

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第二转轴相连接，在

过滤桶本体上设有中滑动孔与下滑动孔。本实用

新型通过粗滤框、细滤膜对废水进行预处理，可

降低废水对废水过滤膜的堵塞，解决了过滤膜更

换频率过快，大大增加了废水处理的成本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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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一过滤桶，所述过滤桶包括过滤

桶本体，所述过滤桶本体底部设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口设有开关阀，所述过滤桶本体顶部

设有进水斗，所述过滤桶中部设有细滤机构，所述细滤机构包括第一转轴、第一辊筒、第二

转轴、第二辊筒、细滤膜及驱动电机，所述过滤桶外壁左侧设有左水平杆，所述左水平杆固

定连接有左竖直杆，所述左竖直杆上安装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辊

筒，在过滤桶外壁右侧设有右水平杆，所述右水平杆上固定连接有右竖直杆，所述右竖直杆

上安装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二辊筒，所述第一辊筒与第二辊筒通过

细滤膜驱动连接，在右竖直杆上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第二转轴相连接，在过滤

桶本体上设有容纳细滤膜进入的中滑动孔与下滑动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桶本体顶

部设有一粗滤机构，所述粗滤机构包括粗滤框、连杆、连接板及驱动气缸，所述左竖直杆上

安装有固定套，所述固定套内安装有驱动气缸，在固定套上螺纹连接有紧固旋钮，所述紧固

旋钮使得驱动气缸紧固在固定套内，所述驱动气缸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连接有连杆，

所述连杆连接有粗滤框，在过滤桶本体上设有上滑动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粗滤框内设有

一容物槽，所述容物槽底部设有若干粗滤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细滤膜两侧设

有柔性挡条，所述细滤膜上设有若干细滤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右水平杆上设

有第一竖杆，所述第一竖杆上连接有第一水平杆，所述第一竖杆上设有清理机构，所述清理

机构包括第三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上安装有摆动杆，所述摆动杆端部设有清理轮，在摆动杆

与第一竖杆之间安装有压缩弹簧，在第一水平板底部设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连接有

凸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第一竖杆上设有

外沿管，所述外沿管上安装有喷头，喷头连接有水泵，在右水平杆上设有收集喷头喷出水的

下水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斗底部设

有下导流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滑动孔上侧

设有一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螺纹连接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下端部设有下置板，所述下置

板上安装有下压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正上方

设有上板，所述上板上转动连接有挡水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桶本体

底部设有支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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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便于保藏、方便食用及长距离运输，每年都有高达数百万吨的鲜蒜被加工成蒜

片、蒜粒和蒜粉等干制品，在将蒜瓣切成片的过程中，需要用一定量的工艺用水对切片机的

刀片进行连续的冲洗，才能保证切片机的正常运行；蒜片被冲洗后进入储液槽、罐或池中被

浸泡，待废水中的蒜片积攒到一定量，由机械臂捞出蒜片，剩余的废水即为蒜片加工废水，

构成了一个蒜片加工业所特有的废水污染源‑大蒜废水。

[0003] 目前，大蒜加工企业对蒜泥、蒜米、蒜片等的加工废水，只采取曝气法进行处理，在

废水处理过程中，果胶、蛋白质等对废水过滤膜堵塞严重，导致过滤膜更换频率过快，大大

增加了废水处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低，并且处理后的废水很难达到环保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在大蒜废水容易堵塞过滤膜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

的处理装置，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包括一过滤桶，所述过滤桶包括过滤桶本体，所

述过滤桶本体底部设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口设有开关阀，所述过滤桶本体顶部设有进水

斗，所述过滤桶中部设有细滤机构，所述细滤机构包括第一转轴、第一辊筒、第二转轴、第二

辊筒、细滤膜及驱动电机，所述过滤桶外壁左侧设有左水平杆，所述左水平杆固定连接有左

竖直杆，所述左竖直杆上安装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辊筒，在过滤桶

外壁右侧设有右水平杆，所述右水平杆上固定连接有右竖直杆，所述右竖直杆上安装有第

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二辊筒，所述第一辊筒与第二辊筒通过细滤膜驱动

连接，在右竖直杆上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第二转轴相连接，在过滤桶本体上设

有容纳细滤膜进入的中滑动孔与下滑动孔。

[0007] 进一步的，述过滤桶本体顶部设有一粗滤机构，所述粗滤机构包括粗滤框、连杆、

连接板及驱动气缸，所述左竖直杆上安装有固定套，所述固定套内安装有驱动气缸，在固定

套上螺纹连接有紧固旋钮，所述紧固旋钮使得驱动气缸紧固在固定套内，所述驱动气缸连

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连接有连杆，所述连杆连接有粗滤框，在过滤桶本体上设有上滑动

孔。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粗滤框内设有一容物槽，所述容物槽底部设有若干粗滤孔。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细滤膜两侧设有柔性挡条，所述细滤膜上设有若干细滤孔。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右水平杆上设有第一竖杆，所述第一竖杆上连接有第一水平杆，所

述第一竖杆上设有清理机构，所述清理机构包括第三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上安装有摆动杆，

所述摆动杆端部设有清理轮，在摆动杆与第一竖杆之间安装有压缩弹簧，在第一水平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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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连接有凸轮。

[0011] 进一步的，在第一竖杆上设有外沿管，所述外沿管上安装有喷头，喷头连接有水

泵，在右水平杆上设有收集喷头喷出水的下水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斗底部设有下导流板。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中滑动孔上侧设有一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螺纹连接有螺纹杆，所

述螺纹杆下端部设有下置板，所述下置板上安装有下压轮。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板正上方设有上板，所述上板上转动连接有挡水板。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桶本体底部设有支腿。

[0016] 进一步的，支腿可为可伸缩支腿，所述可伸缩支腿包括外管、内管及调节旋钮，所

述外管固定连接在过滤桶本体底部，所述调节旋钮螺纹连接在外管上，所述调节旋钮可使

得内管沿着外管移动并定位于外管上的一处。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粗滤框、细滤膜对废水进行预处理，可

降低废水对废水过滤膜的堵塞，解决了过滤膜更换频率过快，大大增加了废水处理的成本

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粗滤框的俯视图；

[0020] 图3为细滤膜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中：1过滤桶，11支腿，12进水斗，121下导流板，13出水管，14开关阀，15过滤桶本

体，151上滑动孔，152中滑动孔，153下滑动孔，21左水平杆，22左竖直杆，23右水平杆，24右

竖直杆，25第一竖杆，26第一水平杆，3细滤机构，31第一转轴，32第一辊筒，33第二转轴，34

第二辊筒，35细滤膜，351柔性挡条，352细滤孔，36驱动电机，4粗滤机构，41固定套，42紧固

旋钮，43连杆，44连接板，45驱动气缸，46粗滤框，461容物槽，462粗滤孔，5清理机构，51第三

转轴，52摆动杆，53压缩弹簧，54清理轮，55转动电机，56凸轮，61外沿管，62喷头，63下水槽，

71上板，72挡水板，73支撑板，74螺纹杆，75下置板，76下压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大蒜加工用废水的处理装置，包括一过滤桶1，所述过滤桶

包括过滤桶本体15，所述过滤桶本体底部设有出水管13，所述出水管口设有开关阀14，所述

过滤桶本体顶部设有进水斗12，所述过滤桶中部设有细滤机构3，所述细滤机构包括第一转

轴31、第一辊筒32、第二转轴33、第二辊筒34、细滤膜35及驱动电机36，所述过滤桶外壁左侧

设有左水平杆21，所述左水平杆固定连接有左竖直杆22，所述左竖直杆上安装有第一转轴

31，所述第一转轴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辊筒32，在过滤桶外壁右侧设有右水平杆23，所述右水

平杆上固定连接有右竖直杆24，所述右竖直杆上安装有第二转轴33，所述第二转轴上转动

连接有第二辊筒34，所述第一辊筒与第二辊筒通过细滤膜35驱动连接，在右竖直杆上安装

有驱动电机36，所述驱动电机与第二转轴相连接，与之配合的是，在过滤桶本体上设有容纳

细滤膜进入的中滑动孔152与下滑动孔153。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3950791 U

4



[0024] 工作方式，当废水通过进水斗进入过滤桶本体后，经过细滤膜的双层过滤，能够将

大部分残渣、异物过滤掉，方便后续工序的进行。

[0025] 至少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过滤桶本体顶部设有一粗滤机构4。所述粗滤机构包括粗

滤框46、连杆43、连接板44及驱动气缸45，所述左竖直杆上安装有固定套41，所述固定套内

安装有驱动气缸45，在固定套上螺纹连接有紧固旋钮42，所述紧固旋钮使得驱动气缸紧固

在固定套内。所述驱动气缸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连接有连杆，所述连杆连接有粗滤

框，与之配合的是，在过滤桶本体上设有上滑动孔151，所述粗滤框可沿上滑动孔移动并在

驱动气缸带动下外移至过滤桶本体外侧。利用粗滤框能够筛除大颗粒的杂物，降低对细滤

膜的伤害，延长细滤膜的使用周期。

[0026] 进一步的，参见图2，所述粗滤框内设有一容物槽461，所述容物槽底部设有若干粗

滤孔462。

[0027] 进一步的，参加图3，所述细滤膜两侧设有柔性挡条351，所述细滤膜上设有若干细

滤孔352。

[0028]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桶本体底部设有支腿11。其中支腿可为可伸缩支腿，所述可伸

缩支腿包括外管、内管及调节旋钮，所述外管固定连接在过滤桶本体底部，所述调节旋钮螺

纹连接在外管上，所述调节旋钮可使得内管沿着外管移动并定位于外管上的一处。

[0029] 至少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右水平杆上设有第一竖杆25，所述第一竖杆上连接有第

一水平杆26。所述第一竖杆上设有清理机构5。所述清理机构包括第三转轴51，所述第三转

轴上安装有摆动杆52，所述摆动杆端部设有清理轮54，在摆动杆与第一竖杆之间安装有压

缩弹簧53，在第一水平板底部设有转动电机55，所述转动电机连接有凸轮56，所述转动电机

可转动带动凸轮挤压摆动杆，使得摆动杆逆时针转动，进而清理轮与细滤膜表面相接触，用

于细滤膜表面杂物的清理。

[0030] 进一步的，在第一竖杆上设有外沿管61，所述外沿管上安装有喷头62，喷头连接有

水泵，借助喷头可用于细滤膜表面异物的冲洗，与之配合的是，在右水平杆上设有收集喷头

喷出水的下水槽63。

[0031]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斗底部设有下导流板121，下导流板的设计使得废水进入容物

槽461中，而不会沿着过滤桶本体侧壁从上滑动孔151流出。

[0032] 进一步的，参见图4，所述中滑动孔上侧设有一支撑板73，所述支撑板上螺纹连接

有螺纹杆74，所述螺纹杆下端部设有下置板75，所述下置板上安装有下压轮76，所述下压板

可下压细滤膜，使得细滤膜形成凹型，经过粗滤框过滤后的废水落入该凹型细滤膜上。

[0033] 方案细化，为了避免废水落入支撑板及螺纹杆上，所述支撑板正上方设有上板71，

所述上板上转动连接有挡水板72，挡水板可护住支撑板、螺纹杆及下压轮。

[0034] 除说明书所述的技术特征外，均为本专业技术人员的已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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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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