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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污水过滤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包括筒体，所述筒

体的外壁通过固定环固定连接有支撑腿，所述筒

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增压机，所述筒体的内壁

固定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的下端与滤网的下侧

连通设置，所述筒体的内部设置有排杂机构,使

用时由筒体右侧的进水口将污水灌入，在增压机

的工作下可以较快的冲击近水管，并且在水管与

滤网的连接处将杂物堆积，而增压机的高压作用

就会使水流顺利的从滤网与水管的连接处滤除，

防止了固定环与滤网的连接处内部杂物被螺旋

叶挤压到固定环底部，损坏固定环与滤网的连

接，达到了在过滤的同时能够将杂物提取出并不

易堵塞滤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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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包括筒体(1)，所述筒体(1)的外壁通过固定环(2)固

定连接有支撑腿(3)，所述筒体(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增压机(4)，所述筒体(1)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水管(5)，所述水管(5)的下端与滤网(6)的下侧连通设置，所述筒体(1)的内部设

置有排杂机构(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杂机构

(7)包括电机(701)、排杂杆(702)、固定杆(703)、连接杆(704)、转杆(705)、固定环(706)、毛

刷(707)，所述电机(701)的下表面与筒体(1)的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701)的输出

杆与排杂杆(702)的下端通过锥齿轮传动连接，所述排杂杆(702)的上端贯穿滤网(6)并延

伸至滤网(6)的内部，所述排杂杆(702)的上端通过轴承与固定杆(703)的左端转动连接，所

述固定杆(703)的右端固定连接在筒体(1)的外壁，所述连接杆(704)的下侧与排杂杆(702)

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704)的上端右侧与转杆(705)的左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

述转杆(705)的右端通过轴承与固定环(706)转动连接，所述转杆(705)的外壁固定连接有

毛刷(707)，所述转杆(705)的外壁设置有(8)，所述固定环(706)的内部设置有(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8)包括包

裹囊(801)、弧形杆(802)、固定块(803)、滑筒(804)、螺纹杆(805)、螺纹环(806)、弹簧

(807)、拉绳(808)、绕线杆(809)、连接柱(810)、固定环(811)、清网针(812)，所述包裹囊

(801)的外壁底部固定连接在转杆(705)的外壁，所述弧形杆(802)的左端固定连接在包裹

囊(801)的内壁，所述弧形杆(802)的右端贯穿固定块(803)固定连接在滑筒(804)的底部，

所述滑筒(804)的外壁与(813)滑动连接，所述(813)的外壁与包裹囊(801)的内壁固定连

接，所述滑筒(804)的内部设置有螺纹杆(805)，所述螺纹杆(805)的底端固定连接在转杆

(705)的外壁，所述螺纹杆(805)的外壁与螺纹环(806)的内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述螺纹

环(806)的外壁通过轴承与弹簧(807)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弹簧(807)的下端固定连接在

转杆(705)的外壁，所述拉绳(808)的右端缠绕在螺纹杆(805)的底端，所述拉绳(808)的左

端贯穿固定块(803)固定连接在绕线杆(809)的外壁，所述绕线杆(809)通过轴承与固定块

(803)的内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环(806)的上表面通过连接柱(810)与固定环(811)的下端

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环(811)的上表面与清网针(812)的下端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9)包括固

定条(901)、推球(902)、第一拨片(903)、第二拨片(904)、弹片(905)、撞击球(906)，所述固

定条(90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转杆(705)的外壁，所述固定条(901)的上端与推球(902)的外

壁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拨片(903)的左端与推球(902)接触，所述第一拨片(903)与第二拨片

(904)的右端均贯穿固定环(706)的内壁与弹片(905)接触，所述弹片(905)的下端固定连接

在撞击球(906)的外壁，所述弹片(905)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固定环(706)的内壁。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杂杆

(702)的外壁设置有螺旋叶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网(6)的

左端贯穿筒体(1)的左侧并延伸至筒体(1)的外部。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环

(706)呈环形固定连接在滤网(6)的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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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过滤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地污水进行过滤时往往陈杂有较多的大型垃圾与颗粒，普通的过滤设备在进

行工地污水的处理时不能进行高效的去除杂物与颗粒，所以需要在进行污水处理的同时将

杂物提取出来，但是螺旋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将杂物或颗粒卡进滤网内部，所以需要一种

可以在过滤的同时能够将杂物提取出并不易堵塞滤网的过滤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达到在过滤的同时能够

将杂物提取出并不易堵塞滤网的目的。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包括

筒体，所述筒体的外壁通过固定环固定连接有支撑腿，所述筒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增压

机，所述筒体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的下端与滤网的下侧连通设置，所述筒体的

内部设置有排杂机构。

[0005] 优选的，所述排杂机构包括电机、排杂杆、固定杆、连接杆、转杆、固定环、毛刷，所

述电机的下表面与筒体的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机的输出杆与排杂杆的下端通过锥齿

轮传动连接，所述排杂杆的上端贯穿滤网并延伸至滤网的内部，所述排杂杆的上端通过轴

承与固定杆的左端转动连接，所述固定杆的右端固定连接在筒体的外壁，所述连接杆的下

侧与排杂杆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的上端右侧与转杆的左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

述转杆的右端通过轴承与固定环转动连接，所述转杆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毛刷，所述转杆的

外壁设置有，所述固定环的内部设置有。

[0006] 优选的，所述包括包裹囊、弧形杆、固定块、滑筒、螺纹杆、螺纹环、弹簧、拉绳、绕线

杆、连接柱、固定环、清网针，所述包裹囊的外壁底部固定连接在转杆的外壁，所述弧形杆的

左端固定连接在包裹囊的内壁，所述弧形杆的右端贯穿固定块固定连接在滑筒的底部，所

述滑筒的外壁与滑动连接，所述的外壁与包裹囊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滑筒的内部设置有

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底端固定连接在转杆的外壁，所述螺纹杆的外壁与螺纹环的内壁通

过轴承转动连接，所述螺纹环的外壁通过轴承与弹簧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弹簧的下端固

定连接在转杆的外壁，所述拉绳的右端缠绕在螺纹杆的底端，所述拉绳的左端贯穿固定块

固定连接在绕线杆的外壁，所述绕线杆通过轴承与固定块的内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环的

上表面通过连接柱与固定环的下端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环的上表面与清网针的下端固定连

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包括固定条、推球、第一拨片、第二拨片、弹片、撞击球，所述固定条的

下端固定连接在转杆的外壁，所述固定条的上端与推球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拨片的

左端与推球接触，所述第一拨片与第二拨片的右端均贯穿固定环的内壁与弹片接触，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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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片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撞击球的外壁，所述弹片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固定环的内壁。

[0008] 优选的，所述排杂杆的外壁设置有螺旋叶结构。

[0009] 优选的，所述滤网的左端贯穿筒体的左侧并延伸至筒体的外部。

[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环呈环形固定连接在滤网的右端。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通过在使用时由筒体右侧的进水口将污水灌入，在增压机的工作下可以较

快的冲击近水管，并且在水管与滤网的连接处将杂物堆积，而增压机的高压作用就会使水

流顺利的从滤网与水管的连接处滤除，电机带动排杂杆旋转将杂物从滤网的左端排出，在

排杂杆旋转的同时会使连接杆带动转杆围绕滤网进行旋转，使围绕滤网旋转，包裹囊接触

到滤网的外壁可以使清网针旋转伸出，对滤网的网眼进行清洁，将杂物推回滤网的内部，在

转杆旋转时可以使滤网产生振动，将固定环底部的杂物震掉，防止了固定环与滤网的连接

处内部杂物被螺旋叶挤压到固定环底部，损坏固定环与滤网的连接，达到了在过滤的同时

能够将杂物提取出并不易堵塞滤网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轴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主视图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图2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图2中B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固定环处侧视图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筒体、2固定环、3支撑腿、4增压机、5水管、6滤网、7排杂机构、8清网机构、9

振动机构、701电机、702排杂杆、703固定杆、704连接杆、705转杆、706固定环、707毛刷、801

包裹囊、802弧形杆、803固定块、804滑筒、805螺纹杆、806螺纹环、807弹簧、808拉绳、809绕

线杆、810连接柱、811固定环、812清网针、901固定条、902推球、903第一拨片、904第二拨片、

905弹片、906撞击球。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6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工地用增压过滤设备，包括筒

体1，筒体1的外壁通过固定环2固定连接有支撑腿3，筒体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增压机4，筒

体1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水管5，水管5的下端与滤网6的下侧连通设置，滤网6的左端贯穿筒体

1的左侧并延伸至筒体1的外部，筒体1的内部设置有排杂机构7；

[0021] 排杂机构7包括电机701、排杂杆702、固定杆703、连接杆704、转杆705、固定环706、

毛刷707，电机701的下表面与筒体1的内壁底部固定连接，电机701的输出杆与排杂杆702的

下端通过锥齿轮传动连接，排杂杆702的上端贯穿滤网6并延伸至滤网6的内部，排杂杆702

的外壁设置有螺旋叶结构，排杂杆702的上端通过轴承与固定杆703的左端转动连接，固定

杆703的右端固定连接在筒体1的外壁，连接杆704的下侧与排杂杆702的外壁固定连接，连

接杆704的上端右侧与转杆705的左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转杆705的右端通过轴承与固定

环706转动连接，固定环706呈环形固定连接在滤网6的右端，转杆705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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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707，转杆705的外壁设置有8，固定环706的内部设置有9；

[0022] 8包括包裹囊801、弧形杆802、固定块803、滑筒804、螺纹杆805、螺纹环806、弹簧

807、拉绳808、绕线杆809、连接柱810、固定环811、清网针812，包裹囊801的外壁底部固定连

接在转杆705的外壁，弧形杆802的左端固定连接在包裹囊801的内壁，弧形杆802的右端贯

穿固定块803固定连接在滑筒804的底部，滑筒804的外壁与813滑动连接，813的外壁与包裹

囊801的内壁固定连接，滑筒804的内部设置有螺纹杆805，螺纹杆805的底端固定连接在转

杆705的外壁，螺纹杆805的外壁与螺纹环806的内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螺纹环806的外壁

通过轴承与弹簧807的上端固定连接，弹簧807的下端固定连接在转杆705的外壁，拉绳808

的右端缠绕在螺纹杆805的底端，拉绳808的左端贯穿固定块803固定连接在绕线杆809的外

壁，绕线杆809通过轴承与固定块803的内壁转动连接，螺纹环806的上表面通过连接柱810

与固定环811的下端固定连接，固定环811的上表面与清网针812的下端固定连接；

[0023] 9包括固定条901、推球902、第一拨片903、第二拨片904、弹片905、撞击球906，固定

条90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转杆705的外壁，固定条901的上端与推球902的外壁固定连接，第

一拨片903的左端与推球902接触，第一拨片903与第二拨片904的右端均贯穿固定环706的

内壁与弹片905接触，弹片905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撞击球906的外壁，弹片905的上端固定连

接在固定环706的内壁在使用时通过在使用时由筒体1右侧的进水口将污水灌入，在增压机

4的工作下可以较快的冲击近水管5，并且在水管5与滤网6的连接处将杂物堆积，而增压机4

的高压作用就会使水流顺利的从滤网6与水管5的连接处滤除，电机701带动排杂杆702旋转

将杂物从滤网6的左端排出，在排杂杆702旋转的同时会使连接杆704带动转杆705围绕滤网

6进行旋转，使8围绕滤网6旋转，包裹囊801接触到滤网6的外壁可以使清网针812旋转伸出，

对滤网6的网眼进行清洁，将杂物推回滤网6的内部，9在转杆705旋转时可以使滤网6产生振

动，将固定环706底部的杂物震掉，防止了固定环706与滤网6的连接处内部杂物被螺旋叶挤

压到固定环706底部，损坏固定环706与滤网6的连接，达到了在过滤的同时能够将杂物提取

出并不易堵塞滤网的目的。

[0024] 工作原理：通过在使用时由筒体1右侧的进水口将污水灌入，在增压机4的工作下

可以较快的冲击进水管5，并且在水管5与滤网6的连接处将杂物堆积，而增压机4的高压作

用就会使水流顺利的从滤网6与水管5的连接处滤除从筒体1底部的排水口排出，电机701带

动排杂杆702旋转使排杂杆702外壁的螺旋叶结构将杂物从滤网6的左端排出，在排杂杆702

旋转的同时会使连接杆704带动转杆705围绕滤网6进行旋转，固定环706对转杆705进行稳

定，使8与毛刷707能顺利旋转并且对滤网6产生压力，包裹囊801旋转时接触到滤网6的外壁

时包裹囊801进行形变使滑筒804插入到滤网6的网眼，在滤网6继续与包裹囊801接触时会

使弧形杆802下压，弧形杆802从固定块803的右端伸出将滑筒804推高，在推高滑筒804的同

时弧形杆802会摩擦绕线杆809使之旋转拉扯拉绳808，拉绳808拉扯螺纹杆805进行旋转，由

于固定环811与滑筒804的形状为椭圆形，所以无法旋转，所以在螺纹杆805旋转时可以使清

网针812进行上升，清网针812在滑筒804内部伸出此时可以伸进滤网6的内部，将杂物与颗

粒推回滤网6的内部，转杆705的旋转可以使推球902旋转撞击第一拨片903与第二拨片904

对弹片905进行强制变形，使撞击球906被抬起，在第二拨片904脱离推球902的限位之后撞

击球906会猛击滤网6的外壁，9在转杆705旋转时可以使滤网6产生振动，将固定环706底部

的杂物震掉，防止了固定环706与滤网6的连接处内部杂物被螺旋叶挤压到固定环706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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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固定环706与滤网6的连接，在工作接触后8在弹簧807的作用下进行复位，综合达到了

在过滤的同时能够将杂物提取出并不易堵塞滤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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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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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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