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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

洗台，它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

一级过滤池的上部设有清洗框，清洗框的下部有

第一滤器，一级过滤池的右侧设有以第一隔板隔

开的二级过滤池，第一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一溢

流通孔，二级过滤池内设有第二滤器，二级过滤

池的右侧设有以第二隔板隔开的储水池，第二隔

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二溢流通孔，水泵通过回水管

连接储水池，水泵的进口还连接有主水管，水泵

的出水口连接带有清洗枪的软管，通过水泵可以

将储水池内使用过的水再次使用，第一滤器和第

二滤器可以达到快速的清洗装置内清洗出来的

垃圾；本实用新型具有既能节约水资源，又可以

减小污水对环境的二次污染，便于清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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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它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上部设有清洗框，所述的清洗框的下部设有第一滤器，所述的一级过

滤池的右侧设有二级过滤池，所述的一级过滤池和二级过滤池以第一隔板隔开，所述的第

一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一溢流通孔，所述的二级过滤池内设有第二滤器，所述的二级过滤

池的右侧设有储水池，所述的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之间以第二隔板隔开，所述的第二隔板

的上部开设有第二溢流通孔，所述的储水池连接回水管，所述的回水管连接水泵的进口，所

述的水泵的进口还连接有主水管，所述的水泵的出水口连接带有清洗枪的软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

外侧设有固定挂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回水管的管路

上连接有止回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

底部设有第一排污口，所述的二级过滤池的底部设有第二排污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洗框的形状

和一级过滤池的上部形状一致，所述的清洗框恰好可以放置于一级过滤池的上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

内壁连接一级滤器固定块，所述的一级滤器固定块共有四块分别位于一级过滤池内壁的同

一水平面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级过滤池的

内壁连接二级滤器固定块，所述的二级滤器固定块共有四块分别位于二级过滤池内壁的同

一水平面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溢流通孔

在第一隔板上的位置高于第二滤器的上表面但低于第一滤器的上表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滤器的网

孔直径小于第一滤器的网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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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造成了城市之中所产生的垃圾

随之上升，所需要的环保设备也就随之增加，环保人员在打扫卫生的同时同样需要对所使

用的工具进行清洁，目前的清洁主要是作业人员通过水流对所使用的清洁工具直接喷射水

流来达到清洗的目的，这样做使的使用过的水直接排进下水道造成水资源的大量的浪费，

同时清洗过的污水还会对环境有二次的污染，因此，需要一种既能节约水资源，又可以减小

造成的污水对环境的二次污染的新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以上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既能节约水资源，又可以

减小造成的污水对环境的二次污染，便于清洁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它包括一级过滤池、

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上部设有清洗框，所述的清洗框的下部设有第

一滤器，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右侧设有二级过滤池，所述的一级过滤池和二级过滤池以第

一隔板隔开，所述的第一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一溢流通孔，所述的二级过滤池内设有第二

滤器，所述的二级过滤池的右侧设有储水池，所述的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之间以第二隔板

隔开，所述的第二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二溢流通孔，所述的储水池连接回水管，所述的回水

管连接水泵的进口，所述的水泵的进口还连接有主水管，所述的水泵的出水口连接带有清

洗枪的软管。

[0005] 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外侧设有固定挂钩，固定挂钩用来清洗枪的放置，便于清洗

枪的取用。

[0006] 所述的回水管的管路上连接有止回阀，连接的止回阀可以依据储水池的水量来决

定止回阀的开关或开度的大小。

[0007] 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底部设有第一排污口，所述的二级过滤池的底部设有第二排

污口，排污口在最底部，便于将池内的水全部排出。

[0008] 所述的清洗框的形状和一级过滤池的上部形状一致，所述的清洗框恰好可以放置

于一级过滤池的上部。

[0009] 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内壁连接一级滤器固定块，所述的一级滤器固定块共有四块

分别位于一级过滤池内壁的同一水平面上，固定块共同托起第一滤器。

[0010] 所述的二级过滤池的内壁连接二级滤器固定块，所述的二级滤器固定块共有四块

分别位于二级过滤池内壁的同一水平面上。

[0011] 所述的第一溢流通孔在第一隔板上的位置高于第二滤器的上表面但低于第一滤

器的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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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第二滤器的网孔直径小于第一滤器的网孔直径。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储水池，在使

用中，将所需清洗的工具放置于清洗框之中，水泵接通电源，水流通过水泵的施压流经软管

后进入到清洗枪，清洗人员手持清洗枪清洗工具，一级过滤池内设置有第一滤器，清洁用过

的污水由一级过滤池的上部直接流进第一滤器之中，污水经过第一滤器的过滤，体积大的

垃圾会留在第一滤器之中，而污水和极小的垃圾则进入第一滤器和一级过滤池内壁之间的

空间，再通过开设在第一隔板上部开设的第一溢流孔流进二级过滤池内，进入到二级过滤

池内的污水和夹杂的极小体积的垃圾直接进入置于二级过滤池内部的第二滤器之中，通过

第二过滤器的再次过滤，小体积的垃圾被过滤掉后，污水进入到第二过滤器和二级过滤池

内壁之间的空间内，再经由开设在第二隔板上部的第二溢流孔流进储水池内，储水池内的

污水在通过水泵经由回水管至清洗枪，作为清洗水和来自主水管内的清水一同再次进行清

洗工具，清洗结束后只需将第一滤器和第二滤器取出，就可以连带着将残留的垃圾一同取

出，减少对整体的清洗的工作量；本实用新型具有既能节约水资源，又可以减小造成的污水

对环境的二次污染，便于清洁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的清洗框俯视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的清洗框主视图。

[0018] 图中：1、主水管  2、水泵  3、软管  4、清洗枪  5、固定挂钩  6、清洗框  7、第一滤器 

8、第一溢流孔  9、第二滤器  10、第二溢流孔  11、回水管  12、第一排放口  13、第二排放口 

14、止回阀  15、一级过滤池  16、二级过滤池  17、储水池  18、一级滤器挡块  19、二级滤器挡

块  21、第二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4所示，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它包括一级过滤池15、二级过滤池16和

储水池17，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设有清洗框6，所述的清洗框6的下部设有第一滤器

7，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右侧设有二级过滤池16，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和二级过滤池16以

第一隔板隔开，所述的第一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一溢流通孔8，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内设有

第二滤器9，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的右侧设有储水池17，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和储水池17之

间以第二隔板21隔开，所述的第二隔板21的上部开设有第二溢流通孔10，所述的储水池17

连接回水管11，所述的回水管11连接水泵2的进口，所述的水泵2的进口还连接有主水管1，

所述的水泵2的出水口连接带有清洗枪4的软管3。

[0022] 本实用新型包括一级过滤池15、二级过滤池16和储水池17，在使用中，将所需清洗

的工具放置于清洗框6之中，水泵2接通电源，水流通过水泵2的施压流经软管3后进入到清

洗枪4，清洗人员手持清洗枪4清洗工具，一级过滤池15内设置有第一滤器7，清洁用过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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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直接流进第一滤器7之中，污水经过第一滤器7的过滤，体积大的

垃圾会留在第一滤器7之中，而污水和极小的垃圾则进入第一滤器7和一级过滤池15内壁之

间的空间，再通过开设在第一隔板上部开设的第一溢流孔8流进二级过滤池16内，进入到二

级过滤池16内的污水和夹杂的极小体积的垃圾直接进入置于二级过滤池16内部的第二滤

器9之中，通过第二过滤器9的再次过滤，小体积的垃圾被过滤掉后，污水进入到第二过滤器

9和二级过滤池16内壁之间的空间内，再经由开设在第二隔板21上部的第二溢流孔10流进

储水池17内，储水池17内的污水在通过水泵2经由回水管11至清洗枪4，作为清洗水和来自

主水管1内的清水一同再次进行清洗工具，清洗结束后只需将第一滤器7和第二滤器9取出，

就可以连带着将残留的垃圾一同取出，减少对整体的清洗的工作量；本实用新型具有既能

节约水资源，又可以减小造成的污水对环境的二次污染，便于清洁的优点。

[0023] 实施例2

[0024] 如图1-4所示，一种建筑环保工程清洗台，它包括一级过滤池15、二级过滤池16和

储水池17，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设有清洗框6，所述的清洗框6的下部设有第一滤器

7，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右侧设有二级过滤池16，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和二级过滤池16以

第一隔板隔开，所述的第一隔板的上部开设有第一溢流通孔8，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内设有

第二滤器9，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的右侧设有储水池17，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和储水池17之

间以第二隔板21隔开，所述的第二隔板21的上部开设有第二溢流通孔10，所述的储水池17

连接回水管11，所述的回水管11连接水泵2的进口，所述的水泵2的进口还连接有主水管1，

所述的水泵2的出水口连接带有清洗枪4的软管3。

[0025]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一级过滤池的外侧设有固定挂钩5，固定挂钩5用来清洗

枪4的放置，便于清洗枪4的取用。

[0026]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回水管11的管路上连接有止回阀14，连接的止回阀14可

以依据储水池17的水量来决定止回阀14的开关或开度的大小。

[0027]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底部设有第一排污口12，所述的二级过

滤池16的底部设有第二排污口13，排污口在最底部，便于将池内的水全部排出。

[0028]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清洗框6的形状和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形状一致，所述的

清洗框6恰好可以放置于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

[0029]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一级过滤池15的内壁连接一级滤器固定块18，所述的一

级滤器固定块18共有四块分别位于一级过滤池15内壁的同一水平面上，一级滤器固定块18

共同托起第一滤器7。

[0030]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二级过滤池16的内壁连接二级滤器固定块19，所述的二

级滤器固定块19共有四块分别位于二级过滤池16内壁的同一水平面上。

[0031]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第一溢流通孔8在第一隔板上的位置高于第二滤器9的上

表面但低于第一滤器7的上表面。

[0032] 为了更好地效果，所述的第二滤器9的网孔直径小于第一滤器7的网孔直径。

[0033] 本实用新型包括一级过滤池15、二级过滤池16和储水池17，在使用中，将所需清洗

的工具放置于清洗框6之中，水泵2接通电源，水流通过水泵2的施压流经软管3后进入到清

洗枪4，清洗人员手持清洗枪4清洗工具，一级过滤池15内设置有第一滤器7，清洁用过的污

水由一级过滤池15的上部直接流进第一滤器7之中，污水经过第一滤器7的过滤，体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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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会留在第一滤器7之中，而污水和极小的垃圾则进入第一滤器7和一级过滤池15内壁之

间的空间，再通过开设在第一隔板上部开设的第一溢流孔8流进二级过滤池16内，进入到二

级过滤池16内的污水和夹杂的极小体积的垃圾直接进入置于二级过滤池16内部的第二滤

器9之中，通过第二过滤器9的再次过滤，小体积的垃圾被过滤掉后，污水进入到第二过滤器

9和二级过滤池16内壁之间的空间内，再经由开设在第二隔板21上部的第二溢流孔10流进

储水池17内，储水池17内的污水在通过水泵2经由回水管11至清洗枪4，作为清洗水和来自

主水管1内的清水一同再次进行清洗工具，清洗结束后只需将第一滤器7和第二滤器9取出，

就可以连带着将残留的垃圾一同取出，减少对整体的清洗的工作量；本实用新型具有既能

节约水资源，又可以减小造成的污水对环境的二次污染，便于清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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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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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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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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