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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排除污水或暴雨水的方法、系统

或装置领域，具体为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

系统及其使用方法。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

系统，包括洗车台(1)，其特征是：还包括清水储

存装置(2)、沉淀池(3)和清洗池(4)，洗车台(1)

包括下沉式过车水池(11 )、自动喷淋冲洗器

(12)、前截水沟(13)、后截水沟(14)和暗埋管道

(15 )；清水储存装置(2 )包括水槽(21 )、隔墙

(22)、污水管(24)和水泵(26)；沉淀池(3)包括一

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

(33)；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的使用方

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①汇污；②

过滤。本发明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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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洗车台(1)，其特征是：还包括清水储存装置

(2)、沉淀池(3)和清洗池(4)，

洗车台(1)包括下沉式过车水池(11)、自动喷淋冲洗器(12)、前截水沟(13)、后截水沟

(14)、暗埋管道(15)和进水孔(16)，自动喷淋冲洗器(12)设于下沉式过车水池(11)内的前

部，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前端横向设置互相平行的前截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前截

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这两者都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长度方向垂直，前截水沟(13)

紧贴下沉式过车水池(11)前端的外侧壁，前截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之间用埋入地面的

暗埋管道(15)贯通连接；

清水储存装置(2)包括水槽(21)、隔墙(22)、污水回收口(23)、污水管(24)、溢水口(25)

和水泵(26)，在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一个侧面外设置一条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长度方

向平行的水槽(21)，水槽(21)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侧面的外侧壁之间用隔墙(22)隔开，

水槽(21)的净宽度不小于1m，在隔墙(22)的前端设有污水回收口(23)，在下沉式过车水池

(11)的另一个侧面上设有进水孔(16)，进水孔(16)连接办公区排水沟；

沉淀池(3)包括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水槽(21)的后部

从后至前依次设有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水槽(21)内设有

污水管(24)，污水管(24)的前端连接污水回收口(23)，污水管(24)的后端连接一级沉淀池

(31)，一级沉淀池(31)通过侧壁上的进水孔连接施工现场的排水沟(17)，三级沉淀池(33)

的出水口连接水槽(21)，水槽(21)的上部设有溢水口(25)，溢水口(25)连接市政雨水井，一

级沉淀池(31)的后端设有清洗池(4)，施工机械设备清洗后的污水进入一级沉淀池(31)，水

泵(26)的抽水口通过带有过滤网的水管连接水槽(21)，水泵(26)的出水口分别连接自动喷

淋冲洗器(12)和清洗池(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水槽(21)、一级沉淀池

(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上都盖有网格盖板，所述网格盖板的单元网格的

边长不大于10cm，所述的网格盖板上贴覆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网孔不大于5mm。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暗埋管道(15)从后截

水沟(14)向前截水沟(13)的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置，暗埋管道(15)的坡度不大于0.2；

污水管(24)从污水回收口(23)向一级沉淀池(31)的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置，污水

管(24)的坡度不大于0.2。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

骤依次实施：

①汇污：车辆在下沉式过车水池(11)内由自动喷淋冲洗器(12)冲洗，冲洗后的污水汇

入前截水沟(13)，溢入后截水沟(14)的污水以及通过进水口(16)流入的办公区的雨水也汇

入前截水沟(13)，随后污水经污水管(24)流入沉淀池(3)，施工现场的排水沟(17)内的降排

水和雨污水、清洗池(4)内清洗施工机械设备后的污水也都流入沉淀池(3)；

②过滤：流入沉淀池(3)的污水依次经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

(33)沉淀后流入水槽(21)作为清水储存，如过滤后的清水过多则通过水槽(21)上部的溢水

口(25)排入市政雨水井，水泵(26)抽取水槽(21)内的清水供应至自动喷淋冲洗器(12)和清

洗池(4)。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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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实施：

①汇污：车辆在下沉式过车水池(11)内由自动喷淋冲洗器(12)冲洗，冲洗后的污水汇

入前截水沟(13)，溢入后截水沟(14)的污水以及通过进水口(16)流入的办公区的雨水也汇

入前截水沟(13)，随后污水经污水管(24)流入沉淀池(3)，施工现场的排水沟(17)内的降排

水和雨污水、清洗池(4)内清洗施工机械设备后的污水也都流入沉淀池(3)；

②过滤：流入沉淀池(3)的污水依次经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

(33)沉淀后流入水槽(21)作为清水储存，如过滤后的清水过多则通过水槽(21)上部的溢水

口(25)排入市政雨水井，水泵(26)抽取水槽(21)内的清水供应至自动喷淋冲洗器(12)和清

洗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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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排除污水或暴雨水的方法、系统或装置领域，具体为一种工地雨、污水

循环利用系统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地施工都会有较大的用水量，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水、污水，包括施工用水，

生活区、办公区、洗车、机械设备的清洗、控制场地扬尘的喷淋降尘、绿化养护、厕所冲洗等

需要大量的水量，而传统的方式没能对废水有很好的回收利用，大部分的水资源未经循环，

直接排入江河或者市政管网，造成巨大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减少污水排放、充分利用水资源、节能环保的

水处理设备，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及其使用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洗车台，其特征是：还包括清水储存装置、沉淀池

和清洗池，

洗车台包括下沉式过车水池、自动喷淋冲洗器、前截水沟、后截水沟、暗埋管道和进水

孔，自动喷淋冲洗器设于下沉式过车水池内的前部，下沉式过车水池的前端横向设置互相

平行的前截水沟和后截水沟，前截水沟和后截水沟这两者都和下沉式过车水池的长度方向

垂直，前截水沟紧贴下沉式过车水池前端的外侧壁，前截水沟和后截水沟之间用埋入地面

的暗埋管道贯通连接，使冲出的污水可以回流入洗车台内；

清水储存装置包括水槽、隔墙、污水回收口、污水管、溢水口和水泵，在下沉式过车水池

的一个侧面外设置一条和下沉式过车水池长度方向平行的水槽，水槽和下沉式过车水池侧

面的外侧壁之间用隔墙隔开，水槽的净宽度不小于m，在隔墙的前端设有污水回收口，在下

沉式过车水池的另一个侧面上设有进水孔，进水孔连接办公区排水沟以汇集办公区的雨

水；

沉淀池包括一级沉淀池、二级沉淀池和三级沉淀池，水槽的后部从后至前依次设有一

级沉淀池、二级沉淀池和三级沉淀池，水槽内设有污水管，污水管的前端连接污水回收口，

污水管的后端连接一级沉淀池，一级沉淀池通过侧壁上的进水孔连接施工现场的排水沟使

排水沟内的施工现场降排水和雨污水流入一级沉淀池，三级沉淀池的出水口连接水槽，水

槽的上部设有溢水口，溢水口连接市政雨水井以将过滤后多出的清水排出，一级沉淀池的

后端设有清洗池用于施工机械设备的清洗，施工机械设备清洗后的污水进入一级沉淀池，

水泵的抽水口通过带有过滤网的水管连接水槽，水泵的出水口分别连接自动喷淋冲洗器、

清洗池、场地喷淋、绿化灌溉和厕所冲洗。

[0005] 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水槽的净宽度不小于1m；水槽、一级

沉淀池、二级沉淀池和三级沉淀池上都盖有网格盖板，所述网格盖板的单元网格的边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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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0cm，所述的网格盖板上贴覆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网孔不大于5mm，网格盖板和过滤

网既可以保证空气的正常流通，延缓水体的腐化变质发臭，又减少了较大的颗粒和树叶、柳

絮等杂物的进入，从而降低过滤后的清水又被二次污染的可能，减少诸如增压吸水泵和喷

淋设备被堵塞的风险。

[0006] 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是：暗埋管道从后截水沟向前截水沟的

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置，暗埋管道的坡度不大于0.2；

污水管从污水回收口向一级沉淀池的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置，污水管的坡度不大

于0.2；所有接入洗车台、水槽和沉淀池的管道、沟槽都根据水流方向要求设置有一定的流

水坡度以便于水流流动。

[0007] 所述的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①汇污：车辆在下沉式过车水池内由自动喷淋冲洗器冲洗，冲洗后的污水汇入前截水

沟，溢入后截水沟的污水以及通过进水口流入的办公区的雨水也汇入前截水沟，随后污水

经污水管流入沉淀池，施工现场的排水沟内的降排水和雨污水、清洗池内清洗施工机械设

备后的污水也都流入沉淀池；

②过滤：流入沉淀池的污水依次经一级沉淀池、二级沉淀池和三级沉淀池沉淀后流入

水槽作为清水储存，如过滤后的清水过多则通过水槽上部的溢水口排入市政雨水井，水泵

抽取水槽内的清水供应至自动喷淋冲洗器、清洗池以及其他需要清水的区域如场地喷淋、

绿化灌溉和厕所冲洗等。

[0008] 本发明充分利用工地的污水、雨水资源，解决现场部分临时用水和减少污水排放

量的问题，可充分利用建筑工地现场产生的污水的目的，减少水费的支出，做到绿色环保，

可持续发展。

[000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 方法简单易学，推广性强；

2.  有效汇集了现场内的雨水、污水、施工废水等水资源，经过过滤后重新循环利用，达

到节能环保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2是图1的A-A向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2] 实施例1

一种工地雨、污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洗车台1、清水储存装置2、沉淀池3和清洗池4，如

图1和图2所示，具体结构是：

洗车台1包括下沉式过车水池11、自动喷淋冲洗器12、前截水沟13、后截水沟14、暗埋管

道15和进水孔16，自动喷淋冲洗器12设于下沉式过车水池11内的前部，下沉式过车水池11

的前端横向设置互相平行的前截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前截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这两者都

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长度方向垂直，前截水沟13紧贴下沉式过车水池11前端的外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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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截水沟13和后截水沟14之间用埋入地面的暗埋管道15贯通连接，使冲出的污水可以回流

入洗车台1内；

清水储存装置2包括水槽21、隔墙22、污水回收口23、污水管24、溢水口25和水泵26，在

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一个侧面外设置一条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长度方向平行的水槽21，水

槽21和下沉式过车水池11侧面的外侧壁之间用隔墙22隔开，水槽21的净宽度不小于1m，在

隔墙22的前端设有污水回收口23，在下沉式过车水池11的另一个侧面上设有进水孔16，进

水孔16连接办公区排水沟以汇集办公区的雨水；

沉淀池3包括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水槽21的后部从后至前依

次设有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水槽21内设有污水管24，污水管24的

前端连接污水回收口23，污水管24的后端连接一级沉淀池31，一级沉淀池31通过侧壁上的

进水孔连接施工现场的排水沟17使排水沟17内的施工现场降排水和雨污水流入一级沉淀

池31，三级沉淀池33的出水口连接水槽21，水槽21的上部设有溢水口25，溢水口25连接市政

雨水井以将过滤后多出的清水排出，一级沉淀池31的后端设有清洗池4用于施工机械设备

的清洗，施工机械设备清洗后的污水进入一级沉淀池31，水泵26的抽水口通过带有过滤网

的水管连接水槽21，水泵26的出水口分别连接自动喷淋冲洗器12、清洗池4、场地喷淋、绿化

灌溉和厕所冲洗。

[0013] 本实施例中：水槽21的净宽度不小于1m；水槽21、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

三级沉淀池33上都盖有网格盖板，所述网格盖板的单元网格的边长不大于10cm，所述的网

格盖板上贴覆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网孔不大于5mm，网格盖板和过滤网既可以保证空气的

正常流通，延缓水体的腐化变质发臭，又减少了较大的颗粒和树叶、柳絮等杂物的进入，从

而降低过滤后的清水又被二次污染的可能，减少诸如增压吸水泵和喷淋设备被堵塞的风

险。

[0014] 本实施例中：暗埋管道15从后截水沟14向前截水沟13的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

置，暗埋管道15的坡度不大于0.2；

污水管24从污水回收口23向一级沉淀池31的方向以向下倾斜的方式设置，污水管24的

坡度不大于0.2；所有接入洗车台1、水槽21和沉淀池3的管道、沟槽都根据水流方向要求设

置有一定的流水坡度以便于水流流动。

[0015] 本实施例使用时，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①汇污：车辆在下沉式过车水池11内由自动喷淋冲洗器12冲洗，冲洗后的污水汇入前

截水沟13，溢入后截水沟14的污水以及通过进水口16流入的办公区的雨水也汇入前截水沟

13，随后污水经污水管24流入沉淀池3，施工现场的排水沟17内的降排水和雨污水、清洗池4

内清洗施工机械设备后的污水也都流入沉淀池3；

②过滤：流入沉淀池3的污水依次经一级沉淀池31、二级沉淀池32和三级沉淀池33沉淀

后流入水槽21作为清水储存，如过滤后的清水过多则通过水槽21上部的溢水口25排入市政

雨水井，水泵26抽取水槽21内的清水供应至自动喷淋冲洗器12、清洗池4以及其他需要清水

的区域如场地喷淋、绿化灌溉和厕所冲洗等。

[0016] 注：图1中的箭头表示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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