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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

备

(57)摘要

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

备，包括底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框体装置、收

容于所述框体装置内的推动装置、设置于所述框

体装置上的堵塞装置、设置于所述推动装置上的

压滤装置、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电缸装置、设置

于所述框体装置下方的搅拌装置、设置于所述搅

拌装置上的驱动装置。本发明能够实现对煤油充

分有效的过滤处理，以便将煤油中的杂质全面的

清除，除杂过滤效果显著；并且可以自动的对煤

油进行压滤处理，压滤效果显著，进而可以显著

提高对煤油过滤的效率，节约时间，以便满足现

有大量的煤油过滤需求；同时可以对过滤后的煤

油进行有效的搅拌处理，以便使其混合的均匀，

保证煤油的品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9294616 B

2021.11.02

CN
 1
09
29
46
16
 B



1.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包括底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框体

装置、收容于所述框体装置内的推动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装置上的堵塞装置、设置于所述

推动装置上的压滤装置、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电缸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装置下方的搅拌

装置、设置于所述搅拌装置上的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设有位于其上方的回收

箱、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上方的第一固定杆，所述框体装置包括

框体、设置于所述框体上的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框体右侧的管道、设置于所述管道上的风

机、第一阀门、位于所述风机下方的第一支架，所述推动装置包括第一密封板、位于所述第

一密封板上方的第二密封板、设置于所述第二密封板上的第二固定杆、设置于所述第二固

定杆上的限定绳、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板左侧的第三密封板、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板下方的第

一定位杆、第一定位框、位于所述第一定位杆右侧的第一弹簧，所述堵塞装置包括第三固定

杆、位于所述第三固定杆右侧的第二定位杆、设置于所述第二定位杆上的第一移动杆、位于

所述第一移动杆下方的限定杆、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上方的挡板、设置于所述挡板下方的

斜板、第二弹簧、位于所述挡板上方的堵塞块，所述压滤装置包括第二定位框、收容于所述

第二定位框内的第三弹簧、位于所述第二定位框左侧的第三定位框、设置于所述第三定位

框上的橡胶板、收容于所述第三定位框内的第四弹簧、位于所述第四弹簧左侧的第四密封

板，所述电缸装置包括第二支架、位于所述第二支架下方的固定板、位于所述固定板下方的

第一电缸、设置于所述第一电缸上的第一定位块、第一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一推动杆左端

的第一滚轮，所述搅拌装置包括集中框、设置于所述集中框上的密封块、位于所述集中框右

侧的第二电缸、设置于所述第二电缸上的第二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二推动杆左端的搅拌

网、位于所述第二电缸上方的连接板、位于所述集中框下方的移动板、设置于所述移动板上

的收集框、位于所述集中框左侧的第五弹簧、位于所述移动板下方的排出管、设置于所述排

出管上的第二阀门，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竖板、设置于所述竖板上的第三电缸、设置于所述第

三电缸上的第二定位块、第三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三推动杆左端的连接杆，所述第一支撑

杆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

撑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固定杆固定连接，所述框体上设有位于其下表面的第一通孔、位于

其右表面的第二通孔及位于其下表面的第三通孔，所述第一过滤网收容于所述第一通孔内

且与所述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管道的左端对准所述第二通孔且与所述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支架的一端与所述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的另一端与所述风

机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密封板收容于所述框体内且与其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密封板

的右端与所述框体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密封板收容于所述框体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

接触，所述第二密封板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第一密封板的上表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

第二固定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二密封板固定连接，所述限定绳的左端与所述第二固定杆固定

连接，所述限定绳的右端与所述框体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密封板收容于所述框体内

且与所述框体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三密封板的下表面与所述框体内表面滑动接触，所

述第二密封板的左端与所述第三密封板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密封板位于所述第一

通孔的右侧，同时位于所述第三通孔的左侧，所述第一定位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三密封板的

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位框的右端与所述框体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位杆的

右端收容于所述第一定位框内且与所述第一定位框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一弹簧的左端

与所述第一定位杆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右端与所述框体内表面固定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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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三固定杆的上端与所述框体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三固

定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动杆贯穿所述第二定位杆的上下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第

一移动杆的下端与所述限定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动杆的上端与所述挡板固定连接，所

述挡板顶靠在所述框体的下表面上且挡住所述第三通孔，所述斜板的上端与所述挡板固定

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所述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杆

固定连接，所述堵塞块的下端与所述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密封板的上端收容于所述第

二定位框内且与所述第二定位框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三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三密封板

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框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定位

框的右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框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定位框收容于所述框体内且与所

述框体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三定位框的下表面设有第四通孔，所述橡胶板收容于所述

第四通孔内且与所述第三定位框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的右端与所述第三定位框内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密封板收容于所述框体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四密封板的

右端收容于所述第三定位框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所述第四弹簧的左端与所述第四密

封板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密封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排气孔，所述第二支架的

上端与所述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架的下端与所述固定板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电缸与所述固定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电缸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定位块与所述第一电缸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的右端与所述第一电缸连接，所述第

一推动杆贯穿所述第一定位块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第一推动杆的左端设有第

一凹槽，所述第一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且与所述第一推动杆枢轴连接，所述第一滚

轮顶靠在所述斜板上，所述集中框的上端对准所述第一通孔且与所述框体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集中框的右表面设有第五通孔，所述密封块收容于所述第五通孔内且与所述集中

框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推动杆的右端与所述第二电缸连接，所述第二推动杆贯穿所述密封

块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搅拌网收容于所述集中框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

所述第二推动杆的左端与所述搅拌网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板与所述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电缸与所述连接板固定连接，所述集中框及搅拌网的下端顶靠在所述移动板上且与其滑

动接触，所述移动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六通孔，所述收集框的下端与所述移动板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缸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收集框的上表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第

五弹簧的左端与所述收集框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弹簧的右端与所述集中框固定连

接，所述排出管的上端对准所述第六通孔且与所述移动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竖板的

上端与所述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的左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三电缸与

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块与所述第三电缸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推动杆的右端与

所述第三电缸连接，所述第三推动杆贯穿所述第二定位块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所

述第三推动杆的左端与所述连接杆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的上端与所述移动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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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航空航天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

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煤油适用于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使用，用于超音速飞行器煤油低饱

和和蒸汽压与良好的热安定性。目前，在生产航空用煤油时需要对其进行过滤，以便清除其

中的杂质，现有的过滤装置无法将煤油中的杂质有效的清除，除杂过滤效果不理想，并且除

杂过滤的效率低，过滤过程中无法自动的对其进行压滤处理，浪费时间，操作繁琐，不能满

足现有对煤油过滤的需求。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有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

加工用处理设备。

[0005] 为达到本发明之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包括底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框

体装置、收容于所述框体装置内的推动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装置上的堵塞装置、设置于所

述推动装置上的压滤装置、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电缸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装置下方的搅

拌装置、设置于所述搅拌装置上的驱动装置，所述底板上设有位于其上方的回收箱、第一支

撑杆、第二支撑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上方的第一固定杆，所述框体装置包括框体、设置

于所述框体上的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框体右侧的管道、设置于所述管道上的风机、第一阀

门、位于所述风机下方的第一支架，所述推动装置包括第一密封板、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板上

方的第二密封板、设置于所述第二密封板上的第二固定杆、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杆上的限

定绳、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板左侧的第三密封板、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板下方的第一定位杆、第

一定位框、位于所述第一定位杆右侧的第一弹簧，所述堵塞装置包括第三固定杆、位于所述

第三固定杆右侧的第二定位杆、设置于所述第二定位杆上的第一移动杆、位于所述第一移

动杆下方的限定杆、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上方的挡板、设置于所述挡板下方的斜板、第二弹

簧、位于所述挡板上方的堵塞块，所述压滤装置包括第二定位框、收容于所述第二定位框内

的第三弹簧、位于所述第二定位框左侧的第三定位框、设置于所述第三定位框上的橡胶板、

收容于所述第三定位框内的第四弹簧、位于所述第四弹簧左侧的第四密封板，所述电缸装

置包括第二支架、位于所述第二支架下方的固定板、位于所述固定板下方的第一电缸、设置

于所述第一电缸上的第一定位块、第一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一推动杆左端的第一滚轮，所

述搅拌装置包括集中框、设置于所述集中框上的密封块、位于所述集中框右侧的第二电缸、

设置于所述第二电缸上的第二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二推动杆左端的搅拌网、位于所述第

二电缸上方的连接板、位于所述集中框下方的移动板、设置于所述移动板上的收集框、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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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集中框左侧的第五弹簧、位于所述移动板下方的排出管、设置于所述排出管上的第二

阀门，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竖板、设置于所述竖板上的第三电缸、设置于所述第三电缸上的第

二定位块、第三推动杆、设置于所述第三推动杆左端的连接杆。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

用处理设备能够实现对煤油充分有效的过滤处理，以便将煤油中的杂质全面的清除，除杂

过滤效果显著；并且可以自动的对煤油进行压滤处理，压滤效果显著，进而可以显著提高对

煤油过滤的效率，节约时间，以便满足现有大量的煤油过滤需求；同时可以对过滤后的煤油

进行有效的搅拌处理，以便使其混合的均匀，保证煤油的品质；最后，可以周期性的对煤油

进行压滤处理，以便反复循环使用，从而能够满足对大量煤油加工过滤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做出清楚完整

的说明。

[0010] 如图1所示，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包括底板1、位于所述

底板1上方的框体装置2、收容于所述框体装置2内的推动装置3、设置于所述框体装置2上的

堵塞装置4、设置于所述推动装置3上的压滤装置5、位于所述底板1上方的电缸装置6、设置

于所述框体装置2下方的搅拌装置7、设置于所述搅拌装置7上的驱动装置8。

[0011] 如图1所示，所述底板1呈长方体，所述底板1上设有位于其上方的回收箱11、第一

支撑杆12、第二支撑杆13、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12上方的第一固定杆14。所述回收箱11呈空

心的长方体，所述回收箱11的上端设有开口使其纵截面呈凹字形，所述回收箱11放置在所

述底板1上。所述第一支撑杆12设有若干个，所述第一支撑杆12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

第一支撑杆12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13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

第二支撑杆13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14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

第一支撑杆12的上端与所述第一固定杆14固定连接。

[0012] 如图1所示，所述框体装置2包括框体21、设置于所述框体21上的第一过滤网22、位

于所述框体21右侧的管道23、设置于所述管道23上的风机24、第一阀门26、位于所述风机24

下方的第一支架25。所述框体21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框体21的上端设有开口使其纵截面

呈凹字形，所述框体21上设有位于其下表面的第一通孔211、位于其右表面的第二通孔212

及位于其下表面的第三通孔213，所述第一通孔211及第三通孔213呈方形，所述第二通孔

212呈圆形。所述第一过滤网22呈长方体，所述第一过滤网22收容于所述第一通孔211内且

与所述框体2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过滤网22上设有滤孔，以便对煤油进行过滤处理。所述管

道23的左端对准所述第二通孔212且与所述框体21的右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管道23的

内部与所述框体21的内部相通。所述风机24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提供电能，所述

风机24上设有开关(未图示)，方便控制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一阀门26可以控制所述管

道23内气体的流量。所述第一支架25呈弯折状，所述第一支架25的一端与所述框体21的右

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25的另一端与所述风机24固定连接，从而对其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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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如图1所示，所述推动装置3包括第一密封板31、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板31上方的第

二密封板32、设置于所述第二密封板32上的第二固定杆33、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杆33上的

限定绳34、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板32左侧的第三密封板35、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板31下方的第

一定位杆36、第一定位框37、位于所述第一定位杆36右侧的第一弹簧38。所述第一密封板31

呈长方体，所述第一密封板31位于所述第二通孔212的上方，所述第一密封板31收容于所述

框体21内且与其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密封板31的右端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密封板32呈长方体，所述第二密封板32收容于所述框体21内且与其内表面滑

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密封板32可以在所述框体21内左右移动，所述第二密封板32的下表

面顶靠在所述第一密封板31的上表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密封板32可以在所

述第一密封板31上稳定的左右移动，由于第一密封板31与所述第二密封板32采用密封材料

制成，使得空气不会从第一密封板32与所述第二密封板32之间的间隙排出。所述第二固定

杆33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二固定杆33的下端与所述第二密封板32固定连接。所述

限定绳34的左端与所述第二固定杆33固定连接，所述限定绳34的右端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限定绳34对所述第二固定杆33向左移动的范围起到限定作用。所述第三密

封板35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三密封板35收容于所述框体21内且与所述框体21内表

面滑动接触，所述第三密封板35的下表面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三密

封板35可以在所述框体21内左右移动，所述第二密封板32的左端与所述第三密封板35的右

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密封板35位于所述第一通孔211的右侧，同时位于所述第三通孔

213的左侧，空气集中在所述第一密封板31及第二密封板32的下方，且处于第三密封板35的

右侧，由于第一密封板31、第二密封板32及第三密封板35均采用密封材料制成，比如橡胶

等，使得空气不会漏出。所述第一定位杆36呈长方体，所述第一定位杆36的左端与所述第三

密封板35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位框37呈空心的长方体且左右表面相通，所述第

一定位框37的右端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位杆36的右端收容于所述第

一定位框37内且与所述第一定位框37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一定位杆36可以稳定的

左右移动。所述第一弹簧38收容于所述第一定位框37内，所述第一弹簧38的左端与所述第

一定位杆36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38的右端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固定连接。

[0014] 如图1所示，所述堵塞装置4包括第三固定杆41、位于所述第三固定杆41右侧的第

二定位杆42、设置于所述第二定位杆42上的第一移动杆43、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43下方的

限定杆44、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43上方的挡板45、设置于所述挡板45下方的斜板46、第二弹

簧47、位于所述挡板45上方的堵塞块48。所述第三固定杆41呈长方体，所述第三固定杆41的

上端与所述框体2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杆42呈长方体，所述第二定位杆42的

左端与所述第三固定杆4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动杆43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移

动杆43贯穿所述第二定位杆42的上下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一移动杆43可以稳

定的上下移动。所述限定杆44呈长方体，所述第一移动杆43的下端与所述限定杆44固定连

接。所述挡板45呈长方体，所述第一移动杆43的上端与所述挡板45固定连接，所述挡板45顶

靠在所述框体21的下表面上且挡住所述第三通孔213。所述斜板46呈倾斜状，所述斜板46的

上端与所述挡板45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47设有若干个，所述第二弹簧47的上端与所述

挡板45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47的下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杆42固定连接，从而对所述挡板

45起到支撑作用。所述堵塞块48呈长方体，所述堵塞块48的下端与所述挡板45固定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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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堵塞块48收容于所述第三通孔213内，从而可以堵住所述第三通孔213，所述堵塞块48采

用橡胶材料制成。

[0015] 如图1所示，所述压滤装置5包括第二定位框51、收容于所述第二定位框51内的第

三弹簧52、位于所述第二定位框51左侧的第三定位框53、设置于所述第三定位框53上的橡

胶板54、收容于所述第三定位框53内的第四弹簧55、位于所述第四弹簧55左侧的第四密封

板56。所述第二定位框51呈倒置的凹字形，所述第三密封板35的上端收容于所述第二定位

框51内且与所述第二定位框51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定位框51可以在所述第三密

封板35上移动。所述第三弹簧52的下端与所述第三密封板35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

簧52的上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框51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52处于拉伸状态，以便使

其向下拉动所述第二定位框51。所述第三定位框53呈空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

定位框53的右端与所述第二定位框51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定位框53收容于所述框

体21内且与所述框体21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三定位框53可以上下及左右移动，所

述第三定位框53采用密封材料制成，所述第三定位框53的下表面设有第四通孔531，所述第

四通孔531呈方形。所述橡胶板54呈长方体，所述橡胶板54收容于所述第四通孔531内且与

所述第三定位框53固定连接，所述橡胶板54采用橡胶材料制成。所述第四弹簧55收容于所

述第三定位框53内，所述第四弹簧55的右端与所述第三定位框53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

四密封板56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四密封板56收容于所述框体21内且与其内表面滑

动接触，所述第四密封板56的右端收容于所述第三定位框5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所

述第四密封板56的左端可以顶靠在所述框体21内腔的左表面上，所述第四弹簧55的左端与

所述第四密封板56的右端固定连接，从而对所述第四密封板56起到支撑作用，所述第四密

封板56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排气孔561，所述排气孔561呈方形。

[0016] 如图1所示，所述电缸装置6包括第二支架61、位于所述第二支架61下方的固定板

62、位于所述固定板62下方的第一电缸63、设置于所述第一电缸63上的第一定位块64、第一

推动杆65、设置于所述第一推动杆65左端的第一滚轮66。所述第二支架61呈7字形，所述第

二支架61的上端与所述框体21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板62呈长方体，所述第二支架

61的下端与所述固定板62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缸63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提供

电能，所述第一电缸63上设有开关(未图示)，方便控制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一电缸63与

所述固定板62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13的上端与所述第一电缸63固定连接。所述第一

定位块64呈长方体，所述第一定位块64与所述第一电缸63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65的

右端与所述第一电缸63连接，使得所述第一电缸63可以带动所述第一推动杆65左右移动，

所述第一推动杆65贯穿所述第一定位块64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一推动

杆65可以稳定的左右移动，所述第一推动杆65的左端设有第一凹槽。所述第一滚轮66呈圆

柱体，所述第一滚轮66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且与所述第一推动杆65枢轴连接，使得所述

第一滚轮66可以在所述第一凹槽内旋转，所述第一滚轮66顶靠在所述斜板46上。

[0017] 如图1所示，所述搅拌装置7包括集中框71、设置于所述集中框71上的密封块72、位

于所述集中框71右侧的第二电缸73、设置于所述第二电缸73上的第二推动杆74、设置于所

述第二推动杆74左端的搅拌网75、位于所述第二电缸73上方的连接板76、位于所述集中框

71下方的移动板77、设置于所述移动板77上的收集框78、位于所述集中框71左侧的第五弹

簧79、位于所述移动板77下方的排出管70、设置于所述排出管70上的第二阀门701。所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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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框71呈空心的长方体且上下表面相通，所述集中框71的上端对准所述第一通孔211且与

所述框体2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集中框71的内部与所述框体21的内部相通，所述

集中框71的右表面设有第五通孔711，所述第五通孔711呈方形。所述密封块72呈长方体，所

述密封块72收容于所述第五通孔711内且与所述集中框71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块72采用密

封材料制成，以便堵住所述第五通孔711。所述第二电缸73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

提供电能，所述第二电缸73上设有开关(未图示)，方便控制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二推动

杆74的右端与所述第二电缸73连接，使得所述第二电缸73可以带动所述第二推动杆74左右

移动，所述第二推动杆74贯穿所述密封块72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推

动杆74可以稳定的左右移动。所述搅拌网75呈长方体，所述搅拌网75收容于所述集中框71

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所述搅拌网75可以在所述集中框71内左右移动，所述第二

推动杆74的左端与所述搅拌网75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板76呈长方体，所述连接板76与所述

框体2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缸73与所述连接板76固定连接。所述移动板77呈长方体且水

平放置，所述集中框71及搅拌网75的下端顶靠在所述移动板77上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移

动板77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六通孔771，所述第六通孔771呈圆形。所述收集框78呈

空心的长方体且上下表面相通，所述收集框78的下端与所述移动板77固定连接，所述第二

电缸73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收集框78的上表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第五弹簧79的左端

与所述收集框78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弹簧79的右端与所述集中框71固定连接。所述

排出管70的上端对准所述第六通孔771且与所述移动板77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排

出管70的内部与所述收集框78的内部相通。所述第二阀门701可以控制所述排出管70内煤

油的流量。

[0018] 如图1所示，所述驱动装置8包括竖板81、设置于所述竖板81上的第三电缸82、设置

于所述第三电缸82上的第二定位块83、第三推动杆84、设置于所述第三推动杆84左端的连

接杆85。所述竖板81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竖板81的上端与所述框体21固定连接，所述

第一固定杆14的左端与所述竖板81固定连接。所述第三电缸82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

为其提供电能，所述第三电缸82上设有开关(未图示)，方便控制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三

电缸82与所述竖板8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块83呈长方体，所述第二定位块83与所述第

三电缸82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推动杆84的右端与所述第三电缸82连接，使得所述第三电缸

82可以带动所述第三推动杆84左右移动，所述第三推动杆84贯穿所述第二定位块83的左右

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三推动杆84可以稳定的左右移动。所述连接杆85呈长方

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三推动杆84的左端与所述连接杆85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85的上端

与所述移动板77固定连接，从而可以对所述移动板77起到支撑作用，并且可以带动所述移

动板77左右移动。

[0019] 如图1所示，所述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使用时，首先将航

空用煤油倒入到所述框体21内，且处于所述第四密封板56的上方，同时处于第二定位框51

的左侧，然后煤油穿过所述排气孔561进入到所述第三密封板56的下方，同时处于第三密封

板35的左侧。然后打开所述第一阀门26，同时打开风机24的开关，使得外界的空气被抽入到

所述管道23内，然后进入到所述框体21内，同时处于所述第一密封板31、第二密封板32及第

三密封板35之间，由于所述第一密封板31、第二密封板32及第三密封板35之间的空气逐渐

的增多且气压逐渐的增大，使得所述第三密封板35逐渐的向左移动，进而使得所述第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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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框51、第三定位框53及第四密封板56随之向左移动，且第四密封板56的左端顶靠在框体

21内腔的左表面上，然后所述第三密封板35、第二定位框51及第三定位框53继续向左移动，

此时第四密封板56下方的气体经过所述排气孔561向上排出，然后所述第三定位框53遮住

所述排气孔561，且所述第三密封板35、第三定位框53继续向左移动，从而可以对第四密封

板56下方的航空用煤油进行压滤处理，使其尽快的经过第一过滤网22的过滤进入到集中框

71内，且处于所述搅拌网75的左右两侧，由于第四密封板56及第三密封板35及第一过滤网

22配合实现对煤油进行压滤处理，从而可以显著提高对煤油的过滤效率。然后打开所述第

一电缸63的开关，使得所述第一推动杆65及第一滚轮66不断的左右移动，进而使得所述斜

板46及挡板45随之不断的上下移动，所述挡板45及堵塞块46向下移动时可以脱离所述第三

通孔213，使得所述第一密封板31、第二密封板32及第三密封板35之间的空气从所述第三通

孔213排出，进而拉伸的第一弹簧38向右拉动所述第一定位杆36，使得所述第三密封板35、

第二定位框51、第三定位框53向右移动且逐渐的复位，由于所述挡板45及堵塞块46周期性

的上下移动，进而所述堵塞块46可以周期性的堵塞第三通孔213，使得所述第一密封板31、

第二密封板32及第三密封板35之间的空气周期性的从第三通孔213喷出，以便使得第三密

封板35不断的左右移动，从而可以周期性的对煤油进行压滤处理，以便实现对煤油动态的

过滤，提高其过滤效率，防止第一过滤网22的滤孔被堵塞，增强对煤油过滤的效果，并且节

约时间，省时省力。然后打开所述第二电缸73的开关，使得所述第二推动杆74不断的左右移

动，进而使得所述搅拌网75在所述集中框71内不断的左右移动，从而可以对集中框71内的

煤油进行搅拌处理，使其混合的均匀。然后打开所述第二阀门701，同时打开所述第三电缸

82的开关，使得所述第三推动杆84及连接杆85不断的左右移动，进而使得所述移动板77及

收集框78不断的左右移动，使得第六通孔771周期性的移动到集中框71的下方，以便使得集

中框71内搅拌后的煤油周期性的经过排出管70排入到回收箱11内，方便对其进行收集，同

时可以延长搅拌网75对集中框71内煤油搅拌的时间，增强对其搅拌的效果，保证煤油的品

质。至此，本发明航空航天用的新型煤油加工用处理设备使用过程描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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