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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

用装置，其结构包括法兰盘、机体、污水处理机

构、连接扣、反应桶、泄压孔、固定底座，污水处理

机构由除污装置、储水装置、顶起装置、过滤装

置、过滤网、传动装置、排水装置、撞击装置、接电

装置、旋转装置组成，除污装置右侧设有旋转装

置，旋转装置和除污装置采用间隙配合，旋转装

置顶端设有接电装置，接电装置和旋转装置电连

接，接电装置顶端固定设有撞击装置，撞击装置

顶端设有传动装置，传动装置和撞击装置采用间

隙配合，能够实时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过滤后

的污垢不会残留在装置内部，使装置内部保持整

洁性，并且不会对装置的过滤性能造成不必要的

损伤，有效的对装置起到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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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其结构包括法兰盘(1)、机体(2)、污水处理机构

(3)、连接扣(4)、反应桶(5)、泄压孔(6)、固定底座(7)，所述的法兰盘(1)设于机体(2)左侧，

所述的机体(2)和法兰盘(1)为一体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体(2)顶端中部设有反应

桶(5)，所述的反应桶(5)和机体(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机体(2)右侧顶端设有泄压孔

(6)，所述的泄压孔(6)和机体(2)焊接成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机体(2)底部左右两侧固定设

有固定底座(7)；所述的污水处理机构(3)由除污装置(301)、储水装置(302)、顶起装置

(303)、过滤装置(304)、过滤网(305)、传动装置(306)、排水装置(307)、撞击装置(308)、接

电装置(309)、旋转装置(310)组成，所述的除污装置(301)右侧设有旋转装置(310)，所述的

旋转装置(310)和除污装置(30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旋转装置(310)顶端设有接电装置

(309)，所述的接电装置(309)和旋转装置(310)电连接，所述的接电装置(309)顶端固定设

有撞击装置(308)，所述的撞击装置(308)顶端设有传动装置(306)，所述的传动装置(306)

和撞击装置(308)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传动装置(306)左侧设有顶起装置(303)，所述的顶

起装置(303)和传动装置(306)相互啮合，所述的顶起装置(303)左侧固定设有储水装置

(302)，所述的顶起装置(303)底部设有过滤装置(304)，所述的过滤装置(304)和顶起装置

(30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顶起装置(303)上固定设有过滤网(305)，所述的过滤装置

(304)右侧底部设有排水装置(307)，所述的排水装置(307)和过滤装置(304)采用间隙配

合；所述的除污装置(301)由第一齿轮(3011)、内齿履条(3012)、循环条(3013)、第二齿轮

(3014)、连接杆(3015)、除污刮铲(3016)组成，所述的第一齿轮(3011)上设有循环条

(3013)，所述的循环条(3013)和第一齿轮(301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第一齿轮(3011)外

侧设有内齿履条(3012)，所述的内齿履条(3012)和第一齿轮(3011)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

齿轮(3011)右侧安装有第二齿轮(3014)，所述的内齿履条(3012)顶端设有连接杆(3015)，

所述的连接杆(3015)和内齿履条(301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连接杆(3015)顶端设有除污

刮铲(3016)，所述的除污刮铲(3016)和连接杆(3015)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储水装置(302)

由堵水板(3021)、浮块(3022)、储水槽(3023)、入水口(3024)组成，所述的堵水板(3021)顶

端设有浮块(3022)，所述的浮块(3022)和堵水板(302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块(3022)

设于储水槽(3023)上，所述的储水槽(3023)和浮块(3022)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储水槽

(3023)顶端固定设有入水口(3024)；所述的顶起装置(303)由平衡杆(3031)、平衡转轴

(3032)、齿条(3033)、齿块(3034)组成，所述的平衡杆(3031)上设有平衡转轴(3032)，所述

的平衡转轴(3032)和平衡杆(303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平衡杆(3031)右侧设有齿条

(3033)，所述的齿条(3033)和平衡杆(303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齿条(3033)上设有齿块

(3034)，所述的齿块(3034)和齿条(303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过滤装置(304)由浮球

(3041)、活性炭网(3042)、浮球杆(3043)组成，所述的浮球(3041)顶端设有浮球杆(3043)，

所述的浮球杆(3043)和浮球(304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球杆(3043)右侧固定设有活性

炭网(3042)；所述的传动装置(306)由第三齿轮(3061)、传动绳(3062)、旋转杆(3063)、传动

转轴(3064)组成，所述的第三齿轮(3061)上设有传动绳(3062)，所述的传动绳(3062)和第

三齿轮(306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传动绳(3062)右侧设有传动转轴(3064)，所述的传动

转轴(3064)通过传动绳(3062)和第三齿轮(3061)连接，所述的传动转轴(3064)上设有旋转

杆(3063)，所述的旋转杆(3063)和传动转轴(3064)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排水装置(307)由

辅助固定杆(3071)、排水阀(3072)、拉动扣(3073)、拉动绳(3074)组成，所述的辅助固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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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上设有拉动绳(3074)，所述的拉动绳(3074)和辅助固定杆(3071)采用间隙配合，所

述的拉动绳(3074)底部安装有拉动扣(3073)，所述的拉动扣(3073)底部设有排水阀

(3072)，所述的排水阀(3072)和拉动扣(307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撞击装置(308)由撞击

球(3081)、撞击杆(3082)、支撑块(3083)组成，所述的撞击球(3081)右侧固定有撞击杆

(3082)，所述的撞击杆(3082)底部设有支撑块(3083)，所述的支撑块(3083)和撞击杆

(3082)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旋转装置(310)由电机(3101)、电机转轴(3102)、导电块

(3103)、接电块(3104)、电线(3105)组成，所述的电机(3101)顶端设有电机转轴(3102)，所

述的电机转轴(3102)和电机(310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电机转轴(3102)顶端设有导电块

(3103)，所述的导电块(3103)和电机转轴(3102)电连接，所述的导电块(3103)上设有电线

(3105)，所述的电线(3105)和导电块(3103)电连接，所述的电线(3105)左侧顶端固定设有

接电块(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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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属于环保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环境保护一般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

段有工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环境保护简称环保，环境保护涉

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还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

环境保护方式包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民间自发环保组织等等，合理地利用

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求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共同平衡可持续发

展，扩大有用资源的再生产，保证社会的发展，为了防止自然环境的恶化，对青山、绿水、蓝

天、大海的保护，这里就涉及到了不能私采滥伐、不能乱排乱放、不能过度放牧、不能过度开

荒、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等，这个层面属于宏观的，主要

依靠各级政府行使自己的职能、进行调控，才能够解决。

[0003] 但是现有技术使用人员无法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导致装置内部残留大量污垢，

对装置过滤的性能造成影响，从而使得水源无法得到有效的过滤从而对使用人员造成生命

威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

置，以解决使用人员无法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导致装置内部残留大量污垢，对装置过滤的

性能造成影响，从而使得水源无法得到有效的过滤从而对使用人员造成生命威胁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

理再利用装置，其结构包括法兰盘、机体、污水处理机构、连接扣、反应桶、泄压孔、固定底

座，所述的法兰盘设于机体左侧，所述的机体和法兰盘为一体化结构；

[0006] 所述的机体顶端中部设有反应桶，所述的反应桶和机体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机

体右侧顶端设有泄压孔，所述的泄压孔和机体焊接成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机体底部左右两

侧固定设有固定底座；

[0007] 所述的污水处理机构由除污装置、储水装置、顶起装置、过滤装置、过滤网、传动装

置、排水装置、撞击装置、接电装置、旋转装置组成，所述的除污装置右侧设有旋转装置，所

述的旋转装置和除污装置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旋转装置顶端设有接电装置，所述的接电

装置和旋转装置电连接，所述的接电装置顶端固定设有撞击装置，所述的撞击装置顶端设

有传动装置，所述的传动装置和撞击装置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传动装置左侧设有顶起装

置，所述的顶起装置和传动装置相互啮合，所述的顶起装置左侧固定设有储水装置，所述的

顶起装置底部设有过滤装置，所述的过滤装置和顶起装置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顶起装置

上固定设有过滤网，所述的过滤装置右侧底部设有排水装置，所述的排水装置和过滤装置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8178355 B

4



采用间隙配合。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除污装置由第一齿轮、内齿履条、循环条、第二齿轮、连接杆、除

污刮铲组成，所述的第一齿轮上设有循环条，所述的循环条和第一齿轮采用间隙配合，所述

的第一齿轮外侧设有内齿履条，所述的内齿履条和第一齿轮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齿轮右

侧安装有第二齿轮，所述的内齿履条顶端设有连接杆，所述的连接杆和内齿履条为一体化

结构，所述的连接杆顶端设有除污刮铲，所述的除污刮铲和连接杆为一体化结构。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储水装置由堵水板、浮块、储水槽、入水口组成，所述的堵水板顶

端设有浮块，所述的浮块和堵水板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块设于储水槽上，所述的储水槽

和浮块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储水槽顶端固定设有入水口。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顶起装置由平衡杆、平衡转轴、齿条、齿块组成，所述的平衡杆上

设有平衡转轴，所述的平衡转轴和平衡杆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平衡杆右侧设有齿条，所述

的齿条和平衡杆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齿条上设有齿块，所述的齿块和齿条为一体化结构。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过滤装置由浮球、活性炭网、浮球杆组成，所述的浮球顶端设有

浮球杆，所述的浮球杆和浮球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球杆右侧固定设有活性炭网。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传动装置由第三齿轮、传动绳、旋转杆、传动转轴组成，所述的第

三齿轮上设有传动绳，所述的传动绳和第三齿轮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传动绳右侧设有传

动转轴，所述的传动转轴通过传动绳和第三齿轮连接，所述的传动转轴上设有旋转杆，所述

的旋转杆和传动转轴为一体化结构。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排水装置由辅助固定杆、排水阀、拉动扣、拉动绳组成，所述的辅

助固定杆上设有拉动绳，所述的拉动绳和辅助固定杆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拉动绳底部安

装有拉动扣，所述的拉动扣底部设有排水阀，所述的排水阀和拉动扣为一体化结构。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撞击装置由撞击球、撞击杆、支撑块组成，所述的撞击球右侧固

定有撞击杆，所述的撞击杆底部设有支撑块，所述的支撑块和撞击杆采用间隙配合。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旋转装置由电机、电机转轴、导电块、接电块、电线组成，所述的

电机顶端设有电机转轴，所述的电机转轴和电机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电机转轴顶端设有

导电块，所述的导电块和电机转轴电连接，所述的导电块上设有电线，所述的电线和导电块

电连接，所述的电线左侧顶端固定设有接电块。

[0016] 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使用人员把污水从入水口灌入储水槽

内部，当水量到达浮块上时把浮块顶起，然后位于浮块底部的堵水板跟随浮块向上移动，水

便能流出利用水压顶起浮球，浮球上升的推动平衡杆，然后平衡杆往右侧倾斜，带动齿条向

下倾斜，过滤网向下把流经的水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经过活性炭网，活性炭网吸附灰尘，

同时齿条和第三齿轮相互啮合，第三齿轮转动通过传动绳带动传动转轴转动，传动转轴带

动着旋转杆向下转动，旋转杆碰撞到撞击杆，撞击杆往左侧移动碰撞撞击球，撞击球受力向

下滚动，碰撞到接电块，两块接电块相连产生电源把电源通过电线传递给电机，电机接收电

源后电机转轴转动，带动第二齿轮转动，第二齿轮转动后内齿履条和第一齿轮同时转动，然

后内齿履条带动顶端的除污刮铲移动，除污刮铲对活性炭网和过滤网过滤后的垃圾进行刮

铲，保持装置内部整洁，能够实时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过滤后的污垢不会残留在装置内

部，使装置内部保持整洁性，并且不会对装置的过滤性能造成不必要的损伤，有效的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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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保护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污水处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污水处理机构的使用过程图一；

[0022] 图4为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污水处理机构的使用过程图二；

[0023] 图5为本发明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污水处理机构的部件细化图；

[0024] 图中：法兰盘-1、机体-2、污水处理机构-3、连接扣-4、反应桶-5、泄压孔-6、固定底

座-7、除污装置-301、储水装置-302、顶起装置-303、过滤装置-304、过滤网-305、传动装置-

306、排水装置-307、撞击装置-308、接电装置-309、旋转装置-310、第一齿轮-3011、内齿履

条-3012、循环条  -3013、第二齿轮-3014、连接杆-3015、除污刮铲-3016、堵水板-3021、浮

块-3022、储水槽-3023、入水口-3024、平衡杆-3031、平衡转轴-3032、齿条-3033、齿块-

3034、浮球-3041、活性炭网-3042、浮球杆-3043、第三齿轮-3061、传动绳-3062、旋转杆-

3063、传动转轴-3064、辅助固定杆-3071、排水阀-3072、拉动扣-3073、拉动绳-3074、撞击

球-3081、撞击杆-3082、支撑块-3083、电机-3101、电机转轴-3102、导电块-3103、接电块-

3104、电线-31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请参阅图1-图5，本发明提供一种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技术方案：其结构

包括法兰盘1、机体2、污水处理机构3、连接扣4、反应桶  5、泄压孔6、固定底座7，所述的法兰

盘1设于机体2左侧，所述的机体2  和法兰盘1为一体化结构；

[0027] 所述的机体2顶端中部设有反应桶5，所述的反应桶5和机体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

的机体2右侧顶端设有泄压孔6，所述的泄压孔6和机体2焊接成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机体2底

部左右两侧固定设有固定底座7；

[0028] 所述的污水处理机构3由除污装置301、储水装置302、顶起装置303、过滤装置304、

过滤网305、传动装置306、排水装置307、撞击装置308、接电装置309、旋转装置310组成，所

述的除污装置301右侧设有旋转装置  310，所述的旋转装置310和除污装置301采用间隙配

合，所述的旋转装置  310顶端设有接电装置309，所述的接电装置309和旋转装置310电连

接，所述的接电装置309顶端固定设有撞击装置308，所述的撞击装置308顶端设有传动装置

306，所述的传动装置306和撞击装置308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传动装置306左侧设有顶起

装置303，所述的顶起装置303和传动装置  306相互啮合，所述的顶起装置303左侧固定设有

储水装置302，所述的顶起装置303底部设有过滤装置304，所述的过滤装置304和顶起装置

30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顶起装置303上固定设有过滤网305，所述的过滤装置  304右侧底

部设有排水装置307，所述的排水装置307和过滤装置304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除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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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由第一齿轮3011、内齿履条3012、循环条  3013、第二齿轮3014、连接杆3015、除污刮铲

3016组成，所述的第一齿轮  3011上设有循环条3013，所述的循环条3013和第一齿轮3011采

用间隙配合，所述的第一齿轮3011外侧设有内齿履条3012，所述的内齿履条3012  和第一齿

轮3011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齿轮3011右侧安装有第二齿轮3014，所述的内齿履条3012顶

端设有连接杆3015，所述的连接杆3015和内齿履条  301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连接杆3015

顶端设有除污刮铲3016，所述的除污刮铲3016和连接杆3015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储水装

置302由堵水板  3021、浮块3022、储水槽3023、入水口3024组成，所述的堵水板3021顶端设

有浮块3022，所述的浮块3022和堵水板302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块3022设于储水槽

3023上，所述的储水槽3023和浮块3022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储水槽3023顶端固定设有入

水口3024，所述的顶起装置303由平衡杆3031、平衡转轴3032、齿条3033、齿块3034组成，所

述的平衡杆3031  上设有平衡转轴3032，所述的平衡转轴3032和平衡杆3031采用间隙配合，

所述的平衡杆3031右侧设有齿条3033，所述的齿条3033和平衡杆303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

的齿条3033上设有齿块3034，所述的齿块3034和齿条  303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过滤装置

304由浮球3041、活性炭网3042、浮球杆3043组成，所述的浮球3041顶端设有浮球杆3043，所

述的浮球杆3043  和浮球304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浮球杆3043右侧固定设有活性炭网

3042，所述的传动装置306由第三齿轮3061、传动绳3062、旋转杆3063、传动转轴3064组成，

所述的第三齿轮3061上设有传动绳3062，所述的传动绳3062  和第三齿轮3061采用间隙配

合，所述的传动绳3062右侧设有传动转轴3064，所述的传动转轴3064通过传动绳3062和第

三齿轮3061连接，所述的传动转轴3064上设有旋转杆3063，所述的旋转杆3063和传动转轴

3064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排水装置307由辅助固定杆3071、排水阀3072、拉动扣3073、拉动

绳3074组成，所述的辅助固定杆3071上设有拉动绳3074，所述的拉动绳3074和辅助固定杆

307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拉动绳3074底部安装有拉动扣3073，所述的拉动扣3073底部设

有排水阀3072，所述的排水阀3072  和拉动扣307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撞击装置308由撞

击球3081、撞击杆  3082、支撑块3083组成，所述的撞击球3081右侧固定有撞击杆3082，所述

的撞击杆3082底部设有支撑块3083，所述的支撑块3083和撞击杆3082采用间隙配合，所述

的旋转装置310由电机3101、电机转轴3102、导电块3103、接电块3104、电线3105组成，所述

的电机3101顶端设有电机转轴3102，所述的电机转轴3102和电机3101采用间隙配合，所述

的电机转轴3102顶端设有导电块3103，所述的导电块3103和电机转轴3102电连接，所述的

导电块3103上设有电线3105，所述的电线3105和导电块3103电连接，所述的电线3105左侧

顶端固定设有接电块3104。

[0029] 本专利所述的活性炭网3042是一种黑色多孔的固体炭质，由煤通过粉碎、成型或

用均匀的煤粒经炭化、活化生产。

[0030] 在进行使用时使用人员把污水从入水口灌入储水槽内部，当水量到达浮块上时把

浮块顶起，然后位于浮块底部的堵水板跟随浮块向上移动，水便能流出利用水压顶起浮球，

浮球上升的推动平衡杆，然后平衡杆往右侧倾斜，带动齿条向下倾斜，过滤网向下把流经的

水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经过活性炭网，活性炭网吸附灰尘，同时齿条和第三齿轮相互啮

合，第三齿轮转动通过传动绳带动传动转轴转动，传动转轴带动着旋转杆向下转动，旋转杆

碰撞到撞击杆，撞击杆往左侧移动碰撞撞击球，撞击球受力向下滚动，碰撞到接电块，两块

接电块相连产生电源把电源通过电线传递给电机，电机接收电源后电机转轴转动，带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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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齿轮转动，第二齿轮转动后内齿履条和第一齿轮同时转动，然后内齿履条带动顶端的除

污刮铲移动，除污刮铲对活性炭网和过滤网过滤后的垃圾进行刮铲，保持装置内部整洁，例

如甲村的一生活污水循环处理再利用装置使用人员无法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导致装置内

部残留大量污垢，对装置过滤的性能造成影响，从而使得水源无法得到有效的过滤从而对

使用人员造成生命威胁，那么便可以使用本发明能够实时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过滤后的

污垢不会残留在装置内部，使装置内部保持整洁性，并且不会对装置的过滤性能造成不必

要的损伤，有效的对装置起到保护效果。

[0031]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使用人员无法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导致装置内部残留大量污

垢，对装置过滤的性能造成影响，从而使得水源无法得到有效的过滤从而对使用人员造成

生命威胁，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能够实时对装置内部进行清理，过滤后的污垢

不会残留在装置内部，使装置内部保持整洁性，并且不会对装置的过滤性能造成不必要的

损伤，有效的对装置起到保护效果。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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