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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

装置，其结构包括进水座、排气管、连接支座、出

水座、杂物滤除箱、生活废水处理装置，进水座连

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一端，生活废水处理装

置的上端表面上均匀等距的焊接有连接支座，排

气管焊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上端表面的一侧，

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水座，杂物

滤除箱设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内表面，本发明

通过设有杂物滤除箱，实现了设备高效率的生活

废水处理装置在使用时能够有效的防止因生活

废水中杂物积攒过多影响设备的过滤效果，减少

用户对滤板的维护，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使用

方便，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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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其结构包括进水座(1)、排气管(2)、连接支座(3)、 

出水座(4)、杂物滤除箱(5)、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进水座(1)连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一端，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 

的上端表面上均匀等距的焊接有连接支座(3)，所述的排气管(2)焊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 

(6)上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水座(4)，所述的杂物 

滤除箱(5)设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内表面；

所述的杂物滤除箱(5)由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多级传动机构(502)、粉碎装置驱动 

机构(503)、蓄水座(504)、废水喷头(505)、粉碎杂物喷头(506)、废水出口座(507)、滤板 

(508)、振动弹簧(509)、振动机构(510)、第一传动带(511)、粉碎杂物输送座(512)、粉碎杂 

物出料座(513)、第二传动带(514)、粉碎装置(515)、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杂物 

滤除箱外壳体(517)、杂物导管(518)、生活废水进口座(519)、电机驱动装置(520)、固液分 

离装置(521)、废水导管(522)组成；

所述的杂物滤除箱外壳体(517)的上端表面连接有生活废水进口座(519)，所述的生活 

废水进口座(519)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废水出口座(507)，所述的粉碎杂物出料座(513) 

连接于生活废水进口座(519)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生活废水进口座(519)的内表面设 

有电机驱动装置(520)，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520)连接于固液分离装置(521)的另一端，所 

述的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多级传动机构(502)，所述的多级传动机构 

(502)的一端连接有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所述的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分别与蓄水 

座(504)、废水喷头(505)连接，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502) 

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装置(515)嵌套连接于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的另一端，所述的粉 

碎装置(515)一端的下表面连接有粉碎杂物喷头(506)，所述的蓄水座(504)通过废水导管 

(522)与固液分离装置(521)连接，所述的粉碎装置(515)通过杂物导管(518)与固液分离装 

置(521)连接，所述的废水喷头(505)、粉碎杂物喷头(506)均设于滤板(508)的上端表面上， 

所述的滤板(508)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振动弹簧(509)，所述的振动机构(510)设于滤板 

(508)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滤板(508)的另一端设有粉碎杂物输送座(512)，所述的粉 

碎杂物输送座(512)通过第一传动带(511)与振动机构(510)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 

驱动机构(516)通过第二传动带(514)与粉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 

座驱动机构(516)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所述的废水抽  取加压装置(501)由第一蜗杆(50101)、一号齿轮(50102)、第一链齿轮

传动座(50103)、第三  传动带(50104)、连接转盘(50105)、往复运动座(50106)、出水导管

(50107)、第一皮带轮传  动座(50108)、第四传动带(50109)、活塞杆(50110)、转动卡盘

(50111)、凸轮(50112)、凸轮  传动臂(50113)、活动连杆(50114)、转动卡盘支架(50115)、活

塞块(50116)、活塞缸  (50117)、进水导管(50118)组成；

所述的第一链  齿轮传动座(50103)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一蜗杆(50101)，所

述的第一蜗杆  (50101)的上端表面与一号齿轮(50102)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一号齿

轮(50102)通过  第三传动带(50104)与连接转盘(50105)连接，所述的连接转盘(50105)活

动连接于往复运  动座(50106)的下端表面，所述的往复运动座(50106)的上端表面与第一

皮带轮传动座  (50108)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所述的第一皮带轮传动座(50108)通过第四传

动带(50109)与  凸轮(50112)连接，所述的凸轮(50112)活动连接于转动卡盘(50111)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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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表面，所述的转  动卡盘(50111)活动连接于转动卡盘支架(50115)前端的上表面，所述的

凸轮(50112)通过  凸轮传动臂(50113)与活塞杆(50110)连接，所述的活动连杆(50114)分

别与凸轮传动臂  (50113)、转动卡盘支架(50115)连接，所述的活塞杆(50110)的另一端与

活塞块(50116)连  接，所述的活塞块(50116)设于活塞缸(50117)的内表面，所述的活塞缸

(50117)另一端的上  表面连接有出水导管(50107)，所述的进水导管(50118)连接于活塞缸

(50117)另一端的下  表面，所述的第一链齿轮传动座(50103)嵌套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

(502)下端表面的一侧，  所述的进水导管(50118)的下端表面呈纵向贯穿于蓄水座(504)，

所述的出水导管(50107)  与废水喷头(505)嵌套连接；

所述的多级传  动机构(502)由第二蜗杆(50201)、二号齿轮(50202)、第五传动带

(50203)、多级转座  (50204)、第六传动带(50205)、一号转盘(50206)、第七传动带(50207)、

第一伞齿轮  (50208)、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伞齿轮驱动盘(50210)、三号齿轮(50211)、

第二伞齿轮  (50212)、第二链齿轮传动座(50213)组成，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50213)

下端表面的一  侧嵌套连接有第二蜗杆(50201)，所述的第二蜗杆(50201)的上端表面与二

号齿轮(50202) 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二号齿轮(50202)通过第五传动带(50203)连接

于多级转座  (50204)的另一端，所述的一号转盘(50206)通过第六传动带(50205)连接于多

级转座  (50204)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一号转盘(50206)通过第七传动带(50207)与三号齿

轮  (50211)连接，所述的三号齿轮(50211)的外表面与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的内表面相

啮  合，所述的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的外表面与伞齿轮驱动盘(50210)的内表面相啮合，

所  述的第一伞齿轮(50208)连接于伞齿轮驱动盘(50210)前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伞齿轮

驱动  盘(50210)前端表面的另一侧连接有第二伞齿轮(50212)，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 

(50213)嵌套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一伞齿轮(50208)连接 

于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另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下端表面的一 

侧嵌套连接有第二伞齿轮(50212)；

所述的粉碎装  置驱动机构(503)由齿轮传动座(50301)、第三蜗杆(50302)、第三链齿

轮传动座(50303)、第  四蜗杆(50304)、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组成，所述的第三蜗杆

(50302)嵌套连接于齿轮传  动座(50301)的上端表面，所述的第三蜗杆(50302)的一端连接

有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  所述的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的上端表面与第四蜗杆

(50304)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  第四蜗杆(50304)嵌套连接于第三链齿轮传动座

(50303)上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三链齿  轮传动座(50303)连接于粉碎装置(515)的一

端，所述的齿轮传动座(50301)嵌套连接于多  级传动机构(502)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所述的振动机  构(510)由二号转盘(51001)、第八传动带(51002)、半轴齿轮驱动臂

(51003)、推板(51004)、  传动齿条(51005)、伸缩卡座(51006)、限位卡板(51007)、四号齿轮

(51008)、半轴齿轮  (51009)、第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组成，所述的二号转盘(51001)通

过第八传动带  (51002)与第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连接，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51003)

活动连接于第  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上端表面的前方，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51003)

的一端与半轴齿  轮(51009)相焊接，所述的半轴齿轮(51009)的一端与四号齿轮(51008)的

另一端相啮合，所  述的四号齿轮(51008)的一端与传动齿条(51005)的另一端相啮合，所述

的传动齿条  (51005)的上端表面与推板(51004)连接，所述的传动齿条(51005)的下端表面

贯穿伸缩卡  座(51006)并与限位卡板(51007)连接，所述的二号转盘(51001)通过第一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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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511)与粉  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

所述的粉碎杂  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由第四链齿轮传动座(51601)、第五蜗杆

(51602)、五号齿轮  (51603)、间歇传动轮(51604)、槽轮驱动臂(51605)、槽轮(51606)、三号

转盘(51607)组成，  所述的第四链齿轮传动座(51601)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五蜗

杆(51602)，所述的第  五蜗杆(51602)的下端表面与五号齿轮(51603)的上端表面相啮合，

所述的间歇传动轮  (51604)连接于五号齿轮(51603)的下端表面，所述的间歇传动轮

(51604)的前端表面连接  有槽轮驱动臂(51605)，所述的槽轮驱动臂(51605)活动连接于槽

轮(51606)的上端表面，所  述的槽轮(51606)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三号转盘(51607)，所述

的三号转盘(51607)通过第  二传动带(514)与粉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所述的第四链齿

轮传动座(51601)嵌套连接  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所述的电机驱  动装置(520)由驱动电机(52001)、伞齿轮传动座(52002)、第五链齿轮

传动座(52003)、第六  蜗杆(52004)、六号齿轮(52005)、第三伞齿轮(52006)、涡盘转轴

(52007)、驱动转盘  (52008)、蜗盘(52009)、第四伞齿轮(52010)、第九传动带(52011)、联轴

器(52012)组成，所  述的驱动电机(52001)的另一端嵌套连接有伞齿轮传动座(52002)，所

述的第五链齿轮传动  座(52003)连接于伞齿轮传动座(52002)的另一端，所述的第六蜗杆

(52004)嵌套连接于第 五链齿轮传动座(52003)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六蜗杆(52004)

的一端与联轴器  (52012)嵌套连接，所述的第六蜗杆(52004)的下端表面与六号齿轮

(52005)的上端表面相 啮合，所述的六号齿轮(52005)通过第九传动带(52011)与驱动转盘

(52008)连接，所述的驱  动转盘(52008)设于蜗盘(52009)前端表面的中心，所述的蜗盘

(52009)通过涡盘转轴  (52007)与驱动转盘(52008)连接，所述的蜗盘(52009)前端表面的

一侧连接有第四伞齿轮  (52010)，所述的第三伞齿轮(52006)连接于蜗盘(52009)前端表面

的另一侧，所述的联轴器  (52012)嵌套连接于固液分离装置(521)的另一侧，所述的第四伞

齿轮(52010)连接于多级  传动机构(502)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

上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第 三伞齿轮(52006)；

用户在使用本设备时，需处理的生活废水由进水座进入至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内的杂物

滤除箱内，需处理的生活废水由生活废水进口座进入设备内部的固液分离装置内，此时，接

通设备电源，电机驱动装置开始工作并带动固液分离装置对需处理的生活废水进行固液分

离处理，分离出来的废水通过废水导管送入蓄水座内，分离出来的杂质经杂物导管送入粉

碎装置内，此时，跟随电机驱动装置工作的多级传动机构同步带动废水抽取加压装置、粉碎

装置驱动机构同步开始工作，粉碎装置经粉碎装置驱动机构带动后开始工作对内部的杂质

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完毕后，粉碎的杂质经粉碎杂物喷头喷洒在滤板上，废水抽取加压装置

在工作过程中自动抽取蓄水座内的污水并经加压后形成高压水通过废水喷头喷出对滤板

上残留的粉碎杂物进行冲洗，此时，跟随电机驱动装置工作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通

过第二传动带带动粉碎杂物输送座工作，粉碎杂物输送座通过第一传动带带动振动机构开

始工作，振动机构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振动将滤板上残留的大颗粒杂物输送至粉碎杂物输送

座上并通过粉碎杂物出料座排出，而细小的杂物伴随着污水的冲击通过滤板由废水出口座

排出，再由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对生活废水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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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属于废水净化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废水指的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排泄的洗涤水。废水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经过处

理，大部分都是未经过处理直接排入了河流等。小城市更严重。大便等一般不直接排入，而

是有收集措施。废水中污染物成分极其复杂多样，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难以达到完全净化

的目的，而常常要几种方法组成处理系统，才能达到处理的要求。按处理程度的不同，废水

处理系统可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深度处理。

[0003] 但现有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滤板上容易积攒大量生活废水中的杂物，使得用户需时

常对滤板进行维护，操作不方便，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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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

以解决现有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滤板上容易积攒大量生活废水中的杂物，使得用户需时常对

滤板进行维护，操作不方便，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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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

水处理装置，其结构包括进水座、排气管、连接支座、出水座、杂物滤除箱、生活废水处理装

置，所述的进水座连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一端，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上端表面

上均匀等距的焊接有连接支座，所述的排气管焊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上端表面的一侧，

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水座，所述的杂物滤除箱设于生活废水处理装

置的内表面，所述的杂物滤除箱由废水抽取加压装置、多级传动机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

蓄水座、废水喷头、粉碎杂物喷头、废水出口座、滤板、振动弹簧、振动机构、第一传动带、粉

碎杂物输送座、粉碎杂物出料座、第二传动带、粉碎装置、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杂物滤

除箱外壳体、杂物导管、生活废水进口座、电机驱动装置、固液分离装置、废水导管组成，所

述的杂物滤除箱外壳体的上端表面连接有生活废水进口座，所述的生活废水进口座下端表

面的一侧连接有废水出口座，所述的粉碎杂物出料座连接于生活废水进口座下端表面的另

一侧，所述的生活废水进口座的内表面设有电机驱动装置，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连接于固

液分离装置的另一端，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多级传动机构，所述的

多级传动机构的一端连接有废水抽取加压装置，所述的废水抽取加压装置分别与蓄水座、

废水喷头连接，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装置

嵌套连接于粉碎装置驱动机构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装置一端的下表面连接有粉碎杂物喷

头，所述的蓄水座通过废水导管与固液分离装置连接，所述的粉碎装置通过杂物导管与固

液分离装置连接，所述的废水喷头、粉碎杂物喷头均设于滤板的上端表面上，所述的滤板下

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振动弹簧，所述的振动机构设于滤板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滤板

的另一端设有粉碎杂物输送座，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通过第一传动带与振动机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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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通过第二传动带与粉碎杂物输送座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

输送座驱动机构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废水抽取加压装置由第一蜗杆、一号齿轮、第一链齿轮传动座、

第三传动带、连接转盘、往复运动座、出水导管、第一皮带轮传动座、第四传动带、活塞杆、转

动卡盘、凸轮、凸轮传动臂、活动连杆、转动卡盘支架、活塞块、活塞缸、进水导管组成。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链齿轮传动座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一蜗杆，所述

的第一蜗杆的上端表面与一号齿轮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一号齿轮通过第三传动带与

连接转盘连接，所述的连接转盘活动连接于往复运动座的下端表面，所述的往复运动座的

上端表面与第一皮带轮传动座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所述的第一皮带轮传动座通过第四传动

带与凸轮连接，所述的凸轮活动连接于转动卡盘的前端表面，所述的转动卡盘活动连接于

转动卡盘支架前端的上表面，所述的凸轮通过凸轮传动臂与活塞杆连接，所述的活动连杆

分别与凸轮传动臂、转动卡盘支架连接，所述的活塞杆的另一端与活塞块连接，所述的活塞

块设于活塞缸的内表面，所述的活塞缸另一端的上表面连接有出水导管，所述的进水导管

连接于活塞缸另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第一链齿轮传动座嵌套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下端表

面的一侧，所述的进水导管的下端表面呈纵向贯穿于蓄水座，所述的出水导管与废水喷头

嵌套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多级传动机构由第二蜗杆、二号齿轮、第五传动带、多级转座、第

六传动带、一号转盘、第七传动带、第一伞齿轮、第一传动齿轮组、伞齿轮驱动盘、三号齿轮、

第二伞齿轮、第二链齿轮传动座组成，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

有第二蜗杆，所述的第二蜗杆的上端表面与二号齿轮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二号齿轮

通过第五传动带连接于多级转座的另一端，所述的一号转盘通过第六传动带连接于多级转

座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一号转盘通过第七传动带与三号齿轮连接，所述的三号齿轮的外

表面与第一传动齿轮组的内表面相啮合，所述的第一传动齿轮组的外表面与伞齿轮驱动盘

的内表面相啮合，所述的第一伞齿轮连接于伞齿轮驱动盘前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伞齿轮

驱动盘前端表面的另一侧连接有第二伞齿轮，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嵌套连接于电机驱

动装置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一伞齿轮连接于废水抽取加压装置另一端的下表面，所

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二伞齿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由齿轮传动座、第三蜗杆、第三链齿轮传动

座、第四蜗杆、第二传动齿轮组组成，所述的第三蜗杆嵌套连接于齿轮传动座的上端表面，

所述的第三蜗杆的一端连接有第二传动齿轮组，所述的第二传动齿轮组的上端表面与第四

蜗杆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第四蜗杆嵌套连接于第三链齿轮传动座上端表面的一侧，

所述的第三链齿轮传动座连接于粉碎装置的一端，所述的齿轮传动座嵌套连接于多级传动

机构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振动机构由二号转盘、第八传动带、半轴齿轮驱动臂、推板、传动

齿条、伸缩卡座、限位卡板、四号齿轮、半轴齿轮、第二皮带轮传动座组成，所述的二号转盘

通过第八传动带与第二皮带轮传动座连接，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活动连接于第二皮带轮

传动座上端表面的前方，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的一端与半轴齿轮相焊接，所述的半轴齿

轮的一端与四号齿轮的另一端相啮合，所述的四号齿轮的一端与传动齿条的另一端相啮

合，所述的传动齿条的上端表面与推板连接，所述的传动齿条的下端表面贯穿伸缩卡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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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限位卡板连接，所述的二号转盘通过第一传动带与粉碎杂物输送座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由第四链齿轮传动座、第五蜗杆、五号

齿轮、间歇传动轮、槽轮驱动臂、槽轮、三号转盘组成，所述的第四链齿轮传动座下端表面的

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五蜗杆，所述的第五蜗杆的下端表面与五号齿轮的上端表面相啮合，所

述的间歇传动轮连接于五号齿轮的下端表面，所述的间歇传动轮的前端表面连接有槽轮驱

动臂，所述的槽轮驱动臂活动连接于槽轮的上端表面，所述的槽轮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三

号转盘，所述的三号转盘通过第二传动带与粉碎杂物输送座连接，所述的第四链齿轮传动

座嵌套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下端表面的另一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由驱动电机、伞齿轮传动座、第五链齿轮传动座、

第六蜗杆、六号齿轮、第三伞齿轮、涡盘转轴、驱动转盘、蜗盘、第四伞齿轮、第九传动带、联

轴器组成，所述的驱动电机的另一端嵌套连接有伞齿轮传动座，所述的第五链齿轮传动座

连接于伞齿轮传动座的另一端，所述的第六蜗杆嵌套连接于第五链齿轮传动座下端表面的

一侧，所述的第六蜗杆的一端与联轴器嵌套连接，所述的第六蜗杆的下端表面与六号齿轮

的上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六号齿轮通过第九传动带与驱动转盘连接，所述的驱动转盘设

于蜗盘前端表面的中心，所述的蜗盘通过涡盘转轴与驱动转盘连接，所述的蜗盘前端表面

的一侧连接有第四伞齿轮，所述的第三伞齿轮连接于蜗盘前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联轴

器嵌套连接于固液分离装置的另一侧，所述的第四伞齿轮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的另一端，

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上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第三伞齿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为中空的矩形结构。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振动弹簧设有2个且互相平行。

[0015] 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的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用户在使用本设备时，需处理的生活

废水由进水座进入至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内的杂物滤除箱内，需处理的生活废水由生活废水

进口座进入设备内部的固液分离装置内，此时，接通设备电源，电机驱动装置开始工作并带

动固液分离装置对需处理的生活废水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分离出来的废水通过废水导管送

入蓄水座内，分离出来的杂质经杂物导管送入粉碎装置内，此时，跟随电机驱动装置工作的

多级传动机构同步带动废水抽取加压装置、粉碎装置驱动机构同步开始工作，粉碎装置经

粉碎装置驱动机构带动后开始工作对内部的杂质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完毕后，粉碎的杂质

经粉碎杂物喷头喷洒在滤板上，废水抽取加压装置在工作过程中自动抽取蓄水座内的污水

并经加压后形成高压水通过废水喷头喷出对滤板上残留的粉碎杂物进行冲洗，此时，跟随

电机驱动装置工作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通过第二传动带带动粉碎杂物输送座工作，

粉碎杂物输送座通过第一传动带带动振动机构开始工作，振动机构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振动

将滤板上残留的大颗粒杂物输送至粉碎杂物输送座上并通过粉碎杂物出料座排出，而细小

的杂物伴随着污水的冲击通过滤板由废水出口座排出，再由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对生活废水

进行处理，实现了设备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在使用时能够有效的防止因生活废水中

杂物积攒过多影响设备的过滤效果，减少用户对滤板的维护，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使用方

便，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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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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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杂物滤除箱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0] 图3为本发明杂物滤除箱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1] 图4为本发明图3中A的放大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图3中B的放大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图3中C的放大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图3中D的放大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图3中E的放大图。

[0026] 图中：进水座-1、排气管-2、连接支座-3、出水座-4、杂物滤除箱-5、生活废水处理

装置-6、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多级传动机构-502、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蓄水座-504、

废水喷头-505、粉碎杂物喷头-506、废水出口座-507、滤板-508、振动弹簧-509、振动机构-

510、第一传动带-511、粉碎杂物输送座-512、粉碎杂物出料座-513、第二传动带-514、粉碎

装置-515、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杂物滤除箱外壳体-517、杂物导管-518、生活废

水进口座-519、电机驱动装置-520、固液分离装置-521、废水导管-522、第一蜗杆-50101、一

号齿轮-50102、第一链齿轮传动座-50103、第三传动带-50104、连接转盘-50105、往复运动

座-50106、出水导管-50107、第一皮带轮传动座-50108、第四传动带-50109、活塞杆-50110、

转动卡盘-50111、凸轮-50112、凸轮传动臂-50113、活动连杆-50114、转动卡盘支架-50115、

活塞块-50116、活塞缸-50117、进水导管-50118、第二蜗杆-50201、二号齿轮-50202、第五传

动带-50203、多级转座-50204、第六传动带-50205、一号转盘-50206、第七传动带-50207、第

一伞齿轮-50208、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伞齿轮驱动盘-50210、三号齿轮-50211、第二伞

齿轮-50212、第二链齿轮传动座-50213、齿轮传动座-50301、第三蜗杆-50302、第三链齿轮

传动座-50303、第四蜗杆-50304、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二号转盘-51001、第八传动带-

51002、半轴齿轮驱动臂-51003、推板-51004、传动齿条-51005、伸缩卡座-51006、限位卡板-

51007、四号齿轮-51008、半轴齿轮-51009、第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第四链齿轮传动座-

51601、第五蜗杆-51602、五号齿轮-51603、间歇传动轮-51604、槽轮驱动臂-51605、槽轮-

51606、三号转盘-51607、驱动电机-52001、伞齿轮传动座-52002、第五链齿轮传动座-

52003、第六蜗杆-52004、六号齿轮-52005、第三伞齿轮-52006、涡盘转轴-52007、驱动转盘-

52008、蜗盘-52009、第四伞齿轮-52010、第九传动带-52011、联轴器-520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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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请参阅图1-图8，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技术方案：一种高效

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其结构包括进水座1、排气管2、连接支座3、出水座4、杂物滤除箱5、

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所述的进水座1连接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一端，所述的生活废水处

理装置6的上端表面上均匀等距的焊接有连接支座3，所述的排气管2焊接于生活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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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6上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水座4，所述的杂物滤

除箱5设于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的内表面，所述的杂物滤除箱5由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多

级传动机构502、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蓄水座504、废水喷头505、粉碎杂物喷头506、废水

出口座507、滤板508、振动弹簧509、振动机构510、第一传动带511、粉碎杂物输送座512、粉

碎杂物出料座513、第二传动带514、粉碎装置515、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杂物滤除

箱外壳体517、杂物导管518、生活废水进口座519、电机驱动装置520、固液分离装置521、废

水导管522组成，所述的杂物滤除箱外壳体517的上端表面连接有生活废水进口座519，所述

的生活废水进口座519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废水出口座507，所述的粉碎杂物出料座513

连接于生活废水进口座519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生活废水进口座519的内表面设有电

机驱动装置520，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520连接于固液分离装置521的另一端，所述的电机驱

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多级传动机构502，所述的多级传动机构502的一端连接

有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所述的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分别与蓄水座504、废水喷头505连

接，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502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装置515嵌

套连接于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的另一端，所述的粉碎装置515一端的下表面连接有粉碎杂

物喷头506，所述的蓄水座504通过废水导管522与固液分离装置521连接，所述的粉碎装置

515通过杂物导管518与固液分离装置521连接，所述的废水喷头505、粉碎杂物喷头506均设

于滤板508的上端表面上，所述的滤板508下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振动弹簧509，所述的振动

机构510设于滤板508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滤板508的另一端设有粉碎杂物输送座

512，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座512通过第一传动带511与振动机构510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

输送座驱动机构516通过第二传动带514与粉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输送

座驱动机构516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

由第一蜗杆50101、一号齿轮50102、第一链齿轮传动座50103、第三传动带50104、连接转盘

50105、往复运动座50106、出水导管50107、第一皮带轮传动座50108、第四传动带50109、活

塞杆50110、转动卡盘50111、凸轮50112、凸轮传动臂50113、活动连杆50114、转动卡盘支架

50115、活塞块50116、活塞缸50117、进水导管50118组成，所述的第一链齿轮传动座50103下

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一蜗杆50101，所述的第一蜗杆50101的上端表面与一号齿轮

50102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一号齿轮50102通过第三传动带50104与连接转盘50105连

接，所述的连接转盘50105活动连接于往复运动座50106的下端表面，所述的往复运动座

50106的上端表面与第一皮带轮传动座50108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所述的第一皮带轮传动座

50108通过第四传动带50109与凸轮50112连接，所述的凸轮50112活动连接于转动卡盘

50111的前端表面，所述的转动卡盘50111活动连接于转动卡盘支架50115前端的上表面，所

述的凸轮50112通过凸轮传动臂50113与活塞杆50110连接，所述的活动连杆50114分别与凸

轮传动臂50113、转动卡盘支架50115连接，所述的活塞杆50110的另一端与活塞块50116连

接，所述的活塞块50116设于活塞缸50117的内表面，所述的活塞缸50117另一端的上表面连

接有出水导管50107，所述的进水导管50118连接于活塞缸50117另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第

一链齿轮传动座50103嵌套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502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进水导管

50118的下端表面呈纵向贯穿于蓄水座504，所述的出水导管50107与废水喷头505嵌套连

接，所述的多级传动机构502由第二蜗杆50201、二号齿轮50202、第五传动带50203、多级转

座50204、第六传动带50205、一号转盘50206、第七传动带50207、第一伞齿轮50208、第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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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齿轮组50209、伞齿轮驱动盘50210、三号齿轮50211、第二伞齿轮50212、第二链齿轮传动

座50213组成，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50213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二蜗杆50201，

所述的第二蜗杆50201的上端表面与二号齿轮50202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二号齿轮

50202通过第五传动带50203连接于多级转座50204的另一端，所述的一号转盘50206通过第

六传动带50205连接于多级转座50204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一号转盘50206通过第七传动

带50207与三号齿轮50211连接，所述的三号齿轮50211的外表面与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的

内表面相啮合，所述的第一传动齿轮组50209的外表面与伞齿轮驱动盘50210的内表面相啮

合，所述的第一伞齿轮50208连接于伞齿轮驱动盘50210前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伞齿轮驱

动盘50210前端表面的另一侧连接有第二伞齿轮50212，所述的第二链齿轮传动座50213嵌

套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一伞齿轮50208连接于废水抽取加压

装置501另一端的下表面，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二伞

齿轮50212，所述的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由齿轮传动座50301、第三蜗杆50302、第三链齿轮

传动座50303、第四蜗杆50304、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组成，所述的第三蜗杆50302嵌套连接

于齿轮传动座50301的上端表面，所述的第三蜗杆50302的一端连接有第二传动齿轮组

50305，所述的第二传动齿轮组50305的上端表面与第四蜗杆50304的下端表面相啮合，所述

的第四蜗杆50304嵌套连接于第三链齿轮传动座50303上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三链齿轮

传动座50303连接于粉碎装置515的一端，所述的齿轮传动座50301嵌套连接于多级传动机

构502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振动机构510由二号转盘51001、第八传动带51002、半轴齿

轮驱动臂51003、推板51004、传动齿条51005、伸缩卡座51006、限位卡板51007、四号齿轮

51008、半轴齿轮51009、第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组成，所述的二号转盘51001通过第八传动

带51002与第二皮带轮传动座51010连接，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51003活动连接于第二皮

带轮传动座51010上端表面的前方，所述的半轴齿轮驱动臂51003的一端与半轴齿轮51009

相焊接，所述的半轴齿轮51009的一端与四号齿轮51008的另一端相啮合，所述的四号齿轮

51008的一端与传动齿条51005的另一端相啮合，所述的传动齿条51005的上端表面与推板

51004连接，所述的传动齿条51005的下端表面贯穿伸缩卡座51006并与限位卡板51007连

接，所述的二号转盘51001通过第一传动带511与粉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所述的粉碎杂物

输送座驱动机构516由第四链齿轮传动座51601、第五蜗杆51602、五号齿轮51603、间歇传动

轮51604、槽轮驱动臂51605、槽轮51606、三号转盘51607组成，所述的第四链齿轮传动座

51601下端表面的一侧嵌套连接有第五蜗杆51602，所述的第五蜗杆51602的下端表面与五

号齿轮51603的上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间歇传动轮51604连接于五号齿轮51603的下端表

面，所述的间歇传动轮51604的前端表面连接有槽轮驱动臂51605，所述的槽轮驱动臂51605

活动连接于槽轮51606的上端表面，所述的槽轮51606的另一端活动连接有三号转盘51607，

所述的三号转盘51607通过第二传动带514与粉碎杂物输送座512连接，所述的第四链齿轮

传动座51601嵌套连接于电机驱动装置520下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电机驱动装置520由

驱动电机52001、伞齿轮传动座52002、第五链齿轮传动座52003、第六蜗杆52004、六号齿轮

52005、第三伞齿轮52006、涡盘转轴52007、驱动转盘52008、蜗盘52009、第四伞齿轮52010、

第九传动带52011、联轴器52012组成，所述的驱动电机52001的另一端嵌套连接有伞齿轮传

动座52002，所述的第五链齿轮传动座52003连接于伞齿轮传动座52002的另一端，所述的第

六蜗杆52004嵌套连接于第五链齿轮传动座52003下端表面的一侧，所述的第六蜗杆52004

说　明　书 6/8 页

10

CN 108373179 B

10



的一端与联轴器52012嵌套连接，所述的第六蜗杆52004的下端表面与六号齿轮52005的上

端表面相啮合，所述的六号齿轮52005通过第九传动带52011与驱动转盘52008连接，所述的

驱动转盘52008设于蜗盘52009前端表面的中心，所述的蜗盘52009通过涡盘转轴52007与驱

动转盘52008连接，所述的蜗盘52009前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第四伞齿轮52010，所述的第三

伞齿轮52006连接于蜗盘52009前端表面的另一侧，所述的联轴器52012嵌套连接于固液分

离装置521的另一侧，所述的第四伞齿轮52010连接于多级传动机构502的另一端，所述的粉

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上端表面的一侧连接有第三伞齿轮52006，所述的生活废水处理

装置6为中空的矩形结构，所述的振动弹簧509设有2个且互相平行。

[0029] 用户在使用本设备时，需处理的生活废水由进水座1进入至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内

的杂物滤除箱5内，需处理的生活废水由生活废水进口座519进入设备内部的固液分离装置

521内，此时，接通设备电源，电机驱动装置520开始工作并带动固液分离装置521对需处理

的生活废水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分离出来的废水通过废水导管522送入蓄水座504内，分离

出来的杂质经杂物导管518送入粉碎装置515内，此时，跟随电机驱动装置520工作的多级传

动机构502同步带动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同步开始工作，粉碎装置

515经粉碎装置驱动机构503带动后开始工作对内部的杂质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完毕后，粉

碎的杂质经粉碎杂物喷头506喷洒在滤板508上，废水抽取加压装置501在工作过程中自动

抽取蓄水座504内的污水并经加压后形成高压水通过废水喷头505喷出对滤板508上残留的

粉碎杂物进行冲洗，此时，跟随电机驱动装置520工作的粉碎杂物输送座驱动机构516通过

第二传动带514带动粉碎杂物输送座512工作，粉碎杂物输送座512通过第一传动带511带动

振动机构510开始工作，振动机构510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振动将滤板508上残留的大颗粒杂

物输送至粉碎杂物输送座512上并通过粉碎杂物出料座513排出，而细小的杂物伴随着污水

的冲击通过滤板508由废水出口座507排出，再由生活废水处理装置6对生活废水进行处理，

实现了设备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在使用时能够有效的防止因生活废水中杂物积攒

过多影响设备的过滤效果，减少用户对滤板的维护，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使用方便，实用

性强。

[0030]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滤板上容易积攒大量生活废水中的

杂物，使得用户需时常对滤板进行维护，操作不方便，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差，本发

明通过设有杂物滤除箱，实现了设备高效率的生活废水处理装置在使用时能够有效的防止

因生活废水中杂物积攒过多影响设备的过滤效果，减少用户对滤板的维护，提高设备的工

作效率，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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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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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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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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