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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包括底

板、支架装置、电缸装置、第一框体装置、烘干装

置、第二框体装置、盖板装置、第三框体装置及电

机装置，底板上设有第一支撑块、第一滚轮及回

收箱，支架装置包括第一支撑杆、第一横杆、第一

弯曲杆、第一支架、第二横杆及第一竖杆，电缸装

置包括第一电缸、第一推动杆、第一移动杆、第一

挡板及第二支架，第一框体装置包括第一框体、

第三支架、第一封闭板、第三横杆、第二弯曲杆、

第一弹簧、第二挡板、握持环，烘干装置包括铁

网、第三挡板、第二滚轮、第一粉碎齿、第三滚轮，

第二框体装置包括第二框体、第二封闭板、第一

过滤网、第四支架。本发明能够对污泥进行有效

的净化处理，净化效率高，且净化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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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

备包括底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支架装置、位于所述支架装置右侧的电缸装置、位于所述

电缸装置上方的第一框体装置、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装置内的烘干装置、位于所述第一框

体装置上方的第二框体装置、位于所述第二框体装置下方的盖板装置、位于所述第二框体

装置上方的第三框体装置及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装置上的电机装置，所述底板上设有位于

其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一支撑块、位于所述第一支撑块下方的第一滚轮及位于其上方的回收

箱，所述支架装置包括第一支撑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右侧的第一横杆、位于所述第一横

杆下方的第一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左侧的第一支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上的第

二横杆及位于所述第二横杆上方的第一竖杆，所述电缸装置包括第一电缸、位于所述第一

电缸右侧的第一推动杆、位于所述第一推动杆右侧的第一移动杆、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上

方的第一挡板及位于所述第一电缸左侧的第二支架，所述第一框体装置包括第一框体、位

于所述第一框体右侧的第三支架、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内的第一封闭板、位于所述第一框

体右侧的第三横杆、位于所述第三横杆下方的第二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三横杆上方的第一

弹簧、位于所述第一弹簧上方的第二挡板、位于所述第二挡板上方的握持环，所述烘干装置

包括铁网、设置于所述铁网上的第三挡板、位于所述第三挡板上方的第二滚轮、设置于所述

第二滚轮上的第一粉碎齿、位于所述铁网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滚轮、设置于所述第三滚轮

上的刷毛、位于所述第二滚轮上方左右两侧的散热框及收容于所述散热框内的加热棒，所

述第二框体装置包括第二框体、收容于所述第二框体内的第二封闭板、位于所述第二封闭

板下方的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左侧的第四支架、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右侧的第一

管道、设置于所述第一管道上的水泵、第一阀门，所述盖板装置包括盖板、位于所述盖板下

方的连接环、位于所述连接环下方的第一拉线、位于所述第一拉线右侧的第二弹簧、位于所

述第一拉线下方的第一电机、设置于所述第一电机上的第一输出轴、位于所述第一电机下

方的第三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一拉线左侧的第三弹簧、位于所述第三弹簧左侧的第五支架，

所述第三框体装置包括第三框体、位于所述第三框体下方的第四框体、位于所述第四框体

下方的第二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网下方的第四挡板、位于所述第四挡板下方的振动

器、位于所述振动器左右两侧的第四弹簧、位于所述第四框体左右两侧的第四弯曲杆、位于

所述第四框体下方的第一连接框、位于所述第三框体上方的第二连接框及位于所述第二连

接框上方的进料斗，所述电机装置设有两个且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的左右两侧，所述

电机装置包括第六支架、设置于所述第六支架上端的第二电机、设置于所述第二电机上的

第二输出轴、设置于所述第二输出轴上的第二拉线、位于所述第二电机一侧的斜杆、设置于

所述斜杆上端的第四滚轮、位于所述第二拉线下方的第三过滤网及位于所述第三过滤网上

方的第五弹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块的

上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块的下表面设有第一凹槽，所述第一

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一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且与所述第一支撑块枢轴连接，所述

回收箱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回收箱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杆呈

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横杆呈长方体

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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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弯曲状，所述第一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的

上端与所述第一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呈凹字形，所述第一支架的下端与所述第一

支撑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横杆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二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

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竖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横杆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支架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缸的下

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推动

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电缸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的右端与所述第一移动杆的左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移动杆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移动杆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

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挡板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移动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挡板的

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位于所述回收箱的上方，所述第二支架呈L型，所述第二支

架的一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电缸的左表面固定连

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框体呈空

心的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挡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下表面滑动连接，所述

第三支架呈L型，所述第三支架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

一框体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封闭板呈长方体，所述第一封闭板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

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一封闭板的下表面滑动连接，所述

第一封闭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一通孔，所述第三横杆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

第三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弯曲杆呈弯曲状，所述第二

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弯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横杆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上端

与所述第二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挡板呈长方体，所述第二挡板盖住所述第一框体的上

端开口，所述握持环呈半圆环状，所述握持环的两端与所述第二挡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铁网呈弯曲

状，所述铁网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铁网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

的第二通孔，所述第三挡板呈弯曲状，所述第三挡板收容于所述第二通孔内且与所述铁网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二滚轮与所述第一框体枢轴连接，所述第一粉碎

齿设有若干个，所述第一粉碎齿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二滚轮上，所述第一粉碎齿与所述第二

滚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滚轮设有两个，所述第三滚轮位于所述第一通孔的左右两侧，所述

第三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三滚轮与第一框体枢轴连接，所述刷毛设有若干个，所述刷毛均

匀分布在所述第三滚轮上且与其固定连接，所述散热框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第一框体

内的左右两侧，所述散热框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散热框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内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加热棒设有两个，所述第二挡板的下表面与所述散热框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框体呈空

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框体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右端的下方，所述第二框体上设

有位于其右表面的第三通孔，所述第二封闭板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二封闭板的侧

面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封闭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四通

孔，所述第一过滤网呈弯曲状，所述第一过滤网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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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三通孔的左侧，所述第四支架呈L型，所述第四支架的上端与所

述第二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架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上端固定连接，

所述第四支架的下端设有第二凹槽，所述第二横杆的右端与所述第四支架固定连接，所述

第一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管道的上端对准所述第三通

孔且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呈长方

体，所述盖板的上表面顶靠在所述第二框体的下表面上，所述第一过滤网的下表面顶靠在

所述盖板的下表面上，所述连接环呈半圆环状，所述连接环的两端与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线的上端与所述连接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线的下端与所述第一输

出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下端

与所述第一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的右表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

述第一输出轴呈圆柱体，所述第一输出轴的一端与所述第一电机连接，所述第三弯曲杆呈

弯曲状，所述第三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弯曲杆的上

端与所述第一电机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

三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五支架呈L型，所述第五支架的上端与所述

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支架的下端收容于所述第二凹槽内且与所述第四支架枢

轴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框体呈空

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框体位于所述第二框体的上方，所述第三框体上设有位

于其上表面的第五通孔及位于所述第五通孔左右两侧的第六通孔，所述第四框体的横截面

呈等腰梯形，所述第四框体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

的横截面呈等腰梯形，所述第二过滤网的上表面与所述第四框体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

第四挡板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四挡板顶靠在所述第二过滤网上，所述振动器与所

述第四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设有两个，所述第四弹簧呈竖直状，所述第四弹簧的下

端与所述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四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弯曲杆

设有两个，所述第四弯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四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弯曲杆的下端与所

述第二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框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第一连接框的下端对准所述

第四通孔且与所述第二封闭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框体的下端收容于所述第一连

接框内且与所述第一连接框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及第四挡板收容于所述第一

连接框内，所述第二连接框呈横截面为圆环的柱体，所述第二连接框竖直放置，所述第二连

接框的下端对准所述第五通孔且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进料斗呈空心的

圆台状。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六支架呈

凹字形，所述第六支架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六支架的上端与所

述第二电机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的下表面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输出轴呈圆柱体，所述第二输出轴的一端与所述第二电机连接，所述斜杆呈倾斜

状，所述斜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斜杆的上端设有第三凹槽，所

述第四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四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三凹槽内且与所述斜杆枢轴连接，所述

第二拉线的上端与所述第二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线顶靠在所述第四滚轮上且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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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六通孔进入到所述第三框体内，所述第二拉线的下端与所述第三过滤网固定连接，

所述第三过滤网呈长方体，所述第三过滤网的一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

述第五弹簧呈竖直状，所述第五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

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三过滤网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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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污泥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污泥是污水处理的经常性产物，从污水处理排出的污泥，每100吨中含有80吨

水，大量的水为污泥的后续处理带来重重困难。目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污泥得不到有效的

处理，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现有的污泥处理装置结构复杂，能耗高，并且污泥处理的

效率较低，不能对污泥进行有效的处理，使得污泥处理的成本高，得不到有效的推广应用，

严重制约了污泥处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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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

理设备。

[0005] 为达到本发明之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所述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包括底

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的支架装置、位于所述支架装置右侧的电缸装置、位于所述电缸装置

上方的第一框体装置、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装置内的烘干装置、位于所述第一框体装置上

方的第二框体装置、位于所述第二框体装置下方的盖板装置、位于所述第二框体装置上方

的第三框体装置及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装置上的电机装置，所述底板上设有位于其下方左

右两侧的第一支撑块、位于所述第一支撑块下方的第一滚轮及位于其上方的回收箱，所述

支架装置包括第一支撑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右侧的第一横杆、位于所述第一横杆下方

的第一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左侧的第一支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上的第二横杆

及位于所述第二横杆上方的第一竖杆，所述电缸装置包括第一电缸、位于所述第一电缸右

侧的第一推动杆、位于所述第一推动杆右侧的第一移动杆、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上方的第

一挡板及位于所述第一电缸左侧的第二支架，所述第一框体装置包括第一框体、位于所述

第一框体右侧的第三支架、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内的第一封闭板、位于所述第一框体右侧

的第三横杆、位于所述第三横杆下方的第二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三横杆上方的第一弹簧、位

于所述第一弹簧上方的第二挡板、位于所述第二挡板上方的握持环，所述烘干装置包括铁

网、设置于所述铁网上的第三挡板、位于所述第三挡板上方的第二滚轮、设置于所述第二滚

轮上的第一粉碎齿、位于所述铁网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滚轮、设置于所述第三滚轮上的刷

毛、位于所述第二滚轮上方左右两侧的散热框及收容于所述散热框内的加热棒，所述第二

框体装置包括第二框体、收容于所述第二框体内的第二封闭板、位于所述第二封闭板下方

的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左侧的第四支架、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右侧的第一管道、设

置于所述第一管道上的水泵、第一阀门，所述盖板装置包括盖板、位于所述盖板下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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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位于所述连接环下方的第一拉线、位于所述第一拉线右侧的第二弹簧、位于所述第一拉

线下方的第一电机、设置于所述第一电机上的第一输出轴、位于所述第一电机下方的第三

弯曲杆、位于所述第一拉线左侧的第三弹簧、位于所述第三弹簧左侧的第五支架，所述第三

框体装置包括第三框体、位于所述第三框体下方的第四框体、位于所述第四框体下方的第

二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网下方的第四挡板、位于所述第四挡板下方的振动器、位于所

述振动器左右两侧的第四弹簧、位于所述第四框体左右两侧的第四弯曲杆、位于所述第四

框体下方的第一连接框、位于所述第三框体上方的第二连接框及位于所述第二连接框上方

的进料斗，所述电机装置设有两个且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电机装置

包括第六支架、设置于所述第六支架上端的第二电机、设置于所述第二电机上的第二输出

轴、设置于所述第二输出轴上的第二拉线、位于所述第二电机一侧的斜杆、设置于所述斜杆

上端的第四滚轮、位于所述第二拉线下方的第三过滤网及位于所述第三过滤网上方的第五

弹簧。

[0007] 所述第一支撑块的上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块的下表

面设有第一凹槽，所述第一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一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且与所述

第一支撑块枢轴连接，所述回收箱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回收箱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

表面滑动连接。

[0008] 所述第一支撑杆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横杆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的右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呈弯曲状，所述第一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侧面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呈凹字形，所述第

一支架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横杆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二

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竖杆

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支架固定连接。

[0009] 所述第一电缸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呈长方体

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推动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电缸连接，所述第一推动杆的右端与所述

第一移动杆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动杆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移动杆的

下表面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挡板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移动

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挡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位于所述回收箱的上方，所述

第二支架呈L型，所述第二支架的一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架的另一端与所述

第一电缸的左表面固定连接。

[0010] 所述第一框体呈空心的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挡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一框

体的下表面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架呈L型，所述第三支架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

述第三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封闭板呈长方体，所述第一

封闭板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一封闭

板的下表面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封闭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一通孔，所述第三横杆

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横杆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

弯曲杆呈弯曲状，所述第二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弯

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横杆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横杆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挡板呈长方体，所述第二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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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盖住所述第一框体的上端开口，所述握持环呈半圆环状，所述握持环的两端与所述第二

挡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0011] 所述铁网呈弯曲状，所述铁网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铁

网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二通孔，所述第三挡板呈弯曲状，所述第三挡板收容于所述

第二通孔内且与所述铁网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二滚轮与所述第一框

体枢轴连接，所述第一粉碎齿设有若干个，所述第一粉碎齿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二滚轮上，所

述第一粉碎齿与所述第二滚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滚轮设有两个，所述第三滚轮位于所述

第一通孔的左右两侧，所述第三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三滚轮与第一框体枢轴连接，所述刷

毛设有若干个，所述刷毛均匀分布在所述第三滚轮上且与其固定连接，所述散热框设有两

个且分别位于所述第一框体内的左右两侧，所述散热框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散热框的侧

面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加热棒设有两个，所述第二挡板的下表面与所

述散热框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0012] 所述第二框体呈空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框体位于所述第二框体右端

的下方，所述第二框体上设有位于其右表面的第三通孔，所述第二封闭板呈长方体且水平

放置，所述第二封闭板的侧面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封闭板上设有

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四通孔，所述第一过滤网呈弯曲状，所述第一过滤网的上端与所述第

二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过滤网位于所述第三通孔的左侧，所述第四支架呈L

型，所述第四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架的下端与所述

第一支撑杆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架的下端设有第二凹槽，所述第二横杆的右端与

所述第四支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管道的上端对准所述第三通孔且与所述第二框体的右表面固定连接。

[0013] 所述盖板呈长方体，所述盖板的上表面顶靠在所述第二框体的下表面上，所述第

一过滤网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盖板的下表面上，所述连接环呈半圆环状，所述连接环的两

端与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线的上端与所述连接环固定连接，所述第一

拉线的下端与所述第一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的右表面与所述第一框

体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呈圆柱体，所述第一输出轴的一端与所述第一电机

连接，所述第三弯曲杆呈弯曲状，所述第三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的左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三弯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一电机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上端与所

述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五支架呈L型，所

述第五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支架的下端收容于所述第二凹

槽内且与所述第四支架枢轴连接。

[0014] 所述第三框体呈空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框体位于所述第二框体的上

方，所述第三框体上设有位于其上表面的第五通孔及位于所述第五通孔左右两侧的第六通

孔，所述第四框体的横截面呈等腰梯形，所述第四框体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下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的横截面呈等腰梯形，所述第二过滤网的上表面与所述第四框

体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挡板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四挡板顶靠在所述第二

过滤网上，所述振动器与所述第四挡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设有两个，所述第四弹簧呈

竖直状，所述第四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四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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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弯曲杆设有两个，所述第四弯曲杆的上端与所述第四框体固定连接，所

述第四弯曲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框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框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第

一连接框的下端对准所述第四通孔且与所述第二封闭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框体

的下端收容于所述第一连接框内且与所述第一连接框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及

第四挡板收容于所述第一连接框内，所述第二连接框呈横截面为圆环的柱体，所述第二连

接框竖直放置，所述第二连接框的下端对准所述第五通孔且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所述进料斗呈空心的圆台状。

[0015] 所述第六支架呈凹字形，所述第六支架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侧面固定连接，

所述第六支架的上端与所述第二电机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的下表面与所述第三

框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呈圆柱体，所述第二输出轴的一端与所述第二电

机连接，所述斜杆呈倾斜状，所述斜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斜杆

的上端设有第三凹槽，所述第四滚轮呈圆柱体，所述第四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三凹槽内且与

所述斜杆枢轴连接，所述第二拉线的上端与所述第二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线顶靠

在所述第四滚轮上且穿过所述第六通孔进入到所述第三框体内，所述第二拉线的下端与所

述第三过滤网固定连接，所述第三过滤网呈长方体，所述第三过滤网的一端与所述第三框

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弹簧呈竖直状，所述第五弹簧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框体的内

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三过滤网固定连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

备能够对污泥进行有效的净化处理，净化效率高，且净化效果好，并且可以有效的分离出污

泥中的水分，同时可以对污泥进行烘干，防止其对环境的污染，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包括底板1、位于所述底板1上方

的支架装置2、位于所述支架装置2右侧的电缸装置3、位于所述电缸装置3上方的第一框体

装置4、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装置4内的烘干装置5、位于所述第一框体装置4上方的第二框

体装置6、位于所述第二框体装置6下方的盖板装置7、位于所述第二框体装置6上方的第三

框体装置8及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装置8上的电机装置9。

[0020] 如图1所示，所述底板1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底板1上设有位于其下方左右两

侧的第一支撑块11、位于所述第一支撑块11下方的第一滚轮12及位于其上方的回收箱13。

所述第一支撑块11的上表面与所述底板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块11的下表面

设有第一凹槽111。所述第一滚轮12呈圆柱体，所述第一滚轮12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111内

且与所述第一支撑块11枢轴连接，使得所述第一滚轮12可以在所述第一凹槽111内旋转。所

述回收箱13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回收箱13的上端设有开口，所述回收箱13的下表面与所

述底板1的上表面滑动连接，所述回收箱13的横截面呈凹字形。

[0021] 如图1所示，所述支架装置2包括第一支撑杆21、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21右侧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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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杆22、位于所述第一横杆22下方的第一弯曲杆23、位于所述第一支撑杆21左侧的第一

支架24、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24上的第二横杆25及位于所述第二横杆25上方的第一竖杆

26。所述第一支撑杆21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支撑杆21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横杆22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横杆22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21的

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23呈弯曲状，所述第一弯曲杆23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

杆21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弯曲杆23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横杆22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

架24呈凹字形，所述第一支架24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2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横杆25呈

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二横杆25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架24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26

呈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竖杆26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横杆25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竖杆

26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支架24固定连接。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电缸装置3包括第一电缸31、位于所述第一电缸31右侧的第一推

动杆32、位于所述第一推动杆32右侧的第一移动杆33、位于所述第一移动杆33上方的第一

挡板34及位于所述第一电缸35左侧的第二支架35。所述第一电缸31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

正常运行，所述第一电缸31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缸31上设

有开关，方便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一推动杆32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推动杆32

的左端与所述第一电缸31连接，使得所述第一电缸31带动所述第一推动杆32左右移动，所

述第一推动杆32的右端与所述第一移动杆33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移动杆33呈长方

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移动杆33的下表面与所述底板1的上表面滑动连接，使得所述第一

移动杆33可以在所述底板1上左右滑动。所述第一挡板34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移

动杆33的上端与所述第一挡板3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34位于所述回收箱13的

上方。所述第二支架35呈L型，所述第二支架35的一端与所述底板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架

35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电缸31的左表面固定连接。

[0023]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框体装置4包括第一框体41、位于所述第一框体41右侧的第

三支架42、收容于所述第一框体41内的第一封闭板43、位于所述第一框体41右侧的第三横

杆44、位于所述第三横杆44下方的第二弯曲杆45、位于所述第三横杆44上方的第一弹簧46、

位于所述第一弹簧46上方的第二挡板47、位于所述第二挡板47上方的握持环48。所述第一

框体41呈空心的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第一框体41的上下表面相通，所述第一挡板34的

上表面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下表面滑动连接，使得所述第一挡板34可以左右移动。所述第

三支架42呈L型，所述第三支架42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架42的上端与

所述第一框体41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封闭板43呈长方体，所述第一封闭板43的侧面

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挡板34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一封闭板43的下

表面滑动连接，所述第一封闭板43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一通孔431，所述第一通孔

431呈方形。所述第三横杆44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横杆44的左端与所述第一框体

41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弯曲杆45呈弯曲状，所述第二弯曲杆45的下端与所述第一

框体41的右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弯曲杆45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横杆44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弹簧46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横杆44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46的上端与所述第

二挡板47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挡板47呈长方体，所述第二挡板47盖住所述第一框体41的上

端开口。所述握持环48呈半圆环状，所述握持环48的两端与所述第二挡板47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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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如图1所示，所述烘干装置5包括铁网51、设置于所述铁网51上的第三挡板52、位于

所述第三挡板52上方的第二滚轮53、设置于所述第二滚轮53上的第一粉碎齿54、位于所述

铁网51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滚轮55、设置于所述第三滚轮55上的刷毛56、位于所述第二滚

轮53上方左右两侧的散热框57及收容于所述散热框57内的加热棒58。所述铁网51呈弯曲

状，所述铁网51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铁网51上设有贯穿其上

下表面的第二通孔511。所述第三挡板52呈弯曲状，所述第三挡板52收容于所述第二通孔

511内且与所述铁网5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滚轮53呈圆柱体，所述第二滚轮53与所述第一框

体41枢轴连接，使得所述第二滚轮53可以在所述第一框体41内旋转，所述第二滚轮53与电

机连接，带动其主动旋转。所述第一粉碎齿54设有若干个，所述第一粉碎齿54均匀分布在所

述第二滚轮53上，所述第一粉碎齿54与所述第二滚轮53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滚轮55设有两

个，所述第三滚轮55位于所述第一通孔431的左右两侧，所述第三滚轮55呈圆柱体，所述第

三滚轮55与第一框体41枢轴连接，使得所述第三滚轮55可以在是第一框体41内旋转，所述

第三滚轮55与电机连接，带动其主动旋转。所述刷毛56设有若干个，所述刷毛56均匀分布在

所述第三滚轮55上且与其固定连接，所述刷毛56可以将所述第一封闭板43上方的粉尘及杂

质集中到所述第一通孔431内。所述散热框57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第一框体41内的左

右两侧，所述散热框57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散热框57的侧面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内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散热框57采用导热材料制成，使其可以将热量散发到所述第一框体41内。所

述加热棒58设有两个，所述加热棒58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产生热量，所述加热棒58上设有

开关，且该开关放置在所述第一框体41的外侧，进而可以控制所述加热棒58的开启与关闭，

所述第二挡板47的下表面与所述散热框57的上表面滑动连接。

[0025] 如图1所示，所述第二框体装置6包括第二框体61、收容于所述第二框体61内的第

二封闭板62、位于所述第二封闭板62下方的第一过滤网63、位于所述第二框体61左侧的第

四支架64、位于所述第二框体61右侧的第一管道65、设置于所述第一管道65上的水泵66、第

一阀门67。所述第二框体61呈空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框体41位于所述第二框

体61右端的下方，所述第二框体61的上下表面相通，所述第二框体61上设有位于其右表面

的第三通孔611，所述第三通孔611呈圆形且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内部相通。所述第二封闭

板62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二封闭板62的侧面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内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封闭板62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四通孔621，所述第四通孔621呈方形。所

述第一过滤网63呈弯曲状，所述第一过滤网63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内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过滤网63位于所述第三通孔611的左侧，所述第一过滤网63包覆所述第三通孔

611。所述第四支架64呈L型，所述第四支架64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左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第四支架64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21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架64的下端设有

第二凹槽641，所述第二凹槽641呈长方体状，所述第二横杆25的右端与所述第四支架64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架24的上端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管道65的

上端对准所述第三通孔611且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右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第一管道65

的内部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内部相通。所述水泵66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正常运行，所述水

泵66上设有开关，方便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水泵66可以将所述第二框体61内的水抽入到

所述第一管道65内，然后排出。所述第一阀门67用于控制所述第一管道65内水的流量。

[0026] 如图1所示，所述盖板装置7包括盖板71、位于所述盖板71下方的连接环72、位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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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连接环72下方的第一拉线73、位于所述第一拉线73右侧的第二弹簧74、位于所述第一拉

线73下方的第一电机75、设置于所述第一电机75上的第一输出轴76、位于所述第一电机75

下方的第三弯曲杆77、位于所述第一拉线73左侧的第三弹簧78、位于所述第三弹簧78左侧

的第五支架79。所述所述盖板71呈长方体，所述盖板71的上表面顶靠在所述第二框体61的

下表面上，所述第一过滤网63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盖板71的下表面上，所述盖板71采用密

封材料制成，使得所述盖板71顶靠在所述第二框体61的下表面上时，所述第二框体61内的

水不会流出。所述连接环72呈半圆环状，所述连接环72的两端与所述盖板71的下表面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拉线73的上端与所述连接环72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线73的下端与所述第

一输出轴76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74的上端与所述盖板7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

弹簧74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41固定连接，进而对所述盖板71起到支撑作用，所述第二弹

簧74的弹力足够大，使得所述盖板71紧紧顶靠在所述第二框体61的下表面上，使得所述第

二框体61内的水不会流出。所述第一电机75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正常运行，所述第一电机

75上设有开关，方便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一电机75的右表面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左表

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76呈圆柱体，所述第一输出轴76的一端与所述第一电机75连

接，使得所述第一电机75可以带动所述第一输出轴76旋转。所述第三弯曲杆77呈弯曲状，所

述第三弯曲杆77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框体41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弯曲杆77的上端与

所述第一电机7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进而对所述第一电机75起到支撑作用。所述第三弹簧

78的上端与所述盖板71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78的下端与所述第一横杆22固定连接，进

而对所述盖板71起到支撑作用。所述第五支架79呈L型，所述第五支架79的上端与所述盖板

7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五支架79的下端收容于所述第二凹槽641内且与所述第四支

架64枢轴连接，使得所述第五支架79可以围绕所述第四支架64的下端旋转，进而使得所述

盖板71可以围绕所述第四支架64的下端旋转。

[0027]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三框体装置8包括第三框体81、位于所述第三框体81下方的第

四框体82、位于所述第四框体82下方的第二过滤网83、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网83下方的第四

挡板84、位于所述第四挡板84下方的振动器85、位于所述振动器85左右两侧的第四弹簧86、

位于所述第四框体82左右两侧的第四弯曲杆87、位于所述第四框体82下方的第一连接框

88、位于所述第三框体81上方的第二连接框89及位于所述第二连接框89上方的进料斗80。

所述第三框体81呈空心的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三框体81位于所述第二框体61的上

方，所述第三框体81的下端设有开口，使得所述第三框体81的横截面呈倒置的凹字形，所述

第三框体81上设有位于其上表面的第五通孔812及位于所述第五通孔812左右两侧的第六

通孔811，所述第五通孔812呈圆形且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部相通，所述第六通孔811设有

两个，所述第六通孔811呈圆形且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部相通。所述第四框体82的横截面

呈等腰梯形，所述第四框体82的上下表面相通，所述第四框体82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三框体

8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第四框体82的内部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部相通。所述第

二过滤网83的横截面呈等腰梯形，所述第二过滤网83的上下表面相通，所述第二过滤网83

的上表面与所述第四框体83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83的侧壁可以对污泥进行

过滤。所述第四挡板84呈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四挡板84顶靠在所述第二过滤网83上。

所述振动器85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正常运行，所述振动器85与所述第四挡板84固定连接，

进而带动所述第四挡板84振动，所述振动器85上设有开关，方便其打开或者关闭，且盖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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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置在第二框体61的外侧，方便操作者控制。所述第四弹簧86设有两个，所述第四弹簧

86呈竖直状，所述第四弹簧86的下端与所述盖板71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86的上端与所

述第四挡板84固定连接，对所述第四挡板84起到支撑作用。所述第四弯曲杆87设有两个，所

述第四弯曲杆87的上端与所述第四框体81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弯曲杆87的下端与所述第二

框体6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框88呈空心的长方体，所述第一连接框88的上下表面相通，

所述第一连接框88的下端对准所述第四通孔621且与所述第二封闭板62的上表面固定连

接，使得所述第一连接框88的内部与所述第二框体61的内部相通，所述第四框体82的下端

收容于所述第一连接框88内且与所述第一连接框88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过滤网83及

第四挡板84收容于所述第一连接框88内。所述第二连接框89呈横截面为圆环的柱体，所述

第二连接框89竖直放置，所述第二连接框89的下端对准所述第五通孔812且与所述第三框

体8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第二连接框89的内部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部相通。所

述进料斗80呈空心的圆台状，所述进料斗80的上下表面相通，所述进料斗80的内部与所述

第二连接框89的内部相通。

[0028] 如图1所示，所述电机装置9设有两个且分别设置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左右两侧。

所述电机装置9包括第六支架91、设置于所述第六支架91上端的第二电机92、设置于所述第

二电机92上的第二输出轴93、设置于所述第二输出轴93上的第二拉线96、位于所述第二电

机92一侧的斜杆94、设置于所述斜杆94上端的第四滚轮95、位于所述第二拉线96下方的第

三过滤网97及位于所述第三过滤网97上方的第五弹簧98。所述第六支架91呈凹字形，所述

第六支架91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六支架91的上端与所述第二

电机92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92与电源连接，使其可以正常运行，所述第二电机92

上设有开关，方便其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二电机92的下表面与所述第三框体91的上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93呈圆柱体，所述第二输出轴93的一端与所述第二电机92连接，

使得所述第二电机92可以带动所述第二输出轴93旋转。所述斜杆94呈倾斜状，所述斜杆94

的下端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斜杆94的上端设有第三凹槽。所述第四

滚轮95呈圆柱体，所述第四滚轮95收容于所述第三凹槽内且与所述斜杆94枢轴连接，使得

所述第四滚轮可以在所述第三凹槽内旋转。所述第二拉线96的上端与所述第二输出轴93固

定连接，所述第二拉线96顶靠在所述第四滚轮95上且穿过所述第六通孔811进入到所述第

三框体81内，所述第二拉线96的下端与所述第三过滤网97固定连接。所述第三过滤网97呈

长方体，所述第三过滤网97采用弹性材料制成，使其可以弯曲变形，所述第三过滤网97的一

端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三过滤网97的另一端相互顶靠在一起。所

述第五弹簧98呈竖直状，所述第五弹簧98的上端与所述第三框体8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所

述第五弹簧98的下端与所述第三过滤网97固定连接，所述第五弹簧98处于压缩状态，使得

所述第五弹簧98向下推动所述第三过滤网97，因此，正常情况下所述第三过滤网97靠近中

间的一端向下弯曲。

[0029] 如图1所示，所述本发明高效的城市污泥脱水处理设备使用时，首先打开第二电机

92的开关，使得所述第二电机92带动所述第二输出轴93旋转，然后所述第二拉线96被拉紧，

使得所述第三过滤网97靠近中间的一端向上移动，直至左右两侧的第三过滤网97相互顶靠

在一起。然后往所述进料斗80内倒入需要处理的城市污泥，然后经过所述第二连接框89进

入到所述第三框体81内，且集中到所述第三过滤网97上。此时污泥中的部分水分经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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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97的过滤后进入到所述第四框体82内，然后经过所述第二过滤网83的过滤后进入到

所述第一连接框88内，然后集中到所述第二框体61内，且位于所述盖板71的上方。当所述盖

板71上的水较多时，打开水泵66的开关且打开第一阀门67，使得所述盖板71上的水从所述

第一管道65排出，直至将所述第二框体61内的水全部排出位置。然后关闭第二电机92的开

关，所述第五弹簧98向下推动第三过滤网97，使得所述第三过滤网97靠近中间的一端向下

移动，使得第三过滤网97弯曲，然后使得所述第三过滤网97上方的污泥流动到所述第四框

体82内，然后滑过所述第二过滤网83的内表面流动到所述第四挡板84上，然后打开振动器

85的开关，使得所述振动器85带动所述第四挡板84振动，进而使得所述第四弹簧86一会被

压缩，一会恢复原状，使得第四挡板85与所述第二过滤网83之间不时的出现间隙，进而使得

所述第四挡板84上的污泥可以穿过该间隙进入到所述第三框体61内，且集中到所述盖板71

的上方。待全部的污泥进入到所述盖板71上时，此时打开第一电机75的开关，使得所述第一

输出轴76旋转，进而使得所述第一拉线73被拉紧，使得所述盖板71的右端向下移动，进而使

得所述第二弹簧74及第三弹簧78被压缩，然后使用者握住握持环48，使得第二挡板47不再

盖住第一框体41，使得盖板71上的污泥顺着其上表面向右滑动且掉落在所述第一框体41

内。然后打开加热棒58的开关，使其开始产生热量，然后热量散发到所述第一框体41内，待

全部的污泥进入到所述第一框体41内，将第二挡板47重新盖在第一框体41上。然后污泥集

中到所述铁网51及第三挡板52上，使得热量持续对污泥进行烘干，使污泥中的水分蒸发，待

污泥变干后，打开与第二滚轮53连接的电机，使得所述第二滚轮53旋转，所述第二滚轮53带

动所述第一粉碎齿54旋转，进而对烘干的污泥进行粉碎，然后粉碎后的污泥经过铁网51的

过滤后进入到所述第一封闭板43上，此时打开与第三滚轮55连接的电机，位于左侧的第三

滚轮55逆时针旋转，位于右侧的第三滚轮55顺时针旋转，将第一封闭板43上的粉碎后的变

干的污泥集中到中间，待集中到一定量的变干后的污泥后，打开第一电缸31，使得所述第一

推动杆32向左移动，进而使得所述第一挡板34向左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挡板34不再挡住所

述第一通孔431，然后变干后的污泥经过第一通孔431进入到所述回收箱13内，方便对其进

行回收，直至所有的污泥被烘干且粉碎后收集到所述回收箱13内。至此，本发明高效的城市

污泥脱水处理设备使用过程描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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