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501088.0

(22)申请日 2020.06.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5739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8.25

(73)专利权人 内蒙古永江佳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 01032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大路煤化工基地纬四路1号

(72)发明人 李永昌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越华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4523

代理人 杨艳珊

(51)Int.Cl.

B01D 33/00(2006.01)

C02F 9/1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018209 A,2020.04.17

CN 209702458 U,2019.11.29

CN 207002475 U,2018.02.13

CN 210302737 U,2020.04.14

CN 108191113 A,2018.06.22

WO 9621624 A1,1996.07.18

EP 2099716 A1,2009.09.16

US 2019271143 A1,2019.09.05

审查员 陈晓玲

 

(54)发明名称

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

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主体，所述主体内设有污水

腔，所述污水腔内设有升降装置，所述污水腔下

方设有过滤箱，所述污水腔右方设有厌氧过滤

腔。本发明通过将工业污水在污水处理设备内进

行多次过滤，第一次过滤将大颗粒固体与工业污

水分开，再加入絮凝剂通过过滤板的搅拌从而加

速絮凝过程进行第二次过滤，与此同时使用冷热

一体机将污水腔进行保温措施，使厌氧生物处于

最适宜温度从而加快第三次过滤，过滤后通过过

滤格栅的压缩运动加快甲烷气体的收集及最后

一次过滤，在污水腔过滤下来的污水及絮凝固体

储存在过滤箱内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后的污水通

过排水泵再次排入污水腔内等待下次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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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内左侧

设有污水腔，所述污水腔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定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设有左

右对称且下端固定连接于所述污水腔底部的升降螺杆，所述升降螺杆上端向上延伸至位于

所述污水腔正上方左右对称的锥齿轮腔，所述升降装置上方及下方固定设有能左右滑动的

开口向所述污水腔内重心的左右对称的滑板装置，所述滑板装置上方及下方连通设有滑动

装置，所述升降螺杆前方设有上端向上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上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

内同时向下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下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内并继续向上及向下延伸

固定连接于所述滑动装置内的螺纹细杆，所述滑动装置能带动所述螺纹细杆左右滑动，所

述滑板装置随所述螺纹细杆的滑动而滑动，所述升降装置滑动连接设有能上下滑动的转动

装置，所述主体左侧下端且位于所述污水腔下方设有过滤箱，所述过滤箱内左右壁之间固

定设有固液分离板，所述污水腔四侧外壁环绕设有恒温腔，所述恒温腔右端下方设有冷热

一体机，所述恒温腔右端下侧与所述冷热一体机上端之间固定连接设有恒温管，所述污水

腔后方固定设有刮动腔，所述刮动腔固定设有刮动装置，所述刮动腔与所述污水腔之间连

通设有刮动杆，所述污水腔右下侧固定设有水泵，所述水泵左端与所述污水腔右壁连通设

有抽水管，所述污水腔右侧固定设有厌氧过滤腔，所述水泵将所述污水腔内沉淀后的污水

排入所述厌氧过滤腔内下端从而进行二次过滤处理，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

定设有压缩装置，所述厌氧过滤腔正上方左右对称设有齿轮腔，所述压缩装置内包括设有

上端向上延伸至所述齿轮腔内同时下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底部的压缩螺杆，所

述压缩螺杆上滑动连接设有能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上下滑动的压缩块，所述厌氧过滤腔内

左右壁之间设有格栅装置，所述格栅装置内上下左右均匀排列固定设有弹簧，所述压缩螺

杆带动所述压缩块向下移动，从而带动所述格栅装置各层向下压缩，加快厌氧过滤腔内污

水过滤的同时快速消除存于污水中及黏附于所述格栅装置上的气泡，从而加快收集所述厌

氧过滤腔内下端的厌氧生物与污水反应产生的甲烷气体；所述锥齿轮腔下端设有与所述升

降螺杆上端固定连接的传动锥齿轮，左右两侧所述锥齿轮腔之间固定设有升降电机，所述

升降电机左右两端对称且动力连接设有传动轴，左右两侧所述传动轴远离所述升降电机一

端分别延伸至左右两侧所述锥齿轮腔内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传动锥齿轮的动力锥齿轮；所

述污水腔上端面左侧后端固定设有开口向上的进水口，所述污水腔上端面右侧后端固定设

有开口向上且与所述进水口于所述污水腔轴心对称的絮凝剂口，所述污水腔与所述过滤箱

之间连通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中心固定连接设有阀门，所述过滤箱下端前壁连接设有

下排放管，所述下排放管上端连通固定连接设有抽水泵，所述抽水泵后端连接设有上排放

管，所述上排放管末端与所述污水腔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滑动装置包括四个上下对称且开

口向所述污水腔内重心的滑动腔，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之间固定设有传动腔，所述传动腔

内左右两端能转动的设有滑动齿轮，所述传动腔内固定设有啮合于左右两侧所述滑动齿轮

的传动齿轮，所述滑动齿轮轴心靠近所述传动腔左右两壁固定连接对称设有转杆，左右两

侧所述转杆远离所述传动腔一端分别延伸至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内且转动连接于所述滑

动腔远离所述传动腔一端内壁的固定块轴心，所述转杆左右两端位于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

内滑动连接设有能于所述转杆上左右滑动的滑动块，上下两侧所述滑动块上端及下端分别

与所述螺纹细杆下端及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污水腔后方中心固定设有滑动电机，所述滑动

电机上下两侧对称设有滑动齿轮腔，所述滑动齿轮腔位于所述传动腔后方，所述传动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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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面连接设有滑动转杆，所述滑动转杆末端向后延伸至所述滑动齿轮腔内固定连接设有

转杆齿轮，所述滑动齿轮腔下壁能转动的设有与所述转杆齿轮相啮合的转杆主齿轮，上下

对称所述转杆主齿轮下端面及上端面与所述滑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滑板装置与所述滑动

腔左右两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滑板弹簧，左右两侧所述滑板弹簧靠近所述螺纹细杆一端固

定连接设有滑板，所述滑板远离所述滑板弹簧一端与所述螺纹细杆外圆壁固定连接；所述

转动装置包括能于所述升降螺杆上下滑动的滑块，所述滑块前方设有移动腔，所述螺纹细

杆能于所述移动腔内左右滑动，左右两侧所述滑块之间能转动的连接设有升降过滤板，所

述升降过滤板上端面能前后滑动的设有刮板，所述升降过滤板左右两端轴心固定连接设有

转动杆，所述转动杆远离所述升降过滤板一端固定连接设有转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能转

动的与所述螺纹细杆外圆面连接，所述螺纹细杆靠近所述升降过滤板一端外圆面固定连接

设有联接块，所述联接块一端靠近所述升降过滤板固定连接设有固定杆，所述升降过滤板

靠近所述移动腔一端设有开口朝向所述固定杆的固定腔；所述厌氧过滤腔右端连接设有开

口向右的排水口，所述厌氧过滤腔右上端后侧设有开口向上的排气口，左右两侧所述齿轮

腔之间固定设有压缩电机，所述压缩螺杆上端延伸至所述齿轮腔内固定设有从动齿轮，所

述齿轮腔内壁靠近所述压缩电机一端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从动齿轮的主动齿轮，所述主动

齿轮与所述压缩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厌氧过滤腔下端左右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厌氧排水

管，所述厌氧排水管上端面均匀排列设有厌氧排水口，所述厌氧排水管远离所述厌氧过滤

腔一端与所述水泵下端固定连接；所述格栅装置内包括设有层的格栅，所述最下层格栅靠

近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底部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左右两壁固定连接，所述其它四层格栅能于

所述厌氧过滤腔内上下滑动，所述每层格栅之间由所述弹簧固定连接；所述刮动装置包括

与所述刮动杆平行且固定连接于所述刮动腔前壁的固定滑动杆，所述固定滑动杆与所述刮

动杆之间能左右滑动的滑动连接设有联动杆，所述联动杆后方固定设有能转动的转轮，所

述转轮与所述联动杆之间转动连接设有转轮杆，所述刮动腔左侧固定设有刮动电机，所述

转轮与所述刮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刮动杆前端与所述刮板后壁固定连接，所述刮板下壁

与所述升降过滤板上壁相贴合且能前后滑动；所述污水腔上端且与所述刮板相对的设有开

口向前且上下对称的固体口，所述下方固体口固定连通于所述过滤箱前端，所述上方固体

口与所述污水腔前壁之间设有滑块腔，所述滑块腔上方固定设有滑块电机，所述滑块腔内

中心固定设有能转动的滑块杆，所述滑块杆上端向上延伸至与所述滑块电机下端动力连

接，所述滑块杆两侧固定设有能于所述滑块腔内上下滑动的滑块固定杆，所述滑块杆下端

滑动连接设有升降滑块，所述滑块固定杆下端与所述升降滑块上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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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污水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

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业生产中的污水处理已引起各国的重视，工业污水排放之前必须经过过滤、

消毒处理，而现有技术对于工业污水的过滤大部分使用格栅过滤及加入絮凝剂静置处理再

排入过滤池进行厌氧生物过滤，而这类过滤技术等待时间长，占地面积大，导致效率低下，

且对厌氧生物的生存环境无法保证。本发明阐明的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技术问题：

[0004] 普通工业污水过滤池需要占地面积大，加入絮凝剂后只能被动等待絮凝过程，且

污水过滤不完全，致使厌氧反应时间长，效率低。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例设计了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本例的

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主体，所述主体内左侧设有污水腔，所述污

水腔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定设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设有左右对称且下端固定连

接于所述污水腔底部的升降螺杆，所述升降螺杆上端向上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正上方左

右对称的锥齿轮腔，所述升降装置上方及下方固定设有能左右滑动的开口向所述污水腔内

重心的左右对称的滑板装置，所述滑板装置上方及下方连通设有滑动装置，所述升降螺杆

前方设有上端向上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上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内同时向下延伸至

位于所述污水腔下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内并继续向上及向下延伸固定连接于所述滑

动装置内的螺纹细杆，所述滑动装置能带动所述螺纹细杆左右滑动，所述滑板装置随所述

螺纹细杆的滑动而滑动，所述升降装置滑动连接设有能上下滑动的转动装置，所述主体左

侧下端且位于所述污水腔下方设有过滤箱，所述过滤箱内左右壁之间固定设有固液分离

板，所述污水腔四侧外壁环绕设有恒温腔，所述恒温腔右端下方设有冷热一体机，所述恒温

腔右端下侧与所述冷热一体机上端之间固定连接设有恒温管，所述污水腔后方固定设有刮

动腔，所述刮动腔固定设有刮动装置，所述刮动腔与所述污水腔之间连通设有刮动杆，所述

污水腔右下侧固定设有水泵，所述水泵左端与所述污水腔右壁连通设有抽水管，所述污水

腔右侧固定设有厌氧过滤腔，所述水泵将所述污水腔内沉淀后的污水排入所述厌氧过滤腔

内下端从而进行二次过滤处理，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定设有压缩装置，所

述厌氧过滤腔正上方左右对称设有齿轮腔，所述压缩装置内包括设有上端向上延伸至所述

齿轮腔内同时下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底部的压缩螺杆，所述压缩螺杆上滑动连

接设有能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上下滑动的压缩块，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左右壁之间设有格栅

装置，所述格栅装置内上下左右均匀排列固定设有弹簧，所述压缩螺杆带动所述压缩块向

下移动，从而带动所述格栅装置各层向下压缩，加快厌氧过滤腔内污水过滤的同时快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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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存于污水中及黏附于所述格栅装置上的气泡，从而加快收集所述厌氧过滤腔内下端的厌

氧生物与污水反应产生的甲烷气体。

[0006] 可优选地，所述锥齿轮腔下端设有与所述升降螺杆上端固定连接的传动锥齿轮，

左右两侧所述锥齿轮腔之间固定设有升降电机，所述升降电机左右两端对称且动力连接设

有传动轴，左右两侧所述传动轴远离所述升降电机一端分别延伸至左右两侧所述锥齿轮腔

内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传动锥齿轮的动力锥齿轮。

[0007] 可优选地，所述污水腔上端面左侧后端固定设有开口向上的进水口，所述污水腔

上端面右侧后端固定设有开口向上且与所述进水口于所述污水腔轴心对称的絮凝剂口，所

述污水腔与所述过滤箱之间连通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中心固定连接设有阀门，所述过

滤箱下端前壁连接设有下排放管，所述下排放管上端连通固定连接设有抽水泵，所述抽水

泵后端连接设有上排放管，所述上排放管末端与所述污水腔上端固定连接。

[0008] 可优选地，所述滑动装置包括四个上下对称且开口向所述污水腔内重心的滑动

腔，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之间固定设有传动腔，所述传动腔内左右两端能转动的设有滑动

齿轮，所述传动腔内固定设有啮合于左右两侧所述滑动齿轮的传动齿轮，所述滑动齿轮轴

心靠近所述传动腔左右两壁固定连接对称设有转杆，左右两侧所述转杆远离所述传动腔一

端分别延伸至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内且转动连接于所述滑动腔远离所述传动腔一端内壁

的固定块轴心，所述转杆左右两端位于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内滑动连接设有能于所述转杆

上左右滑动的滑动块，上下两侧所述滑动块上端及下端分别与所述螺纹细杆下端及上端固

定连接，所述污水腔后方中心固定设有滑动电机，所述滑动电机上下两侧对称设有滑动齿

轮腔，所述滑动齿轮腔位于所述传动腔后方，所述传动齿轮后端面连接设有滑动转杆，所述

滑动转杆末端向后延伸至所述滑动齿轮腔内固定连接设有转杆齿轮，所述滑动齿轮腔下壁

能转动的设有与所述转杆齿轮相啮合的转杆主齿轮，上下对称所述转杆主齿轮下端面及上

端面与所述滑动电机动力连接。

[0009] 可优选地，所述滑板装置与所述滑动腔左右两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滑板弹簧，左

右两侧所述滑板弹簧靠近所述螺纹细杆一端固定连接设有滑板，所述滑板远离所述滑板弹

簧一端与所述螺纹细杆外圆壁固定连接。

[0010] 可优选地，所述转动装置包括能于所述升降螺杆上下滑动的滑块，所述滑块前方

设有移动腔，所述螺纹细杆能于所述移动腔内左右滑动，左右两侧所述滑块之间能转动的

连接设有升降过滤板，所述升降过滤板上端面能前后滑动的设有刮板，所述升降过滤板左

右两端轴心固定连接设有转动杆，所述转动杆远离所述升降过滤板一端固定连接设有转动

齿轮，所述转动齿轮能转动的与所述螺纹细杆外圆面连接，所述螺纹细杆靠近所述升降过

滤板一端外圆面固定连接设有联接块，所述联接块一端靠近所述升降过滤板固定连接设有

固定杆，所述升降过滤板靠近所述移动腔一端设有开口朝向所述固定杆的固定腔。

[0011] 可优选地，所述厌氧过滤腔右端连接设有开口向右的排水口，所述厌氧过滤腔右

上端后侧设有开口向上的排气口，左右两侧所述齿轮腔之间固定设有压缩电机，所述压缩

螺杆上端延伸至所述齿轮腔内固定设有从动齿轮，所述齿轮腔内壁靠近所述压缩电机一端

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从动齿轮的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所述压缩电机动力连接，所述

厌氧过滤腔下端左右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厌氧排水管，所述厌氧排水管上端面均匀排列设

有厌氧排水口，所述厌氧排水管远离所述厌氧过滤腔一端与所述水泵下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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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可优选地，所述格栅装置内包括设有层的格栅，所述最下层格栅靠近所述厌氧过

滤腔内底部与所述厌氧过滤腔内左右两壁固定连接，所述其它四层格栅能于所述厌氧过滤

腔内上下滑动，所述每层格栅之间由所述弹簧固定连接。

[0013] 可优选地，所述刮动装置包括与所述刮动杆平行且固定连接于所述刮动腔前壁的

固定滑动杆，所述固定滑动杆与所述刮动杆之间能左右滑动的滑动连接设有联动杆，所述

联动杆后方固定设有能转动的转轮，所述转轮与所述联动杆之间转动连接设有转轮杆，所

述刮动腔左侧固定设有刮动电机，所述转轮与所述刮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刮动杆前端与

所述刮板后壁固定连接，所述刮板下壁与所述升降过滤板上壁相贴合且能前后滑动。

[0014] 可优选地，所述污水腔上端且与所述刮板相对的设有开口向前且上下对称的固体

口，所述下方固体口固定连通于所述过滤箱前端，所述上方固体口与所述污水腔前壁之间

设有滑块腔，所述滑块腔上方固定设有滑块电机，所述滑块腔内中心固定设有能转动的滑

块杆，所述滑块杆上端向上延伸至与所述滑块电机下端动力连接，所述滑块杆两侧固定设

有能于所述滑块腔内上下滑动的滑块固定杆，所述滑块杆下端滑动连接设有升降滑块，所

述滑块固定杆下端与所述升降滑块上端固定连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将工业污水在污水处理设备内进行多次过滤，

第一次过滤将大颗粒固体与工业污水分开，再加入絮凝剂通过过滤板的搅拌从而加速絮凝

过程进行第二次过滤，与此同时使用冷热一体机将污水腔进行保温措施，使厌氧生物处于

最适宜温度从而加快第三次过滤，过滤后通过过滤格栅的压缩运动加快甲烷气体的收集及

最后一次过滤，在污水腔过滤下来的污水及絮凝固体储存在过滤箱内进行固液分离，分离

后的污水通过排水泵再次排入污水腔内等待下次过滤。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A-A”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1的“B-B”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1的“C-C”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1的“D”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1的“E”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7为图1的“F”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4] 图8为图2的“G”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9为图4的“H”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图1-图9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2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主体11，所述主体

11内左侧设有污水腔12，所述污水腔12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定设有升降装置101，所述升降

装置101包括设有左右对称且下端固定连接于所述污水腔12底部的升降螺杆14，所述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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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14上端向上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12正上方左右对称的锥齿轮腔15，所述升降装置

101上方及下方固定设有能左右滑动的开口向所述污水腔12内重心的左右对称的滑板装置

102，所述滑板装置102上方及下方连通设有滑动装置103，所述升降螺杆14前方设有上端向

上延伸至位于所述污水腔12上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102内同时向下延伸至位于所述污

水腔12下端外表面的所述滑板装置102内并继续向上及向下延伸固定连接于所述滑动装置

103内的螺纹细杆13，所述滑动装置103能带动所述螺纹细杆13左右滑动，所述滑板装置102

随所述螺纹细杆13的滑动而滑动，所述升降装置101滑动连接设有能上下滑动的转动装置

104，所述主体11左侧下端且位于所述污水腔12下方设有过滤箱16，所述过滤箱16内左右壁

之间固定设有固液分离板17，所述污水腔12四侧外壁环绕设有恒温腔18，所述恒温腔18右

端下方设有冷热一体机31，所述恒温腔18右端下侧与所述冷热一体机31上端之间固定连接

设有恒温管58，所述污水腔12后方固定设有刮动腔75，所述刮动腔75固定设有刮动装置

107，所述刮动腔75与所述污水腔12之间连通设有刮动杆71，所述污水腔12右下侧固定设有

水泵20，所述水泵20左端与所述污水腔12右壁连通设有抽水管19，所述污水腔12右侧固定

设有厌氧过滤腔21，所述水泵20将所述污水腔12内沉淀后的污水排入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

下端从而进行二次过滤处理，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左右壁中心对称固定设有压缩装置106，

所述厌氧过滤腔21正上方左右对称设有齿轮腔22，所述压缩装置106内包括设有上端向上

延伸至所述齿轮腔22内同时下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底部的压缩螺杆32，所述

压缩螺杆32上滑动连接设有能于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上下滑动的压缩块23，所述厌氧过滤

腔21内左右壁之间设有格栅装置105，所述格栅装置105内上下左右均匀排列固定设有弹簧

24，所述压缩螺杆32带动所述压缩块23向下移动，从而带动所述格栅装置105各层向下压

缩，加快厌氧过滤腔21内污水过滤的同时快速消除存于污水中及黏附于所述格栅装置105

上的气泡，从而加快收集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下端的厌氧生物与污水反应产生的甲烷气

体。

[0028] 有益地，所述锥齿轮腔15下端设有与所述升降螺杆14上端固定连接的传动锥齿轮

25，左右两侧所述锥齿轮腔15之间固定设有升降电机28，所述升降电机28左右两端对称且

动力连接设有传动轴27，左右两侧所述传动轴27远离所述升降电机28一端分别延伸至左右

两侧所述锥齿轮腔15内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传动锥齿轮25的动力锥齿轮26。

[0029] 有益地，所述污水腔12上端面左侧后端固定设有开口向上的进水口29，所述污水

腔12上端面右侧后端固定设有开口向上且与所述进水口29于所述污水腔12轴心对称的絮

凝剂口30，所述污水腔12与所述过滤箱16之间连通设有排水管47，所述排水管47中心固定

连接设有阀门48，所述过滤箱16下端前壁连接设有下排放管49，所述下排放管49上端连通

固定连接设有抽水泵51，所述抽水泵51后端连接设有上排放管50，所述上排放管50末端与

所述污水腔12上端固定连接。

[0030] 有益地，所述滑动装置103包括四个上下对称且开口向所述污水腔12内重心的滑

动腔33，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33之间固定设有传动腔34，所述传动腔34内左右两端能转动

的设有滑动齿轮40，所述传动腔34内固定设有啮合于左右两侧所述滑动齿轮40的传动齿轮

41，所述滑动齿轮40轴心靠近所述传动腔34左右两壁固定连接对称设有转杆35，左右两侧

所述转杆35远离所述传动腔34一端分别延伸至左右两侧所述滑动腔33内且转动连接于所

述滑动腔33远离所述传动腔34一端内壁的固定块36轴心，所述转杆35左右两端位于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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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所述滑动腔33内滑动连接设有能于所述转杆35上左右滑动的滑动块37，上下两侧所述滑

动块37上端及下端分别与所述螺纹细杆13下端及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污水腔12后方中心固

定设有滑动电机45，所述滑动电机45上下两侧对称设有滑动齿轮腔46，所述滑动齿轮腔46

位于所述传动腔34后方，所述传动齿轮41后端面连接设有滑动转杆42，所述滑动转杆42末

端向后延伸至所述滑动齿轮腔46内固定连接设有转杆齿轮43，所述滑动齿轮腔46下壁能转

动的设有与所述转杆齿轮43相啮合的转杆主齿轮44，上下对称所述转杆主齿轮44下端面及

上端面与所述滑动电机45动力连接。

[0031] 有益地，所述滑板装置102与所述滑动腔33左右两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滑板弹簧

38，左右两侧所述滑板弹簧38靠近所述螺纹细杆13一端固定连接设有滑板39，所述滑板39

远离所述滑板弹簧38一端与所述螺纹细杆13外圆壁固定连接。

[0032] 有益地，所述转动装置104包括能于所述升降螺杆14上下滑动的滑块52，所述滑块

52前方设有移动腔53，所述螺纹细杆13能于所述移动腔53内左右滑动，左右两侧所述滑块

52之间能转动的连接设有升降过滤板57，所述升降过滤板57上端面能前后滑动的设有刮板

55，所述升降过滤板57左右两端轴心固定连接设有转动杆56，所述转动杆56远离所述升降

过滤板57一端固定连接设有转动齿轮54，所述转动齿轮54能转动的与所述螺纹细杆13外圆

面连接，所述螺纹细杆13靠近所述升降过滤板57一端外圆面固定连接设有联接块82，所述

联接块82一端靠近所述升降过滤板57固定连接设有固定杆83，所述升降过滤板57靠近所述

移动腔53一端设有开口朝向所述固定杆83的固定腔84。

[0033] 有益地，所述厌氧过滤腔21右端连接设有开口向右的排水口59，所述厌氧过滤腔

21右上端后侧设有开口向上的排气口60，左右两侧所述齿轮腔22之间固定设有压缩电机

61，所述压缩螺杆32上端延伸至所述齿轮腔22内固定设有从动齿轮62，所述齿轮腔22内壁

靠近所述压缩电机61一端固定设有啮合于所述从动齿轮62的主动齿轮63，所述主动齿轮63

与所述压缩电机61动力连接，所述厌氧过滤腔21下端左右壁之间固定连接设有厌氧排水管

65，所述厌氧排水管65上端面均匀排列设有厌氧排水口66，所述厌氧排水管65远离所述厌

氧过滤腔21一端与所述水泵20下端固定连接。

[0034] 有益地，所述格栅装置105内包括设有5层的格栅64，所述最下层格栅64靠近所述

厌氧过滤腔21内底部与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左右两壁固定连接，所述其它四层格栅64能于

所述厌氧过滤腔21内上下滑动，所述每层格栅64之间由所述弹簧24固定连接。

[0035] 有益地，所述刮动装置107包括与所述刮动杆71平行且固定连接于所述刮动腔75

前壁的固定滑动杆67，所述固定滑动杆67与所述刮动杆71之间能左右滑动的滑动连接设有

联动杆68，所述联动杆68后方固定设有能转动的转轮69，所述转轮69与所述联动杆68之间

转动连接设有转轮杆70，所述刮动腔75左侧固定设有刮动电机74，所述转轮69与所述刮动

电机74动力连接，所述刮动杆71前端与所述刮板55后壁固定连接，所述刮板55下壁与所述

升降过滤板57上壁相贴合且能前后滑动。

[0036] 有益地，所述污水腔12上端且与所述刮板55相对的设有开口向前且上下对称的固

体口76，所述下方固体口76固定连通于所述过滤箱16前端，所述上方固体口76与所述污水

腔12前壁之间设有滑块腔80，所述滑块腔80上方固定设有滑块电机77，所述滑块腔80内中

心固定设有能转动的滑块杆78，所述滑块杆78上端向上延伸至与所述滑块电机77下端动力

连接，所述滑块杆78两侧固定设有能于所述滑块腔80内上下滑动的滑块固定杆79，所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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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杆78下端滑动连接设有升降滑块81，所述滑块固定杆79下端与所述升降滑块81上端固定

连接。

[0037] 以下结合图1至图9对本文中的一种加快过滤且恒温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的使用

步骤进行详细说明：

[0038] 初始状态时，螺纹细杆13位于升降螺杆14正前方，转动装置104位于污水腔12内上

端且位于螺纹细杆13的螺纹上方，升降过滤板57与污水腔12平行且前后端与污水腔12前后

壁相贴合，联动杆68位于固定滑动杆67后端，刮板55后端与污水腔12后壁相贴合，升降滑块

81位于滑块腔80下端面将固体口76开口封住防止污水进入固体口76内，压缩块23位于格栅

64上方，。

[0039] 注入工业污水后，升降过滤板57将污水中大颗粒固体截留在其表面进行第一次过

滤，刮动电机74启动带动转轮69转动从而带动转轮杆70转动，转轮杆70带动联动杆68在固

定滑动杆67上前后滑动从而带动刮动杆71前后滑动进而带动刮板55在升降过滤板57上壁

往前刮动，同时滑块电机77启动带动升降滑块81在滑块腔80内上升到滑块腔80上端，刮板

55将污水中大颗粒固体通过固体口76进入过滤箱16内，固液分离板17将大颗粒固体截留在

固液分离板17表面，多余的污水通过固液分离板17储存进过滤箱16下端，冷热一体机31启

动，通过恒温腔18将污水腔12内工业污水保持在滑动腔33到转杆35摄氏度之间进而使厌氧

过滤腔21底部的厌氧生物处于最适宜产生反应的温度范围。

[0040] 搅拌时，升降电机28启动带动左右两侧传动轴27转动进而带动动力锥齿轮26转动

从而打动传动锥齿轮25转动，传动锥齿轮25通过升降螺杆14带动转动装置104下降至螺纹

细杆13螺纹处从而开始带动转动齿轮54滚动进而带动升降过滤板57开始转动，同时絮凝剂

通过絮凝剂口30进入污水腔12内工业污水中，升降过滤板57转动带动污水腔12内工业污水

开始上下搅拌加快絮凝剂分解进而缩短工业污水絮凝时间，上下两次搅拌后转动装置104

上升使升降过滤板57回归到初始位置，升降电机28停止静等一段时间等待工业污水平静，

此时滑动电机45启动，带动上下两侧的转杆主齿轮44转动进而带动转杆齿轮43转动从而带

动污水腔12上方左右两侧的滑动齿轮40转动，滑动齿轮40带动滑动腔33内的滑动块37向污

水腔12中心滑动，滑动块37带动螺纹细杆13在移动腔53内向中心滑动从而使螺纹细杆13不

再和转动齿轮54螺纹连接，螺纹细杆13在移动腔53内向污水腔12中心滑动带动联接块82进

而推动固定杆83向固定腔84内移动进而锁住升降过滤板57，从而使升降过滤板57不再转

动，同时滑动腔33内下端且紧密贴合螺纹细杆13外圆面的滑板39随着螺纹细杆13向中心移

动而移动从而防止工业污水进入滑动腔33内腐蚀机械零件。

[0041] 第二次过滤时，升降电机28再次启动带动转动装置104缓慢下降将漂浮在工业污

水内的絮凝固体往下压缩，直至转动装置104下降到抽水管19下方停止滑动。

[0042] 第三次过滤时，水泵20启动将污水腔12内二次过滤的工业污水通过抽水管19排入

厌氧排水管65内，厌氧排水管65内的污水通过均匀排列的厌氧排水口66排入厌氧过滤腔21

下端的厌氧生物内，厌氧生物通过厌氧反应将工业污水第三次过滤，一段时间后压缩电机

61启动，带动主动齿轮63转动进而带动从动齿轮62转动从而带动压缩块23在压缩螺杆32上

下降，从而将格栅64往下压进行最后一次过滤，同时格栅64下层固定在厌氧过滤腔21内壁

上保持不动，多次压缩后水中由厌氧生物产生的甲烷气体快速上升通过排气口60排入外部

储存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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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排放过滤后的水时，压缩电机61停止，一段时间后通过压缩螺杆32排入外部储存

设备内，升降电机28启动带动转动装置104上升至初始位置，升降电机28停止，滑动电机45

启动将螺纹细杆13复位，滑动电机45停止，同时阀门48打开将第二次过滤后的絮凝固体连

同污水通过排水管47排入过滤箱16内，固液分离板17将污水中的固体截留在固液分离板17

表面，污水储存在固液分离板17下端，之后抽水泵51启动将过滤箱16内的污水通过下排放

管49排入上排放管50内进而通过升降过滤板57过滤储存在污水腔12内等待下次污水过滤。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将工业污水在污水处理设备内进行多次过滤，

第一次过滤将大颗粒固体与工业污水分开，再加入絮凝剂通过过滤板的搅拌从而加速絮凝

过程进行第二次过滤，与此同时使用冷热一体机将污水腔进行保温措施，使厌氧生物处于

最适宜温度从而加快第三次过滤，过滤后通过过滤格栅的压缩运动加快甲烷气体的收集及

最后一次过滤，在污水腔过滤下来的污水及絮凝固体储存在过滤箱内进行固液分离，分离

后的污水通过排水泵再次排入污水腔内等待下次过滤。

[0045] 通过以上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的范围内根据工作模式做出各种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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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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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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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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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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