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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的污水处

理处理装置污水处理时间长，净化效果差的问

题，其包括桶体，所述桶体内设有转动轴，转动轴

的下部固定有多个螺旋叶片，转动轴上装有太阳

轮，太阳轮外侧啮合有多个行星轮，行星轴贯穿

行星轮，行星轴上套装有连接台，连接台下端固

定有活性炭吸附棒，连接台内可转动的安装有连

接块，连接块上固定有两个摩擦块，摩擦块的左

端与连接块铰接固定，摩擦块的右端连接有凸

台，两个凸台之间设有凸轮，凸轮经凸轮轴可转

动的固定在连接块上，两个凸台之间还设有强力

拉簧，转动轴上可转动的固定有第二行星架，第

二行星架置于连接台的上方，第二行星架下端固

定有导轨，连接台上设有导向槽，导轨可滑动的

插入导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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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桶体（1），所述桶体（1）内设有转动轴（2），转动轴（2）的下部固定

有多个螺旋叶片（3），转动轴（2）上装有太阳轮（4），太阳轮（4）外侧啮合有多个行星轮（5），

行星轮（5）外侧啮合有外齿圈（28），外齿圈（28）固定在桶体（1）上，行星轮（5）上方设有第一

行星架（6），第一行星架（6）可转动的固定在转动轴（2）上，第一行星架（6）上可转动的固定

有行星轴（7），行星轴（7）贯穿行星轮（5），行星轮（5）固定在行星轴（7）上；

行星轴（7）上套装有连接台（8），连接台（8）下端固定有活性炭吸附棒（9），连接台（8）上

部设有阶梯状的圆孔，圆孔经阶梯分为上圆孔和下圆孔，下圆孔内可转动的安装有连接块

（10），连接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连接块（10）上固定有两个摩擦块（11），两个摩擦

块（11）关于过行星轴（7）的轴线的竖直平面对称，摩擦块（11）的左端与连接块（10）铰接固

定，摩擦块（11）的右端连接有凸台（12），两个凸台（12）之间设有凸轮（13），凸轮（13）经凸轮

轴（24）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块（10）上，两个凸台之间还设有强力拉簧（25），构成转动凸轮

（13）带动摩擦块（11）挤压连接台（8）或者强力拉簧（25）拉动摩擦块（11）挤压行星轴（7）的

结构；

转动轴（2）上可转动的固定有第二行星架（14），第二行星架（14）置于连接台（8）的上

方，第二行星架（14）下端固定有导轨（15），连接台（8）上设有导向槽（16），导轨（15）可滑动

的插入导向槽（16）；

转动轴（2）下部固定有第三行星架（17），行星轴（7）下端可转动的固定在第三行星架

（17）上，凸轮轴（24）上端穿过凸轮（13）置于凸轮（13）上方且固定有凸轮手柄（26），凸轮手

柄（26）的右端插装有定位销（27），定位销（27）的下端插入连接台（8）上两个定位孔中的其

中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2）的上端穿过桶体

（1）置于桶体（1）的上方且连接有电机（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的右上端设有进水

孔，进水孔内固定有进水管（19），进水管（19）的出水端固定有过滤网（20），进水管（19）的进

水端设有进水阀门（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左下端设有出水孔，

出水孔内固定有出水管（22），出水管（22）的出水端设有出水阀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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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关于水污染的话题不断被提起，特别是地下水污染问题，浙江杭州、温州等地有农

民或者企业家出资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此来引起大家对水污染严重程度的关注，虽然

各个环保局长都选择了沉默或者拒绝，但是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对水污染的关切程度达

到了空前。

[0003] 地表水污染显而易见，地下水 的污染却是触目惊心。中国13亿人口中，有70%饮用

地下水，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水源。但是据介绍，全国90%的城市地

下水已收到污染。

[0004] 而另一组数据亦表明。地下水正面临严峻挑战，2011年，北京、上海等9个省市对辖

区内的857眼监测井进行过评价水质为Ⅰ类、Ⅱ类的监测井占比2%，而Ⅳ类、Ⅴ类的监测井多

达76.8%。

[0005] 九个省市中，水质最好的当属海南省，以Ⅱ类为主，上海、北京次之，多为Ⅲ类，黑

龙江及江苏则以Ⅳ类水占比最高，而吉林、辽宁、广东、宁夏四省区普遍只打到Ⅴ类的水平。

[0006] 水污染情况不断加剧，使得污水处理和再生行业受到空前的关注，近两年各地区

毛利率都保持在70%左右，甚至有的地区超过100%。行业发展潜力非常大。

[0007] 现在的污水处理大都采用污水塔，塔内设置有静止的活性炭吸附层，经过一段时

间以后，活性炭吸附层将水中的杂质吸附，起到对污水净化的作用，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可以

起到净化的作用，但是整个净化过程需要的时间较长，净化效果不是太好，不能很好的满足

对污水快速处理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污水处理装置，有效的解

决了现有的污水处理处理装置污水处理时间长，净化效果差的问题。

[0009]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包括桶体，所述桶体内设有转动轴，转动轴的下部固

定有多个螺旋叶片，转动轴上装有太阳轮，太阳轮外侧啮合有多个行星轮，行星轮外侧啮合

有外齿圈，外齿圈固定在桶体上，行星轮上方设有第一行星架，第一行星架可转动的固定在

转动轴上，第一行星架上可转动的固定有行星轴，行星轴贯穿行星轮，行星轮固定在行星轴

上；

[0010] 行星轴上套装有连接台，连接台下端固定有活性炭吸附棒，连接台上部设有阶梯

状的圆孔，圆孔经阶梯分为上圆孔和下圆孔，下圆孔内可转动的安装有连接块，连接块与行

星轴螺纹连接，连接块上固定有两个摩擦块，两个摩擦块关于过行星轴的轴线的竖直平面

对称，摩擦块的左端与连接块铰接固定，摩擦块的右端连接有凸台，两个凸台之间设有凸

轮，凸轮经凸轮轴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块上，两个凸台之间还设有强力拉簧，构成转动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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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摩擦块挤压连接台或者强力拉簧拉动摩擦块挤压行星轴的结构；

[0011] 转动轴上可转动的固定有第二行星架，第二行星架置于连接台的上方，第二行星

架下端固定有导轨，连接台上设有导向槽，导轨可滑动的插入导向槽。

[0012] 本发明结构新巧妙新颖，操作简单使用，转动凸轮手柄实现摩擦块挤压连接台或

者挤压行星轴，在转动轴上的螺旋叶片搅拌水使水处于流动状态时，可以实现位于行星轴

上的活性炭吸附棒的绕转动轴的轴线公转，同时绕着行星轴竖直升降，增加活性炭吸附棒

与水中杂质接触的概率，还可以实现活性炭吸附棒相对静止的固定在行星轴上，活性炭吸

附棒绕着转动轴的轴线公转，多个活性炭吸附棒可绕转动轴的轴线公转，也可以同时绕着

转动轴的轴线公转的同时竖直升降，多个活性炭吸附棒的运动组合形式较多，可以很好的

实现对污水的处理。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中A-A视图。

[0015] 图3为图1中B部放大图。

[0016] 图4为图3的俯视图。

[0017] 图5为图4中C部放大图。

[0018] 图6为图5中D-D视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连接台主视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连接台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1-8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由图1-8给出，本发明包括桶体1，所述桶体1内设有转动轴2，转动轴2的下部固定

有多个螺旋叶片3，转动轴2上装有太阳轮4，太阳轮4外侧啮合有多个行星轮5，行星轮5外侧

啮合有外齿圈28，外齿圈28固定在桶体1上，行星轮5上方设有第一行星架6，第一行星架6可

转动的固定在转动轴2上，第一行星架6上可转动的固定有行星轴7，行星轴7贯穿行星轮5，

行星轮5固定在行星轴7上；

[0023] 行星轴7上套装有连接台8，连接台8下端固定有活性炭吸附棒9，连接台8上部设有

阶梯状的圆孔，圆孔经阶梯分为上圆孔和下圆孔，下圆孔内可转动的安装有连接块10，连接

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连接块10上固定有两个摩擦块11，两个摩擦块11关于过行星轴7

的轴线的竖直平面对称，摩擦块11的左端与连接块10铰接固定，摩擦块11的右端连接有凸

台12，两个凸台12之间设有凸轮13，凸轮13经凸轮轴24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块10上，两个凸

台之间还设有强力拉簧25，构成转动凸轮13带动摩擦块11挤压连接台8或者强力拉簧25拉

动摩擦块11挤压行星轴7的结构；

[0024] 转动轴2上可转动的固定有第二行星架14，第二行星架14置于连接台8的上方，第

二行星架14下端固定有导轨15，连接台8上设有导向槽16，导轨15可滑动的插入导向槽16。

[0025] 为了保证行星轴7转动时的稳定性，转动轴2下部固定有第三行星架17，行星轴7下

端可转动的固定在第三行星架1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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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为了实现转动轴2的转动，所述转动轴2的上端穿过桶体1置于桶体1的上方且连接

有电机18。

[0027] 为了方便凸轮13的定位，凸轮轴24上端穿过凸轮13置于凸轮13上方且固定有凸轮

手柄26，凸轮手柄26的右端插装有定位销27，定位销27的下端插入连接台8上两个定位孔中

的其中一个。

[0028] 为了实现桶体1内加水的方便，所述桶体1的右上端设有进水孔，进水孔内固定有

进水管19，进水管19的出水端固定有过滤网20，进水管19的进水端设有进水阀门21。

[0029] 为了实现污水处理结束后排放的方便，所述桶体1左下端设有出水孔，出水孔内固

定有出水管22，出水管22的出水端设有出水阀门23。

[0030] 本发明使用时，通过水泵将污水通过连接在桶体1上的进水管19向桶体1内注入污

水，污水经过滤网20进入桶体1内，实现对污水的第一次净化处理，进入桶体1内的污水适量

时，启动位于桶体1上方的电机18，电机18经联轴器带动转动轴2转动，转动轴2下部固定有

多个螺旋叶片3，转动轴2带动螺旋叶片3一起转动，将桶体1内静止的水搅拌起来，使水处于

流动的状态。

[0031] 转动轴2上固定有太阳轮4，太阳轮4外侧啮合有多个行星轮5，行星轮5外侧啮合有

外齿圈28，外齿圈28固定在桶体1上，转动轴2带动太阳轮4绕转动轴2轴线转动，太阳轮4带

动行星轮5转动，行星轮5自转的同时绕着太阳轮4的轴线公转，行星轮5上方设有第一行星

架6，第一行星架6可转动的固定在转动轴2上，第一行星架6可转动的固定在转动轴2上，第

一行星架6上可转动的固定有行星轴7，行星轴7贯穿行星轮5，行星轮5固定在行星轴7上，行

星轴7自转的同时绕转动轴2的轴线公转，第一行星架6随行星轮5绕着太阳轮4的轴线公转。

[0032] 行星轴7上套接有连接台8，连接台8的下端固定有活性炭吸附棒9，活性炭吸附棒9

可以实现对水中杂质的清除，连接台8上部设有阶梯状的圆孔，圆孔经阶梯分为上圆孔和下

圆孔，下圆孔内可转动的固定有连接块10，连接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构成行星轴7转动

带动连接块10转动的结构，连接块10上固定有两个摩擦块11，两个摩擦块11关于行星轴7轴

线所在的竖直平面对称设置，摩擦块11的左端与连接块10铰接，摩擦块11的右端固定连接

有凸台12，两个凸台12之间设有凸轮13，凸轮13经凸轮轴24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块10上，两

个凸台之间还设有强力拉簧25，构成转动凸轮13带动摩擦块11挤压连接台8或者强力拉簧

25拉动摩擦块11挤压行星轴7的结构，转动凸轮手柄26带动凸轮13转动，使凸轮13与凸台12

不在接触，采用定位销27插入对应的定位孔中固定，凸轮13位置不在发生变动，在强力拉簧

25的作用下，摩擦块11挤压行星轴7，因摩擦块11与行星轴7之间的挤压从而产生较大的摩

擦力，摩擦块11与行星轴7连接成为了一个整体，摩擦块11固定在连接块10上，连接块10可

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台8上，连接块10随行星轴7的转动而转动，连接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

接，螺纹连接具有自锁功能，连接台8的竖直位置不会发生升降，连接台8下方固定在活性炭

吸附棒9的竖直位置无法移动，活性炭吸附棒9随着连接台8绕着转动轴2的轴线做公转运

动，活性炭吸附棒9做公转即起到了搅拌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活性炭吸附棒9与水中杂质接触

的概率，加快水中杂质的清除。

[0033] 拔出定位销27，转动凸轮手柄26带动凸轮13转动，使凸轮13挤压凸台12从而摩擦

块11挤压连接块10，将定位销27插入对应的定位孔中，因摩擦块11与连接块10之间的挤压

从而产生较大的摩擦力，摩擦块11与连接块10成为了一个整体，摩擦块11固定在连接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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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连接块10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台8上，连接块10因摩擦块11挤压连接台8从而与连接台8

之间无相对转动的状态，连接块10与连接台8成为一个整体，连接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

转动轴2上可转动的固定有第二行星架14，第二行星架14置于连接台8的上方，第二行星架

14下端固定有导轨15，连接台8上设有导向槽16，导轨15可滑动的插入导向槽16，行星轴7经

连接块10带动连接台8沿着导轨15升降，因连接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的自锁功能，连接

台8不会出现突然滑落的安全问题，连接台8下方固定有活性炭吸附棒9，活性炭吸附棒9随

着连接台8绕转动轴2的轴线做公转运动的同时，可以沿着导轨15竖直升降，使得活性炭吸

附棒9可以处于不同的位置，活性炭吸附棒9公转的同时竖直升降加快了活性炭吸附棒9与

水中杂质接触的概率，加快水中杂质的清除，污水处理结束完成以后经桶体1上的出水管22

排出。

[003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以下益处：1）桶体1内固定有太阳轮4，太阳轮4固定在转

动轴2上，转动轴2下部固定有螺旋叶片3，螺旋叶片3随转动轴2转动将桶体1内的水搅动，从

而使水流动增大了活性炭吸附棒9与水中杂质接触的概率，加快活性炭吸附棒9吸附杂质的

速度；2）太阳轮4啮合行星轮5，行星轴7上固定有连接台8，连接台8下方固定有活性炭吸附

棒9，活性炭吸附棒9随着行星轴7绕着转动轴2的轴线公转，也起到了对水搅拌的作用，加快

活性炭吸附棒9对水中杂质的吸附；3）摩擦块11挤压连接台8，摩擦块11与连接台8成为一个

整体，连接块10与连接台8之间无相对转动的关系，连接台8下方固定的活性炭吸附棒9在第

二行星架14导轨15的限位作用下，活性炭吸附棒9可实现竖直的升降，活性炭吸附棒9在绕

着转动轴2的轴线公转的同时可以实现竖直的升降，活性炭吸附棒9与水中杂质接触的概率

极大的增大，可快速实现对污水的处理；4）摩擦块11挤压行星轴7，摩擦块11与行星轴7成为

了一个整体，连接块10可转动的固定在连接台8内，连接块10随着行星轴7一起转动，因连接

块10与行星轴7螺纹连接的自锁作用，连接台8的竖直位置被固定，活性炭吸附层绕着转动

轴2的轴线公转，活性炭的竖直位置不发生升降，将某一水层内水中杂质吸附干净；5）转动

凸轮手柄26至相应的位置即可实现摩擦块11向外侧挤压连接台8或者向内侧挤压行星轴7，

操作简单快捷；6）多个活性炭吸附棒9既可以同时升降转动也可以单独转动，组合形式较

多，处理污水的速度较快。

[0035] 本发明结构新巧妙新颖，操作简单使用，转动凸轮手柄实现摩擦块挤压连接台或

者挤压行星轴，在转动轴上的螺旋叶片搅拌水使水处于流动状态时，可以实现位于行星轴

上的活性炭吸附棒的绕转动轴的轴线公转，同时绕着行星轴竖直升降，增加活性炭吸附棒

与水中杂质接触的概率，还可以实现活性炭吸附棒相对静止的固定在行星轴上，活性炭吸

附棒绕着转动轴的轴线公转，多个活性炭吸附棒可绕转动轴的轴线公转，也可以同时绕着

转动轴的轴线公转的同时竖直升降，多个活性炭吸附棒的运动组合形式较多，可以很好的

实现对污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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