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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

本发明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包括污水处

理池、设于污水处理池、设于污水处理池内左侧

的预筛选装置、设于预筛选装置右侧的挡板及设

于挡板右侧的打捞装置；所述预筛选装置包括设

于污水处理池前后两侧的支撑板、设于支撑板上

的第一电机、设于第一电机上的转轴、设于转轴

上的卷筒、设于卷筒上的钢丝绳、设于钢丝绳下

的连接座、设于连接座左右两侧的滑块及设于连

接座下的抬升装置；通过预筛选装置可以使得污

水中大型的杂质进行去除，在通过打捞装置进行

喷气，使得残渣聚集一处，打捞网对残渣进行上

下左右移动，打捞效果更好，净化程度较高，同时

也更加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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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包括污水处理池(1)、设设于污水处理池(1)前部的垃

圾收集槽(2)、设于污水处理池(1)内左侧的预筛选装置(5)、设于预筛选装置(3)右侧的挡

板(4)及设于挡板(4)右侧的打捞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筛选装置(5)包括设于污水

处理池(1)前后两侧的支撑板(51)、设于支撑板(51)上的第一电机(52)、设于第一电机(52)

上的转轴(53)、设于转轴(53)上的滚筒(54)、设于滚筒(54)上的钢丝绳(55)、设于钢丝绳

(55)下的连接座(56)、设于连接座(56)左右两侧的滑块(57)及设于连接座(57)下的抬升装

置(6)；所述连接座(57)底部设有网孔(58)，连接座(57)可随钢丝绳(55)进行上下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抬升装置(6)

包括箱体(61)、设于箱体(61)底部的第一进气管(62)、设于箱体(61)内的活塞(63)、设于活

塞(63)上的升降杆(64)、套设于升降杆(64)外部的第一弹簧(65)、设于升降杆(64)上的抬

升板(66)及设于抬升板(66)一侧的上方的清扫组件(7)；所述升降杆(64)一端与活塞(63)

固定连接，另一端伸出箱体(61)外部与抬升板(66)固定连接，升降杆(64)可在箱体(61)内

进行上下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4)包括

挡板板体(41)、开设于挡板(41)板体上的多个出水孔(42)、套设于挡板板体(41)外的多个

伸缩板(43)、开设于伸缩板(43)上的多个移动槽(44)、设于移动槽内(44)的多个第二弹簧

(45)；所述多个伸缩板(43)呈倒U形倒挂在板体顶部，挡板板体(41)下部开设有凹槽(46)，

连接座(56)与是伸缩板(43)底部相抵触，伸缩板(43)底部呈斜面设置，滑块(57)与伸缩板

(43)可相抵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抬升(65)板包

括抬升板体(651)、开设于抬升板板体(651)左右两侧的伸缩槽(652)、设于伸缩槽内(652)

的第三弹簧(653)、设于第三弹簧(653)上的移动伸缩板(654)；所述移动伸缩板(654)可在

伸缩槽(652)内进行左右移动，斜槽(47)的形状与滑块(57)的形状相匹配，伸缩板(43)与抬

升凹槽(655)可相搭接，移动伸缩板(654)上部开设有斜槽(656)，该斜槽(656)与滑块(57)

可相抵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装置(7)

包括螺杆(71)、套设于螺杆(71)外的螺母(72)、设于螺母(72)上的清扫连接杆(73)、设于清

扫连接杆(73)上的清扫横板(74)、设于清扫横板(74)左右两侧的第四弹簧(75)、设于第四

弹簧(75)下的毛刷(76)、设于毛刷(76)前部的门体(77)、设于门体(77)下部的连接杆(78)、

设于门体(77)上部的伸缩杆(79)、设于伸缩杆(79)上部的第五弹簧(791)及套设于伸缩杆

(79)外部的套管(792)；所述螺母(72)可在螺杆(71)上进行左右移动，连接杆(78)一端与门

体(77)固定连接，另一端与连接座(56)固定连接，伸缩杆(79)可在套管(792)内进行上下移

动，一端与第四弹簧(75)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门体(77)固定连接，套管(792)与伸缩板(654)

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捞装置(3)

包括设于污水池(1)底部左右两侧的喷气管(31)、设于喷气管(31)一侧的第二进气管(32)、

设于喷气管(31)上方的升降装置(8)、设于喷气管(31)一侧的多个集风孔(32)、设于集风孔

(32)内壁的风扇(33)、设于集风孔(32)上的喷气件(34)、设于喷气件(34)外的罩壳(35)、连

接所述罩壳(35)和风扇(33)的伸缩件(36)；所述伸缩件(36)可带动罩壳(35)进行上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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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喷气件(34)上开设有多个“人”字形槽口(37)，第一进气管(62)和第二进气管(32)由总

进气管(38)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杆(36)包

括包括内套筒(361)、套设于内套筒(361)外的外套筒(362)、用于连接内套筒(361)和外套

筒(362)的伸缩弹簧(363)；所述外套筒(362)与风扇(33)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8)

包括承载架(81)、设于承载架(81)左右两侧的齿条(82)、设于齿条(82)前部的升降杆(83)、

设于升降杆(83)上的打捞杆(84)、设于承载架(81)右侧的安装板(85)、设于安装板(85)上

的第二电机(86)、设于第二电机(86)上的升降转轴(87)、套设于升降转轴(87)左右两侧的

齿轮(88)、设于左右两侧齿轮(88)一侧的支撑架(89)、设于支撑架(89)下部的支撑板

(891)、套设于升降转轴(87)中部的第一锥形齿轮(892)、设于第一锥形齿轮(892)上方的移

动部件(9)；所述承载架(81)左右两侧开设有升降槽(893)、齿条(82)可在升降槽(893)内进

行上下移动。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部件(9)

包括移动转轴(91)、套设于移动转轴(91)外部的第二锥形齿轮(92)、设于移动转轴(91)前

部的第一移动连接杆(921)、设于第一移动连接杆(92)上的第二移动连接杆(93)、设于第二

移动杆(93)上的第一滑动套(94)、穿设于第一滑动套(94)内部的滑杆(95)、设于滑杆(95)

底部的滑动底座(96)、设于滑动套(94)前部的联动杆(97)、设于联动杆(97)上的第二滑动

套(98)、设于第二滑动套(98)前部的移动打捞杆(99)及设于打捞杆(99)上的打捞网(991)；

所述第一滑动套(94)可在滑杆(95)上进行上下移动，第二滑动套(98)可在移动打捞杆(99)

上进行左右移动，打捞网(991)底部呈圆弧形状，第一锥形齿轮(892)与第二锥形齿轮(92)

相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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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造纸工业使用木材、稻草、芦苇、破布等为原料，经高温高压蒸煮而分离出纤维素，

制成纸浆。在造纸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污水，而污水未经处理即排放会严重污染环境及水

质资源。因此污水需要经过处理才能够进行排放。

[0003] 随着科技的发展，污水净化方面也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其中造纸污水生化处理

净化池也在广泛使用中，但是现在市场上的造纸污水生化处理净化池仍然存在不能够进行

快速处理，不能随时将净化池内的沉淀物排出，而且净化程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净化程度较高的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

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设备，包括

污水处理池、设于污水处理池前部的垃圾收集槽、设于污水处理池内左侧的预筛选装置、设

于预筛选装置右侧的挡板及设于挡板右侧的打捞装置；所述预筛选装置包括设于污水处理

池前后两侧的支撑板、设于支撑板上的第一电机、设于第一电机上的转轴、设于转轴上的滚

筒、设于滚筒上的钢丝绳、设于钢丝绳下的连接座、设于连接座左右两侧的滑块及设于连接

座下的抬升装置；所述连接座底部设有网孔，连接座可随钢丝绳进行上下移动。

[0006] 首先要把清理的污水进入污水池内，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带动转轴进行转动，

第一转轴带动卷筒进行转动，钢丝绳进行向上绕线，钢丝绳向上绕线带动连接座进行向上

移动，这时大型的垃圾被连接座进行打捞上来；通过第一电机带动转轴，使得转速更加的稳

定，让连接座进行平稳的上升，打捞的效果更好，钢丝绳的带动，承重能力更强，对污水的净

化程度会更高。

[0007] 所述抬升装置包括箱体、设于箱体底部的第一进气管、设于箱体内的活塞、设于活

塞上的升降杆、套设于升降杆外部的第一弹簧、设于升降杆上的抬升板及设于抬升板一侧

的上方的清扫组件；所述升降杆一端与活塞固定连接，另一端伸出箱体外部与抬升板固定

连接，升降杆可在箱体内进行上下移动。

[0008] 当对第一进气管进行送气时，在气压的作用下，活塞进行向上移动，活塞带动升降

杆进行向上移动，第一弹簧被压缩，升降杆带动抬升板进行向上移动；通过气压的左右，可

以使得活塞进行有规律的进行上下移动，当抬升板向上移动时，抬升板与连接座底部固定

连接，可以防止污水从流到连接座底部，提高了污水清理效果，提高了清洗的效率。

[0009] 所述挡板包括挡板板体、开设于挡板板体上的多个出水孔、套设于挡板板体外的

多个伸缩板、开设于伸缩板上的多个移动槽、设于移动槽内的多个第二弹簧；所述多个伸缩

板呈倒U形倒挂在板体顶部，挡板板体下部开设有凹槽，连接座与是伸缩板底部相抵触，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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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板底部呈斜面设置。

[0010] 连接座进行向上移动时，连接座带动伸缩板进行向上移动，第二弹簧被挤压，当连

接座带动伸缩板移动到第一个出水孔上部时，这时大量的污水从出水孔流出；通过连接座

带动伸缩板进行向上移动，无需借助额外的动力来源，出水孔就被打开，更加的节能环保，

节省企业的资金，伸缩板可以使预筛选装置和打捞装置相分隔开来，使得污水在两个过程

中处理的更加高效，净化程度较高，伸缩板底部呈倾斜面设置，可以对每个伸缩板上的脏物

进行刮除，同时也大大降低劳动力，防止污水污染环境。

[0011] 所述抬升板包括抬升板体、开设于抬升板板体左右两侧的伸缩槽、设于伸缩槽内

的第三弹簧、设于第三弹簧上的伸缩板；所述伸缩板可在伸缩槽内进行左右移动，伸缩板上

开设有斜槽，斜槽的形状与滑块的形状相匹配，滑块与伸缩板可相抵触，伸缩板与凹槽可相

搭接移动伸缩板上部开设有斜槽，该斜槽与滑块可相抵触。

[0012] 抬升板进行向上移动，带动伸缩板进行向上移动，当伸缩板移动到凹槽处，第三弹

簧弹力释放，移动伸缩板卡入凹槽内，抬升板不在继续向上移动，当污水从出水孔流出完毕

后，连接座进行向下移动时，带动滑块进行向下移动，当滑块与移动伸缩板相抵触时，伸缩

板进行向左移动，移动伸缩板不在卡入凹槽内，抬升板进行向下移动，回到最初始状态；通

过移动伸缩板的设置，可以使得移动伸缩板卡入凹槽内部，这时第一进气管不需在通入气

体，抬升板就能实现固定，结构简单，更易操作，同时也节省动力来源，当大型垃圾打捞结束

时，借助连接座的动力，使得滑块与伸缩板进行相抵触，整个过程更加同步与流畅，同步的

操作，使得整个工作过程更加的流畅，抬升板进行复位，不影响整个工作流程，同时也减少

维修成本，省时省力，大大降低劳动力，污水净化程度会更高。

[0013] 所述清扫装置包括螺杆、套设于螺杆外的螺母、设于螺母上的清扫连接杆、设于清

扫连接杆上的清扫横板、设于清扫横板左右两侧的第四弹簧、设于第四弹簧下的毛刷、设于

毛刷前部的门体、设于门体下部的连接杆、设于门体上部的伸缩杆、设于伸缩杆上部的第五

弹簧及套设于伸缩杆外部的套管；所述螺母可在螺杆上进行左右移动，连接杆一端与门体

固定连接，另一端与连接座固定连接，伸缩杆可在套管内进行上下移动，一端与第四弹簧固

定连接，另一端与门体固定连接，套管与伸缩板固定连接。

[0014] 滚筒带动螺杆进行旋转，螺杆带动螺母进行前后移动，螺母带动清扫连接杆进行

移动，清扫连接杆带动第四弹簧进行移动，第四弹簧带动毛刷进行移动，毛刷对连接座上的

垃圾进行清扫，这时连接座带动连接杆进行向上移动，连接杆带动门体进行上下移动，门体

向上移动带动伸缩杆进行向上移动，这时第五弹簧被压缩，毛刷把垃圾扫向打开门体的开

口处，垃圾倒入垃圾收集槽内；通过滚筒带动螺杆进行旋转，无需借助额外的动力来源，同

时还能保证整个工作过程的流畅性，螺杆带动螺母更加的顺畅，转速更加稳定，清扫的效果

会更好，当垃圾在连接座内，垃圾大小不一，第四弹簧可以对垃圾的高低进行缓冲，还能同

时使得毛刷始终能与连接座相紧贴，连接座进行向上移动时，不与毛刷相抵触，螺杆也在同

时转动，带动螺母和毛刷一起转动，在第四弹簧的作用下，这时毛刷可以在空中进行摆动，

把毛刷上的杂物进行甩出，对毛刷进行及时的清理，可以使得清扫的效果更加的高效，污水

中的杂质过滤的更加干净。

[0015] 所述打捞装置包括设于污水池底部左右两侧的喷气管、设于喷气管一侧的第二进

气管、设于喷气管上方的升降装置、设于喷气管一侧的多个集风孔、设于集风孔内壁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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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设于集风口上的喷气件、设于喷气件外的罩壳、连接所述罩壳和风扇的伸缩件；所述伸

缩件可带动罩壳进行上下移动，喷气件上开设有多个“人”字形槽口，用于连接第一进气管

和第二进气管总进气管。

[0016] 第二进气管进行充气，气体从喷气管进入，在气压的作用下，伸缩杆将罩壳向右顶

开，风扇开始进行旋转，顶开后喷气件在开始旋转并同时进行喷气；通过喷气管的设置可以

对污水处理池内的污水进行喷气作业，从而让污水中的残渣能够集中漂浮在一处，防止残

渣进行沉淀，对污水中的残渣收集的效果会更好，风扇的设置可以带动风的动力，使风更加

聚集，形成风的压力会更强，会使伸缩件有足够的力顶开罩壳，风力更足，罩壳顺利打开，通

过旋转喷气件的设置，使得风对污水进行360度的出气，增大了吹气的面积，提高了脏物收

集的效率，罩壳的设置使得垃圾进入喷气层内，影响了气的压力，进一步的影响了散出气的

效果，通过伸缩杆的设置，使得罩壳能够快速的复位，防止喷气件在旋转喷气时，垃圾会进

入喷气口内，提高了出气的效率，喷气件设置“人”字形出气口，间隔均匀排列，提高了出气

的效率，倾斜出气，实现对水侧面的出气，污水被吹气的效果更加高，同时使得垃圾打捞效

果更加的高效。

[0017] 所述伸缩杆包括包括内套筒、套设于内套筒外的外套筒、用于连接内套筒和外套

筒的伸缩弹簧；所述外套筒与风扇固定连接。

[0018] 伸缩杆进行向右顶杆，伸缩弹簧进行压缩，外套筒进行向左移动；通过伸缩杆的设

置，可以使得伸缩杆与罩壳连接的更加牢固，更有足够的力将罩壳进行顶开，在伸缩弹簧的

作用下，外套筒和内套筒实现自动复位，不影响整个吹气的过程，污水处理的更加高效。

[0019]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承载架、设于承载架左右两侧的齿条、设于齿条前部的升降杆、

设于升降杆上的打捞杆、设于承载架右侧的安装板、设于安装板上的第二电机、设于第二电

机上的升降转轴、套设于升降转轴左右两侧的齿轮、设于左右两侧齿轮一侧的支撑架、设于

支撑架下部的支撑板、套设于升降转轴中部的第一锥形齿轮、设于第一锥形齿轮上方的移

动部件；所述承载架左右两侧开设有升降槽、齿条可在升降槽内进行上下移动。

[0020] 当污水流进打捞装置区域时，启动第二电机，第二电机带动升降转轴进行转动，升

降转轴带动齿轮和第一锥形齿轮进行旋转，齿轮带动齿条进行水平的上下移动，齿条带动

升降杆进行水平的上下移动，升降杆带动打捞杆进行水平的上下移动；通过第二电机带动

齿条进行转轴，使得齿条与齿轮啮合的更加稳定，齿条在升降槽内进行移动时，使得齿条有

路径的进行移动，不会发生偏转，当打捞杆进行上下移动时，可以对污水中的杂质进行来回

打捞，打捞的效果会更好，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率，适用与对造纸污水处理。

[0021] 所述移动部件包括移动转轴、套设于移动转轴外部的第二锥形齿轮、设于移动转

轴前部的第一移动连接杆、设于第一移动连接杆上的第二移动连接杆、设于第二移动杆上

的第一滑动套、穿设于滑动套内部的滑杆、设于滑杆底部的滑动底座、设于滑动套前部的联

动杆、设于联动杆上的第二滑动套、设于第二滑动套前部的移动打捞杆及设于打捞杆上的

打捞网；所述第一滑动套可在滑杆上进行上下移动，第二滑动套可在打捞杆上进行左右移

动，打捞网底部呈圆弧形状，第一锥形齿轮与第二锥形齿轮相啮合。

[0022] 第一锥形齿轮与第二锥形齿轮相啮合，带动移动转轴进行转动，移动转轴带动第

一移动连接杆进行移动，第一移动连接杆带动第二移动连接杆进行移动，第二移动连接杆

带动第一滑动套进行移动，第一滑动套带动联动杆进行移动，联动杆带动第二滑动套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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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左右移动，带动移动打捞杆进行水平的左右移动，打捞杆带动打捞网进行移动；通过第

二锥形齿轮与第一锥形齿轮的带动，可以使得整个打捞的过程实现同步的移动，打捞的效

率更高，同时还使还节约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劳动力，通过打捞网弧形的设置，有效的防

止打捞网在上升时，可以使得垃圾更加的集聚，不易掉落，同时使得对打捞网上的空水效果

更好，使得污水可以从打捞网上流出，打捞网进行左右移动，提高污水脏物收集的频率。

[0023] 本发明通过预筛选装置可以使得污水中大型的杂质进行去除，在通过打捞装置进

行喷气，使得残渣聚集一处，打捞网对残渣进行上下左右移动，打捞效果更好，净化程度较

高，同时也更加的高效。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6] 图3为图2中沿A-A剖开的剖面立体图。

[0027] 图4为图3中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8] 图5为图3中B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6为图3中C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7为图2中沿B-B剖开的剖面立体图。

[0031] 图8为图7中D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2] 图9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0033] 图10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二。

[0034] 图11为图10中E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5] 图1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如图1-12所示，一种造纸污水高效处理装置，包括污水处理池1、垃圾收集槽2、预

筛选装置5、挡板4及打捞装置3；所述垃圾收集槽2设于污水处理池1前部左侧上方固定连

接；所述预筛选装置5设于污水处理池1内部左侧；所述挡板4设于污水处理池1内，挡板4底

部于污水处理池1底部固定连接；所述打捞装置3设于挡板4右侧。

[0037] 如图1-2所示，所述预筛选装置5包括支撑板51、第一电机52、转轴53、滚筒54、钢丝

绳55、连接座56、滑块57、网孔58及抬升装置6；所述支撑板51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污水处理

池1的前后两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52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支撑板51上部固定连接；所

述转轴53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第一电机52一侧固定连接；所述滚筒54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

转轴53上固定连接，可随转轴53相对转动；所述钢丝绳数量为2个，一端设于滚筒54上固定

连接，钢丝绳55可随滚筒54进行缠绕；所述连接座56设于一对钢丝绳55另一端的下部固定

连接；所述滑块57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连接座56上部的左右两侧固定连接；所述网孔58开

设于连接座56底部；所述抬升装置6设于连接座56下部。

[0038] 如图2和5所示，所述抬升装置6包括箱体61、第一进气管62、活塞63、升降杆64、第

一弹簧65、抬升板66及清扫组件7；所述箱体61设于连接座56下部，该箱体61底部于污水处

理池1内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进气管62设于箱体61前部固定连接；所述活塞63设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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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61内部，可在箱体61内进行上下移动；所述升降杆64一段设于活塞63顶部固定连接，另一

端伸出箱体61顶部，可在箱体61内进行上下移动；所述第一弹簧65套设于升降杆64外部，一

端与活塞63顶部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水箱61固定连接；所述抬升板66设于升降杆64顶部固

定连接；所述清扫组件7设于箱体61上方。

[0039] 如图4-5所示，所述挡板4包括挡板板体41、出水孔42、伸缩板43、移动槽44、第二弹

簧45、凹槽46；所述挡板板体41设于污水处理池1内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出水孔42数量为2

个，分别开设于挡板板体41上；所述伸缩板43顶部呈倒U形，与挡板板体41顶部固定连接，该

伸缩版43数量为6个，分别设于倒U形的左右两侧，伸缩板43可在出水孔42一侧进行上下移

动；所述移动槽44数量为4个，分别开设于上部的伸缩板43的底部；所述第二弹簧45数量为

多个，分别设于移动槽44内固定连接；所述凹槽46开设于挡板板体41下部，凹槽46的位置与

最下面的出水孔42位置相齐平。

[0040] 如图3和5所示，所述所述抬升65板包括抬升板体651、伸缩槽652、第三弹簧653、移

动伸缩板654及斜槽656；所述抬升板体651设于升降杆64顶部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槽652数

量为2个，分别开设于抬升板体651的左右两侧；所述第三弹簧653一端设于伸缩槽652内固

定连接；所述移动伸缩板654设于第三弹簧65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移动伸缩板654可在伸缩

槽652内进行左右移动；所述斜槽656开设于移动伸缩板654顶部，滑块57与斜槽可相抵触，

伸缩板654可与凹槽46相搭接。

[0041] 如图3和6所示，所述清扫装置7包括螺杆71、螺母72、清扫连接杆73、清扫横板74、

第四弹簧75、毛刷76、门体77、连接杆78、伸缩杆79、第五弹簧791及套管792；所述螺杆71设

于滚筒54上固定连接，可随滚筒54相对转动；所述螺母72套设于螺杆71外部，可在螺杆71上

进行前后移动；所述清扫连接杆73设于螺母72下部固定连接；所述清扫横板74设于清扫连

接杆73下部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弹簧75数量为2个，一端分别设于清扫横板74底部的左右两

侧固定连接，所述毛刷76设于第四弹簧7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门体77设于污水处理池1

前部，门体77可随毛刷76相配合；所述连接杆78设于连接座56左侧固定连接；所述伸缩杆79

设于门体77右侧顶部固定连接；所述套管792套设于伸缩杆79外部，伸缩杆79可在套管792

内进行上下移动；所述第五弹簧791一端与套管792固定连接，另一端与伸缩杆79固定连接。

[0042] 如图7-8所示，所述打捞装置3包括喷气管31、第二进气管32、升降装置8、风扇33、

喷气件34、罩壳35、伸缩件36、“人”字形槽口37及总进气管38；所述喷气管31数量为2个，分

别设于污水处理池1的左右两侧，且与污水处理池1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进气管32数量

为2个，分别设于喷气管21的前部固定连接；所述升降装置8设于喷气管31上方；所述喷漆件

34数量设为多个，等间距的排列在喷气管31上；所述风扇33数量设为多个，等间距的排列在

喷气管31上，风扇33的数量与喷气件34的数量相等，喷气件34为圆筒形状；所述罩壳35设于

喷气件外侧，罩壳35完全包住喷气件34，罩壳35材料为轻质材料；所述伸缩件36设于风尚33

上，一端与罩壳35右侧固定连接，罩壳35可随伸缩件36进行上下移动。

[0043] 如图8所示，所述伸缩件36包括包括内套筒361、外套筒362及伸缩弹簧363；所述内

套筒361设于罩壳35内部右侧固定连接；所述外套筒362套设于内套筒361外部，内套筒361

可在外套筒362内进行上下移动；所述伸缩弹簧363一端与内套筒361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外

套筒362固定连接。

[0044] 如图9-11所示，所述升降装置8包括承载架81、齿条82、升降杆83、打捞杆84、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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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85、第二电机86、升降转轴87、齿轮88、支撑架89、支撑板891、第一锥形齿轮892、移动部件

9及升降槽893；所述承载架81设于污水处理池1后部；所述齿条82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承载

架81的左右两侧；所述升降杆83数量为2个，分别设于齿条82的前部的下侧固定连接，可随

齿条82进行上下移动；所述打捞杆84用于连接2个升降杆83，并与升降杆83固定连接；所述

安装板85设于承载架81的右侧后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86设于安装板85顶部固定连

接；所述升降转轴87设于第二电机86左侧固定连接；所述齿轮88数量为2个，分别套设于升

降转轴87外部的左右两侧，可随升降转轴87进行转动，齿轮88与齿条82相啮合；所述支撑架

89数量为2个，分别套设于升降转轴87外部；所述支撑板891设于支撑架89底部固定连接；所

述第一锥形齿轮892套设于升降转轴87外的中部；所述移动部件9设于第一锥形齿轮892上

部；所述升降槽893数量为2个，分别开设于分别设于承载架81的左右两侧，齿条82可在升降

槽893内进行上下移动；

[0045] 如图9-11所示，所述移动部件9包括移动转轴91、二锥形齿轮92、第一移动连接杆

921、第二移动连接杆93、第一滑动套94、滑杆95、滑动底座96、联动杆97、第二滑动套98、移

动打捞杆99及打捞网991；所述移动转轴91穿设于承载架81内部；所述第二锥形齿轮92设于

移动转轴91后部，第一锥形齿轮892与第二锥形齿轮92相啮合；所述第一移动连接杆921设

于移动转轴91前部，移动转轴91可带动第一移动连接杆921进行转动；所述第二移动连接杆

93设于第一移动连接杆921前部，第一移动连接杆921与第二移动连接杆93活动连接；所述

第一滑动套94设于第二移动杆93前部固定连接；所述滑杆95穿设于第一滑动套94内部，第

一滑动套94可在滑杆95上进行上下移动；所述滑动底座96设于滑杆95底部固定连接，滑动

底座96的后部与承载架81的前部固定连接；所述联动杆97设于第一滑动套94前部固定连

接，可随第一滑动套94进行上下移动；所述第二滑动套98设于联动杆97前部的下侧固定连

接，第二滑动套98可在打捞杆84上进行左右移动；所述移动打捞杆99设于第二滑动套98前

部固定连接，移动打捞杆99可随第二滑动套98进行水平的左右移动；所述移动打捞网991设

于移动打捞杆99上部固定连接，移动打捞杆991底部呈圆弧形状，并与污水处理池1相接触。

[0046] 具体工作流程：首先要把清理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池1内，启动第一电机52，第一

电机52带动转轴53进行转动，转轴53带动卷筒54进行转动，钢丝绳55进行向上绕线，钢丝绳

55向上绕线带动连接座56进行向上移动，这时大型的垃圾被连接座56进行打捞上来，对第

一进气管62进行送气时，在气压的作用下，活塞63进行向上移动，活塞63带动升降杆64进行

向上移动，第一弹簧65被压缩，升降杆64带动抬升板板体651进行向上移动，连接座56进行

向上移动时，连接座56带动伸缩板43进行向上移动，第二弹簧45被挤压，当连接座56带动伸

缩板43移动到第一个出水孔42上部时，这时大量的污水从出水孔42流出，抬升板板体651进

行向上移动，带动移动伸缩板654进行向上移动，当移动伸缩板654移动到凹槽46处，第三弹

簧653弹力释放，移动伸缩板654卡入凹槽内，抬升板板体651不在继续向上移动，当污水从

出水孔42流出完毕后，连接座56进行向下移动时，带动滑块57进行向下移动，当滑块57与伸

移动缩板654相抵触时，移动伸缩板654进行向左移动，移动伸缩板654不在卡入凹槽内，抬

升板板体651进行向下移动，回到最初始状态，这时滚筒54带动螺杆71进行旋转，螺杆71带

动螺母72进行前后移动，螺母72带动清扫连接杆73进行移动，清扫连接杆73带动第四弹簧

75进行移动，第四弹簧75带动毛刷76进行移动，毛刷76对连接座56上的垃圾进行清扫，这时

连接座56带动连接杆78进行向上移动，连接杆78带动门体77进行上下移动，门体77向上移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11450599 A

9



动带动伸缩杆79进行向上移动，这时第五弹簧791被压缩，毛刷76把垃圾扫向打开门体77的

开口处，垃圾倒入垃圾收集槽2内，污水流入打捞装置3区域，这时第二进气管32进行充气，

气体从喷气管31进入，在气压的作用下，伸缩件36将罩壳向右顶开，风扇开33始进行旋转，

顶开后喷气件34在开始旋转并同时进行喷气，伸缩件36进行向右顶杆，伸缩弹簧363进行压

缩，外套筒362进行向左移动，同时启动第二电机86，第二电机86带动升降转轴87进行转动，

升降转轴87带动齿轮88和第一锥形齿轮892进行旋转，齿轮88带动齿条82进行水平的上下

移动，齿条82带动升降杆83进行水平的上下移动，升降杆83带动打捞杆84进行水平的上下

移动，第一锥形齿轮892与第二锥形齿轮92相啮合，带动移动转轴91进行转动，移动转轴91

带动第一移动连接杆921进行移动，第一移动连接杆921带动第二移动连接杆93进行移动，

第二移动连接杆93带动第一滑动套94进行移动，第一滑动套94带动联动杆97进行移动，联

动杆97带动第二滑动套98进水平的左右移动，带动移动打捞杆99进行水平的左右移动，移

动打捞杆99带动打捞网991进行移动，工作人员只需清理打捞网，清理完打捞网再继续重复

上述步骤即可。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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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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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