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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

统，包括污水池，污水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通化

学处理池，污水池与化学处理池之间的主输送管

道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由一对节能动力

总成提供动力；化学处理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通

过滤罐，化学处理池与过滤罐之间的主输送管道

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也由一对节能动力

总成提供动力；过滤罐包括滤壳以及设置在滤壳

上的进滤口和出滤口，主输送管道连通过滤罐的

进滤口输入并且由过滤罐的出滤口输出；节能动

力总成包括温差动力装置和变速装置，温差动力

装置和变速装置通过物理联接实现动力传导。在

综合有益效果上本发明利用温差动力装置为城

镇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水输送的动力，减少或避免

了其他能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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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污水池，污水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

通化学处理池，污水池与化学处理池之间的主输送管道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由一

对节能动力总成提供动力；化学处理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通过滤罐，化学处理池与过滤罐

之间的主输送管道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也由一对节能动力总成提供动力；其中，过

滤罐包括滤壳以及设置在滤壳上的进滤口和出滤口，主输送管道连通过滤罐的进滤口输入

并且由过滤罐的出滤口输出；其中，节能动力总成包括温差动力装置和变速装置，温差动力

装置和变速装置通过物理联接实现动力传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温差动力装置包

括动力轮，动力轮中心设置轮中心转轴，轮中心转轴由支撑架固定在地平面，在地平面上部

通过支撑板支撑固定设置一动力缸，在地平面下也设置一动力缸，每个动力缸均为内置工

质流体的圆筒结构且都具有一个开放端和一个封闭端；每个动力缸的开放端均设置有活塞

且两个活塞分别通过活塞杆联接位于动力轮上的同一个活动轴，两个动力缸的封闭端通过

一条缸连接管相互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变速装置包括一

个输出齿轮、动力齿轮和若干变速齿轮，其中每个变速齿轮为具有大小两个圆周齿的同轴

齿轮，输出齿轮、轴支撑杆和若干变速齿轮的内轴固定在同一个轴固定杆上并且轴固定杆

由两个轴支撑杆固定，输出齿轮的轮齿咬合第一变速齿轮的小周轮齿，第一变速齿轮的大

周轮齿咬合下一个变速齿轮的小周轮齿，其他的变速齿轮也按照上述咬合规则固定并且最

后一个变速齿轮的大周轮齿咬合动力齿轮的轮齿,动力齿轮的固定轴作为输出轴联接的转

动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进滤口的一侧位

于滤壳上设置用于观察的玻璃罩孔和用于排污的拆卸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滤壳的进滤口一

侧和滤壳的出滤口一侧为可以拆卸联接，并且在联接处固定有螺栓开关和旋转合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上述的螺栓开关

和旋转合页也可以替换成环扣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滤壳的外壁还固

定设置有安装架,滤壳的内腔且位于出滤口一侧设置梯度过滤网且梯度过滤网为分层可拆

卸与更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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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尤其是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地，城镇污水指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

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等，多数的城镇污水

都是采取集约化的处理，但是，由于城镇污水的处理量大并且污染物类型多城镇污水的处

理难度也大，对应的城镇污水处理中需要耗费的能源比较多，所以目前急需一种可以实现

节能减排的城镇污水处理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池，污水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通化学处理池，污

水池与化学处理池之间的主输送管道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由一对节能动力总成提

供动力；化学处理池通过主输送管道连通过滤罐，化学处理池与过滤罐之间的主输送管道

上设置独立水泵，该独立水泵也由一对节能动力总成提供动力；其中，过滤罐包括滤壳以及

设置在滤壳上的进滤口和出滤口，主输送管道连通过滤罐的进滤口输入并且由过滤罐的出

滤口输出；其中，节能动力总成包括温差动力装置和变速装置，温差动力装置和变速装置通

过物理联接实现动力传导。

[0004]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温差动力装置包括动力轮，动力轮中心设置轮中

心转轴，轮中心转轴由支撑架固定在地平面，在地平面上部通过支撑板支撑固定设置一动

力缸，在地平面下也设置一动力缸，每个动力缸均为内置工质流体的圆筒结构且都具有一

个开放端和一个封闭端；每个动力缸的开放端均设置有活塞且两个活塞分别通过活塞杆联

接位于动力轮上的同一个活动轴，两个动力缸的封闭端通过一条缸连接管相互连通。

[0005]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变速装置包括一个输出齿轮、动力齿轮和若干变

速齿轮，其中每个变速齿轮为具有大小两个圆周齿的同轴齿轮，输出齿轮、轴支撑杆和若干

变速齿轮的内轴固定在同一个轴固定杆上并且轴固定杆由两个轴支撑杆固定，输出齿轮的

轮齿咬合第一变速齿轮的小周轮齿，第一变速齿轮的大周轮齿咬合下一个变速齿轮的小周

轮齿，其他的变速齿轮也按照上述咬合规则固定并且最后一个变速齿轮的大周轮齿咬合动

力齿轮的轮齿,动力齿轮的固定轴作为输出轴联接的转动轴。

[0006]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进滤口的一侧位于滤壳上设置用于观察的玻璃罩

孔和用于排污的拆卸孔。

[0007]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滤壳的进滤口一侧和滤壳的出滤口一侧为可以拆

卸联接，并且在联接处固定有螺栓开关和旋转合页。

[0008]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上述的螺栓开关和旋转合页也可以替换成环扣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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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一个优选或可选地实施例中，滤壳的外壁还固定设置有安装架,滤壳的内腔且

位于出滤口一侧设置梯度过滤网且梯度过滤网为分层可拆卸与更换设计。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温差动力装置为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水输送的动

力，减少或避免了其他能源的使用，利用当地温差环境实现节能减排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温差动力装置经过变速装置传递机械能后可以稳定独立水泵的转动速度和作业效率，并且

每组两个或在其他实施中设计多个温差动力装置也可以稳定独立水泵的转动速度和作业

效率还可以调整温差动力装置之间的启动次序实现温差动力装置之间能源互补；本发明的

过滤罐可以对过滤设备实现梯度式的不同周期密度的维护和清理，可以节省成本和减少功

耗。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是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实施例的构造图。

[0013] 图2是节能动力总成实施例的构造图。

[0014] 图3是过滤罐实施例的构造图。

[0015] 图4是变速装置实施例的构造图。

[0016] 图5是温差动力装置实施例的构造图。

[0017] 图中：

1污水池；

2化学处理池；

3过滤罐；

4主输送管道；

5独立水泵；

6节能动力总成；

61温差动力装置；

62变速装置；

61a动力轮；

61b活塞杆；

61c动力缸；

61d活塞；

61e支撑板；

61f缸连接管；

61g活动轴；

61h轮中心转轴；

62a动力齿轮；

62b变速齿轮；

62c输出齿轮；

62d轴固定杆；

62e轴支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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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进滤口；

32出滤口；

33滤壳；

34螺栓开关；

35玻璃罩孔；

36旋转合页；

37拆卸孔；

38梯度过滤网；

39安装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图1所示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污水池1，污水池1通过主输送管道4连通化学处

理池2，污水池1与化学处理池2之间的主输送管道4上设置独立水泵5，该独立水泵5由一对

节能动力总成6提供动力；化学处理池2通过主输送管道4连通过滤罐3，化学处理池2与过滤

罐3之间的主输送管道4上设置独立水泵5，该独立水泵5也由一对节能动力总成6提供动力。

[0019] 其中，如图3所示，过滤罐3包括滤壳33以及设置在滤壳33上的进滤口31和出滤口

32，主输送管道4连通过滤罐3的进滤口31输入并且由过滤罐3的出滤口32输出。

[0020] 其中，如图2所示，节能动力总成6包括温差动力装置61和变速装置62，温差动力装

置61和变速装置62通过物理联接实现动力传导。

[0021] 如图5所示，温差动力装置61包括动力轮61a，动力轮61a中心设置轮中心转轴61h，

轮中心转轴61h由支撑架固定在地平面，在地平面上部通过支撑板61e支撑固定设置一动力

缸61c，在地平面下也设置一动力缸61c，每个动力缸61c均为内置工质流体的圆筒结构且都

具有一个开放端和一个封闭端；每个动力缸61c的开放端均设置有活塞61d且两个活塞61d

分别通过活塞杆61b联接位于动力轮61a上的同一个活动轴61g，两个动力缸61c的封闭端通

过一条缸连接管61f相互连通。

[0022] 如图4所示，变速装置62包括一个输出齿轮62c、动力齿轮62a和若干变速齿轮62b，

其中每个变速齿轮62b为具有大小两个圆周齿的同轴齿轮，输出齿轮62c、轴支撑杆62e和若

干变速齿轮62b的内轴固定在同一个轴固定杆62d上并且轴固定杆62d由两个轴支撑杆62e

固定，输出齿轮62c的轮齿咬合第一变速齿轮62b的小周轮齿，第一变速齿轮62b的大周轮齿

咬合下一个变速齿轮62b的小周轮齿，其他的变速齿轮62b也按照上述咬合规则固定并且最

后一个变速齿轮62b的大周轮齿咬合动力齿轮62a的轮齿,动力齿轮62a的固定轴作为输出

轴联接5的转动轴。

[0023] 再如图3所示，进滤口31的一侧位于滤壳33上设置用于观察的玻璃罩孔35和用于

排污的拆卸孔37；滤壳33的进滤口31一侧和滤壳33的出滤口32一侧为可以拆卸联接，并且

在联接处固定有螺栓开关34和旋转合页36；上述的螺栓开关34和旋转合页36也可以替换成

环扣结构；滤壳33的外壁还固定设置有安装架39,滤壳33的内腔且位于出滤口32一侧设置

梯度过滤网38且梯度过滤网38为分层可拆卸与更换设计。

[0024] 具体实施中，本系统设置在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区域，污水池1首先收集城镇的污水

然后经过主输送管道4的输入到化学处理池2内再经过主输送管道4输入到过滤罐3完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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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其中，由污水池1到化学处理池2和由化学处理池2到过滤罐3的输送动力都由独立水泵5

提供，每一个独立水泵5的主轴都与动力齿轮62a联接。

[0025] 实施中，温差动力装置61的一个动力缸61c设置在地面以下，另外一个动力缸61c

设置在地面上部，在城镇上地面上下温度都是不同的，尤其在夏季和冬季，工质在两个动力

缸61c中由于温差会来回流动，同时也会带动活塞61d运动，活塞61d进而带动动力轮61a转

动，动力轮61a将动力传输给输出齿轮62c然后经过变速齿轮62b调速（一般会加速）后最终

由动力齿轮62a输出动力并带动独立水泵5运行实现输送主输送管道4上的污水。或在其他

实施中设计多个温差动力装置61也可以稳定独立水泵5的转动速度和作业效率还可以调整

温差动力装置61之间的启动次序实现温差动力装置61之间能源互补，即不同步每个温差动

力装置61的做功时间为独立水泵5提供不间断的持续动能。

[0026] 实施中，进入污水过滤的阶段后，污水由进滤口31输入并且经过梯度过滤网38过

滤后由出滤口32输出，其中梯度过滤网38的设计为阶梯密度，即靠近进滤口31的部分设计

大孔径过滤网，靠近出滤口32的部分设计细孔径过滤网，且螺栓开关34和旋转合页36的设

计可以实现拆卸和更换。

[0027] 在实施中，短期的去污和维护可以通过操作拆卸孔37来实现，中期的去污和维护

可以通过拆卸螺栓开关34与旋转合页36后更换或清理靠近进滤口31的梯度过滤网38来实

现，长期的去污和维护可以通过拆卸螺栓开关34与旋转合页36后更换或清理靠近全部的梯

度过滤网38来实现，这样就可以对过滤设备实现梯度式的不同周期密度的维护和清理，可

以节省成本和减少功耗。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该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利用

温差动力装置为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水输送的动力，减少或避免了其他能源的使用，利

用当地温差环境实现节能减排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温差动力装置经过变速装置传递机械

能后可以稳定独立水泵的转动速度和作业效率，并且每组两个或在其他实施中设计多个温

差动力装置也可以稳定独立水泵的转动速度和作业效率还可以调整温差动力装置之间的

启动次序实现温差动力装置之间能源互补；本发明的过滤罐可以对过滤设备实现梯度式的

不同周期密度的维护和清理，可以节省成本和减少功耗。

[0029] 上述本发明公开的任一技术方案中所应用的用于表示位置关系或形状的术语除

另有声明外其含义包括与其近似、类似或接近的状态或形状。本发明提供的任一部件既可

以是由多个单独的组成部分组装而成，也可以为一体成形工艺制造出来的单独部件。

[0030]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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