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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

结构及其使用方法，属于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技

术领域，通过第二驱动电机带动第二转轴转动，

通过第二转轴带动螺旋桨转动，进而通过螺旋桨

带动位于侧连接板内侧的水流从漂浮物吸纳筒

至导向板方位向运动，通过水流的运动进而在漂

浮物吸纳筒产生螺旋吸纳力，从而对周围的漂浮

物进行吸纳进入至漂浮物吸纳筒内至第一过滤

网外侧，螺旋桨产生运行驱动力和漂浮物吸纳力

进而实现集漂浮物的收集和运动，从而节省能

耗，使其原有的螺旋桨驱动力进一步具有吸纳漂

浮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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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一组顶板（29），且所述顶板（29）

底部的两侧焊接有侧连接板（12），一组侧连接板（12）内侧中间位置处焊接有第二转轴

（45），且所述第二转轴（45）的另一端焊接在另一组侧连接板（12）内侧的中间位置处，所述

第二转轴（45）的外侧套设有螺旋桨（11），一组侧连接板（12）外侧的中间位置处通过固定螺

杆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13），所述第二驱动电机（13）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二转轴（45）端部固

定，两组侧连接板（12）的端部皆铰接有导向板（9），导向板（9）上设有导流组件，两组侧连接

板（12）的另一端部焊接有第一过滤网（3），所述第一过滤网（3）的顶部通过竖连接板（15）安

装有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所述第一过滤网（3）远离所述螺旋桨（11）的一侧焊接有漂浮物

吸纳筒（2），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的两端部皆为通口，靠近所述第一过滤网（3）处的通口的

边部与所述第一过滤网（3）面向该通口一侧的边部焊接，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的另一通口

部内侧设有防堵塞组件，所述侧连接板（12）两侧靠近所述第一过滤网（3）的外部通过斜连

接板（46）焊接有第一U型连接板（4），所述第一U型连接板（4）远离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的

侧部焊接有放置腔（6），且所述放置腔（6）与所述第一U型连接板（4）焊接部开有通口并与所

述第一U型连接板（4）连通，所述放置腔（6）外侧设有漂浮气囊（7），所述放置腔（6）的内侧放

置有漂浮收纳仓（22），且所述漂浮收纳仓（22）与所述放置腔（6）通口同侧处也开有通口，所

述漂浮收纳仓（22）顶部两侧焊接有多组挂环（23），所述顶板（29）的顶部设有水治理溶液储

备箱（26），且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的侧底部设有喷洒组件，所述顶板（29）的顶部还

设有为所述漂浮气囊（7）供气的供气泵（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物吸

纳筒（2）为沿轴向切开的四分之一圆盘型结构，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面向所述第一过滤网

（3）侧部的顶部焊接有L型连接板（1），所述L型连接板（1）远离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的一侧

焊接在所述竖连接板（15）面向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侧面的顶部，所述第一过滤网（3）的底

部焊接有横向连接板（14），且所述横向连接板（14）远离所述第一过滤网（3）的一端焊接在

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面向所述第一过滤网（3）一侧的底部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清

扫导向组件包括安装在所述竖连接板（15）面向螺旋桨（11）一侧端部的第一驱动电机（5），

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与所述竖连接板（15）之间通过螺杆固定，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的输

出端贯穿至所述竖连接板（15）另一侧并安装有第一转轴（17），所述第一转轴（17）的外侧套

设有主传动齿轮（16），所述竖连接板（15）另一侧远离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处通过轴承安

装有转杆（21），所述转杆（21）的外侧套设有从传动齿轮（18），所述从传动齿轮（18）与所述

主传动齿轮（16）相互啮合，所述转杆（21）与所述第一转轴（17）远离所述竖连接板（15）的一

端焊接有工型卡合件（19），所述工型卡合件（19）内侧部粘结有清理杆（20），且所述清理杆

（20）的内侧设有沿所述清理杆（20）轴向上的弹性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组件

包括开在两组导向板（9）的顶部沿其轴向上的条形滑槽（39），所述条形滑槽（39）的内侧设

有可在所述条形滑槽（39）内侧滑动的方形滑块（38），所述方形滑块（38）的顶部焊接有圆柱

形连接杆（37），所述圆柱形连接杆（37）外侧的顶部套设有轴承，且该轴承的外侧套设有导

向杆（10），所述导向杆（10）靠近所述放置腔（6）的端部铰接有导向连接杆（34），所述导向连

接杆（34）远离所述导向杆（10）的一端铰接有盘体（35），所述盘体（35）底部的中间位置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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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第三驱动电机（3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堵塞组

件包括安装在所述漂浮物吸纳筒（2）内侧远离所述侧连接板（12）通口处的环形固定座

（40），所述环形固定座（40）内侧沿其径向向内安装有多组支撑臂（43），所述支撑臂（43）远

离所述环形固定座（40）的端部通过座体安装有第四驱动电机（44），所述第四驱动电机（44）

的输出端安装有防堵塞搅拌叶（41），且所述第四驱动电机（44）输出端的顶部套设有将所述

防堵塞搅拌叶（41）卡合在所述第四驱动电机（44）输出端上的卡头（4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治理溶

液储备箱（26）内侧顶部的两端皆铰接有防尘板（24），所述防尘板（24）底部靠近所述水治理

溶液储备箱（26）内侧处焊接有限位弹簧（33），且所述限位弹簧（33）远离所述防尘板（24）的

一端焊接在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的内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组件

包括通过螺杆与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一侧底部连通的喷洒泵（32），所述喷洒泵（32）

远离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的一端口设有与其连通的刚性连接管（30），所述刚性连接

管（30）远离所述喷洒泵（32）的一端连通有喷洒管（31），所述喷洒管（31）的底部等间距开有

喷洒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腔

（6）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滤网（8），所述漂浮气囊（7）连通有柔性连接软管（28），且所述柔性连

接软管（28）与所述供气泵（27）连通，所述顶板（29）顶部远离所述供气泵（27）的一侧焊接有

第二U型连接板（25），且所述第二U型连接板（25）面向所述竖连接板（15）的一侧端部与所述

竖连接板（15）侧顶部焊接，所述侧连接板（12）与所述导向板（9）处的端部为U型结构，且向

内凹陷构成弧形结构，所述导向板（9）面向所述侧连接板（12）的一侧外凸构成弧形结构与

所述侧连接板（12）的内凹弧形结构相互配合。

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吸纳水面漂浮物步骤：启动第二驱动电机（13）带动螺旋桨（11）转动，带动水流运动，水

流通过漂浮物吸纳筒（2）通口进入再通过导向板（9）构成的口部排出，杂物贴附在第一过滤

网（3）的外侧；

漂浮物清扫导向步骤：启动第一驱动电机（5）带动第一转轴（17）转动，通过第一转轴

（17）带动主传动齿轮（16）转动，通过主传动齿轮（16）带动从传动齿轮（18）转动，进而带动

清理杆（20）转动清扫漂浮物并导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4）处；

漂浮物收纳步骤：导向后的漂浮物通过第一U型连接板（4）进入位于放置腔（6）内侧的

漂浮收纳仓（22）处进行收纳；

漂浮物集中处理步骤：通过吊车卡在挂环（23）上，将携带漂浮物的漂浮收纳仓（22）吊

出，通过通口倾倒至送车进行集中处理；

运行导向步骤：启动第三驱动电机（36）带动盘体（35）转动，进而带动导向连接杆（34）

运动，从而带动导向杆（10）对圆柱形连接杆（37）产生推力，使其方形滑块（38）在条形滑槽

（39）内滑动，从而带动导向板（9）转动至不同方位，从而通过导向板（9）以不同方位排出的

水流，进行不同方位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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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面漂浮物堵塞步骤：启动第四驱动电机（44）带动防堵塞搅拌叶（41）旋转对堵塞漂

浮物进行破碎；

浮力调节步骤：通过启动供气泵（27）给漂浮气囊（7）充放气，进而改变体积，从而进行

浮力调节；

水治理步骤；启动喷洒泵（32）将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的水治理溶液喷洒至喷洒管

（31），再通过喷洒管（31）喷洒至水面。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上

述步骤中的驱动电机的外侧皆套设有防水壳体，其中水治理步骤中先通过打开防尘板（24）

灌入水治理溶液，在限位弹簧（33）的反作用力下对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部密封进行防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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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特别是涉及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

构，还涉及一种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使用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

构使用方法，属于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白色污染是人们对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多指塑料袋)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称

谓，它是指用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类生活塑料制品使用后

被弃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造成城市环境严重污染的现

象。

[0004] 当人们接触氯乙烯后，就会出现手腕、手指浮肿，皮肤硬化等症状，还可能出现脾

肿大、肝损伤等症，在我国，我们用的超薄塑料袋几乎都来自废塑料的再利用，是由小企业

或家庭作坊生产的，这些生产厂所用原料是废弃塑料桶、盆、一次性针筒等，我国使用的塑

料制品的降解时间，通常至少需要200年，若被填埋，将直接占用土地，且1000年内难以降

解，农田里的废农膜、塑料袋长期残留在田中，会影响农作物对水分、养分的吸收，抑制农作

物的生长发育，造成农作物的减产，若牲畜吃了塑料膜，会引起牲畜的消化道疾病，甚至死

亡，填埋作业仍是我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一个主要方法，由于塑料膜密度小、体积大，它能很

快填满场地，降低填埋场地处理垃圾的能力，而且，填埋后的场地由于地基松软，垃圾中的

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危及周围环境，若把聚氯乙烯直接进

行焚烧处理，将给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塑料焚烧时，不但产生大量黑烟，而且会产生

二恶英——迄今为止毒性最大的一类物质，二恶英进入土壤中，至少需15个月才能逐渐分

解，它会危害植物及农作物，二恶英对动物的肝脏及脑有严重的损害作用，焚烧垃圾排放出

的二恶英对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极敏感的问题。

[0005] 各种人造垃圾白色垃圾以及随着雨水或人为的流进湖中进而造成了湖水的污染，

影响美观的同时还影响水质，为此现有技术中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漂浮物清理船来实现对漂

浮物的打捞和收集，而大多数清理船皆通过一些传动机构实现打捞后再通过传动机构送入

至收集仓内，之后人为通过铲板将收集仓内的漂浮物进行铲除并集中处理，其次另一类对

其漂浮物在进行收集的清理船来说往往会采用过滤网进行对漂浮物进行过滤收集而此种

方式却时常出现过滤网堵塞问题，为此设计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来优化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通

过第二驱动电机带动第二转轴转动，通过第二转轴带动螺旋桨转动，进而通过螺旋桨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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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侧连接板内侧的水流从漂浮物吸纳筒至导向板方位向运动，通过水流的运动进而在漂

浮物吸纳筒产生螺旋吸纳力，从而对周围的漂浮物进行吸纳进入至漂浮物吸纳筒内至第一

过滤网外侧，螺旋桨产生运行驱动力和漂浮物吸纳力进而实现集漂浮物的收集和运动，从

而节省能耗，使其原有的螺旋桨驱动力进一步具有吸纳漂浮物的功能，通过吊车挂在挂环

上，使其便捷取出漂浮收纳仓，从而无需人工铲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通过过滤网清

扫导向组件将吸纳的漂浮物导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内侧，并在螺旋桨产生的推动力下进而

进入至漂浮收纳仓内，同时通过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清扫第一过滤网外侧的附贴漂浮物，

从而实现第一过滤网防堵塞和对漂浮导向的功能，通过导流组件改动导向板的方位进而改

变运动的方位。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采用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包括一组顶板，且所述顶板底部的两侧

焊接有侧连接板，一组侧连接板内侧中间位置处焊接有第二转轴，且所述第二转轴的另一

端焊接在另一组侧连接板内侧的中间位置处，所述第二转轴的外侧套设有螺旋桨，一组侧

连接板外侧的中间位置处通过固定螺杆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

与所述第二转轴端部固定，两组侧连接板的端部皆铰接有导向板，导向板上设有导流组件，

两组侧连接板的另一端部焊接有第一过滤网，所述第一过滤网的顶部通过竖连接板安装有

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所述第一过滤网远离所述螺旋桨的一侧焊接有漂浮物吸纳筒，所述

漂浮物吸纳筒的两端部皆为通口，靠近所述第一过滤网处的通口的边部与所述第一过滤网

面向该通口一侧的边部焊接，所述漂浮物吸纳筒的另一通口部内侧设有防堵塞组件，所述

侧连接板两侧靠近所述第一过滤网的外部通过斜连接板焊接有第一U型连接板，所述第一U

型连接板远离所述漂浮物吸纳筒的侧部焊接有放置腔，且所述放置腔与所述第一U型连接

板焊接部开有通口并与所述第一U型连接板连通，所述放置腔外侧设有漂浮气囊，所述放置

腔的内侧放置有漂浮收纳仓，且所述漂浮收纳仓与所述放置腔通口同侧处也开有通口，所

述漂浮收纳仓顶部两侧焊接有多组挂环，所述顶板的顶部设有水治理溶液储备箱，且所述

水治理溶液储备箱的侧底部设有喷洒组件，所述顶板的顶部还设有为所述漂浮气囊供气的

供气泵，通过漂浮物吸纳筒的吸纳，第一过滤网的过滤，螺旋桨产生运行驱动力和漂浮物吸

纳力进而实现集漂浮物的收集和运动，从而节省能耗，使其原有的螺旋桨驱动力进一步具

有吸纳漂浮物的功能，通过吊车挂在挂环上，使其便捷取出漂浮收纳仓，从而无需人工铲

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

[0008] 优选的，所述漂浮物吸纳筒为沿轴向切开的四分之一圆盘型结构，所述漂浮物吸

纳筒面向所述第一过滤网侧部的顶部焊接有L型连接板，所述L型连接板远离所述漂浮物吸

纳筒的一侧焊接在所述竖连接板面向所述漂浮物吸纳筒侧面的顶部，所述第一过滤网的底

部焊接有横向连接板，且所述横向连接板远离所述第一过滤网的一端焊接在所述漂浮物吸

纳筒面向所述第一过滤网一侧的底部上，通过四分之一圆盘型结构的漂浮物吸纳筒其底部

弧形结构减少了摩擦力，进而减小了漂浮物卡塞在漂浮物吸纳筒上的问题。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包括安装在所述竖连接板面向螺旋桨一侧端部

的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与所述竖连接板之间通过螺杆固定，所述第一驱动电

机的输出端贯穿至所述竖连接板另一侧并安装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的外侧套设有主

传动齿轮，所述竖连接板另一侧远离所述第一驱动电机处通过轴承安装有转杆，所述转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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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侧套设有从传动齿轮，所述从传动齿轮与所述主传动齿轮相互啮合，所述转杆与所述

第一转轴远离所述竖连接板的一端焊接有工型卡合件，所述工型卡合件内侧部粘结有清理

杆，且所述清理杆的内侧设有沿所述清理杆轴向上的弹性片，实现防第一过滤网的堵塞问

题以及将漂浮物扫向两侧的第一U型连接板内侧进而便捷进入放置腔内的漂浮收纳仓内，

因此起到了在防堵塞和导向的功能。

[0010] 优选的，所述导流组件包括开在两组导向板的顶部沿其轴向上的条形滑槽，所述

条形滑槽的内侧设有可在所述条形滑槽内侧滑动的方形滑块，所述方形滑块的顶部焊接有

圆柱形连接杆，所述圆柱形连接杆外侧的顶部套设有轴承，且该轴承的外侧套设有导向杆，

所述导向杆靠近所述放置腔的端部铰接有导向连接杆，所述导向连接杆远离所述导向杆的

一端铰接有盘体，所述盘体底部的中间位置处安装有第三驱动电机，通过导流组件实现螺

旋桨产生的水流向不同方位的流出，进而改变运动方位。

[0011] 优选的，所述防堵塞组件包括安装在所述漂浮物吸纳筒内侧远离所述侧连接板通

口处的环形固定座，所述环形固定座内侧沿其径向向内安装有多组支撑臂，所述支撑臂远

离所述环形固定座的端部通过座体安装有第四驱动电机，所述第四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安装

有防堵塞搅拌叶，且所述第四驱动电机输出端的顶部套设有将所述防堵塞搅拌叶卡合在所

述第四驱动电机输出端上的卡头，通过防堵塞组件实现了防止大型漂浮物堵塞在漂浮物吸

纳筒通口部，对大型漂浮物进行破碎搅拌至小型漂浮物后吸纳进入漂浮物吸纳筒。

[0012] 优选的，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内侧顶部的两端皆铰接有防尘板，所述防尘板底

部靠近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内侧处焊接有限位弹簧，且所述限位弹簧远离所述防尘板的

一端焊接在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的内壁上，通过防尘板起到对位于水治理溶液储备箱的

溶液防尘的作用。

[0013] 优选的，所述喷洒组件包括通过螺杆与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一侧底部连通的喷

洒泵，所述喷洒泵远离所述水治理溶液储备箱的一端口设有与其连通的刚性连接管，所述

刚性连接管远离所述喷洒泵的一端连通有喷洒管，所述喷洒管的底部等间距开有喷洒口，

进而实现了在对污染的水质进行调理的功能。

[0014] 优选的，所述放置腔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滤网，所述漂浮气囊连通有柔性连接软管，

且所述柔性连接软管与所述供气泵连通，所述顶板顶部远离所述供气泵的一侧焊接有第二

U型连接板，且所述第二U型连接板面向所述竖连接板的一侧端部与所述竖连接板侧顶部焊

接，所述侧连接板与所述导向板处的端部为U型结构，且向内凹陷构成弧形结构，所述导向

板面向所述侧连接板的一侧外凸构成弧形结构与所述侧连接板的内凹弧形结构相互配合。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吸纳水面漂浮物步骤：启动第二驱动电机带动螺旋桨转动，带动水流运动，水流通过漂

浮物吸纳筒通口进入再通过导向板构成的口部排出，杂物贴附在第一过滤网的外侧；

漂浮物清扫导向步骤：启动第一驱动电机带动第一转轴转动，通过第一转轴带动主传

动齿轮转动，通过主传动齿轮带动从传动齿轮转动，进而带动清理杆转动清扫漂浮物并导

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处；

漂浮物收纳步骤：导向后的漂浮物通过第一U型连接板进入位于放置腔内侧的漂浮收

纳仓处进行收纳；

漂浮物集中处理步骤：通过吊车卡在挂环上，将携带漂浮物的漂浮收纳仓吊出，通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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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倾倒至送车进行集中处理；

运行导向步骤：启动第三驱动电机带动盘体转动，进而带动导向连接杆运动，从而带动

导向杆对圆柱形连接杆产生推力，使其方形滑块在条形滑槽内滑动，从而带动导向板转动

至不同方位，从而通过导向板以不同方位排出的水流，进行不同方位的运行；

防水面漂浮物堵塞步骤：启动第四驱动电机带动防堵塞搅拌叶旋转对堵塞漂浮物进行

破碎；

浮力调节步骤：通过启动供气泵给漂浮气囊充放气，进而改变体积，从而进行浮力调

节；

水治理步骤；启动喷洒泵将水治理溶液储备箱内的水治理溶液喷洒至喷洒管，再通过

喷洒管喷洒至水面。

[0016] 优选的，上述步骤中的驱动电机的外侧皆套设有防水壳体，其中水治理步骤中先

通过打开防尘板灌入水治理溶液，在限位弹簧的反作用力下对水治理溶液储备箱内部密封

进行防尘。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通过第二驱动电机带动

第二转轴转动，通过第二转轴带动螺旋桨转动，进而通过螺旋桨带动位于侧连接板内侧的

水流从漂浮物吸纳筒至导向板方位向运动，通过水流的运动进而在漂浮物吸纳筒产生螺旋

吸纳力，从而对周围的漂浮物进行吸纳进入至漂浮物吸纳筒内至第一过滤网外侧，螺旋桨

产生运行驱动力和漂浮物吸纳力进而实现集漂浮物的收集和运动，从而节省能耗，使其原

有的螺旋桨驱动力进一步具有吸纳漂浮物的功能，通过吊车挂在挂环上，使其便捷取出漂

浮收纳仓，从而无需人工铲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通过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将吸纳

的漂浮物导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内侧，并在螺旋桨产生的推动力下进而进入至漂浮收纳仓

内，同时通过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清扫第一过滤网外侧的附贴漂浮物，从而实现第一过滤

网防堵塞和对漂浮导向的功能，通过导流组件改动导向板的方位进而改变运动的方位。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

例的整体结构立体分解图；

图2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漂浮物吸纳组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4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漂浮物收集组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5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盖板及水质治理组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6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水治理溶液储备箱侧剖视图；

图7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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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结构放大图；

图8为按照本发明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B处结构放大图。

[0019] 图中：1-L型连接板，2-漂浮物吸纳筒，3-第一过滤网，4-第一U型连接板，5-第一驱

动电机，6-放置腔，7-漂浮气囊，8-第二过滤网，9-导向板，10-导向杆，11-螺旋桨，12-侧连

接板，13-第二驱动电机，14-横向连接板，15-竖连接板，16-主传动齿轮，17-第一转轴，18-

从传动齿轮，19-工型卡合件，20-清理杆，21-转杆，22-漂浮收纳仓，23-挂环，24-防尘板，

25-第二U型连接板，26-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7-供气泵，28-柔性连接软管，29-顶板，30-刚

性连接管，31-喷洒管，32-喷洒泵，33-限位弹簧，34-导向连接杆，35-盘体，36-第三驱动电

机，37-圆柱形连接杆，38-方形滑块，39-条形滑槽，40-环形固定座，41-防堵塞搅拌叶，42-

卡头，43-支撑臂，44-第四驱动电机，45-第二转轴，46-斜连接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清楚和明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21] 实施例一

如图1-图8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包括一组顶板29，

且顶板29底部的两侧焊接有侧连接板12，一组侧连接板12内侧中间位置处焊接有第二转轴

45，且第二转轴45的另一端焊接在另一组侧连接板12内侧的中间位置处，第二转轴45的外

侧套设有螺旋桨11，一组侧连接板12外侧的中间位置处通过固定螺杆安装有第二驱动电机

13，第二驱动电机13的输出端与第二转轴45端部固定，两组侧连接板12的端部皆铰接有导

向板9，导向板9上设有导流组件，两组侧连接板12的另一端部焊接有第一过滤网3，第一过

滤网3的顶部通过竖连接板15安装有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第一过滤网3远离螺旋桨11的一

侧焊接有漂浮物吸纳筒2，漂浮物吸纳筒2的两端部皆为通口，靠近第一过滤网3处的通口的

边部与第一过滤网3面向该通口一侧的边部焊接，漂浮物吸纳筒2的另一通口部内侧设有防

堵塞组件，侧连接板12两侧靠近第一过滤网3的外部通过斜连接板46焊接有第一U型连接板

4，第一U型连接板4远离漂浮物吸纳筒2的侧部焊接有放置腔6，且放置腔6与第一U型连接板

4焊接部开有通口并与第一U型连接板4连通，放置腔6外侧设有漂浮气囊7，放置腔6的内侧

放置有漂浮收纳仓22，且漂浮收纳仓22与放置腔6通口同侧处也开有通口，漂浮收纳仓22顶

部两侧焊接有多组挂环23，顶板29的顶部设有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且水治理溶液储备箱

26的侧底部设有喷洒组件，顶板29的顶部还设有为漂浮气囊7供气的供气泵27。

[0022] 通过第二驱动电机13带动第二转轴45转动，通过第二转轴45带动螺旋桨11转动，

进而通过螺旋桨11带动位于侧连接板12内侧的水流从漂浮物吸纳筒2至导向板9方位向运

动，通过水流的运动进而在漂浮物吸纳筒2产生螺旋吸纳力，从而对周围的漂浮物进行吸纳

进入至漂浮物吸纳筒2内至第一过滤网3外侧，通过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将吸纳的漂浮物导

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4内侧，并在螺旋桨11产生的推动力下进而进入至漂浮收纳仓22内，同

时通过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清扫第一过滤网3外侧的附贴漂浮物，通过导流组件改动导向

板9的方位进而改变运动的方位。

[0023] 在本实施例中，漂浮物吸纳筒2为沿轴向切开的四分之一圆盘型结构，漂浮物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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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2面向第一过滤网3侧部的顶部焊接有L型连接板1，L型连接板1远离漂浮物吸纳筒2的一

侧焊接在竖连接板15面向漂浮物吸纳筒2侧面的顶部，第一过滤网3的底部焊接有横向连接

板14，且横向连接板14远离第一过滤网3的一端焊接在漂浮物吸纳筒2面向第一过滤网3一

侧的底部上。

[0024] 通过漂浮物吸纳筒2的通口实现对漂浮物的吸纳，通过弧形内侧滑动以及水流的

推动下至第一过滤网3外侧。

[0025] 在本实施例中，过滤网清扫导向组件包括安装在竖连接板15面向螺旋桨11一侧端

部的第一驱动电机5，第一驱动电机5与竖连接板15之间通过螺杆固定，第一驱动电机5的输

出端贯穿至竖连接板15另一侧并安装有第一转轴17，第一转轴17的外侧套设有主传动齿轮

16，竖连接板15另一侧远离第一驱动电机5处通过轴承安装有转杆21，转杆21的外侧套设有

从传动齿轮18，从传动齿轮18与主传动齿轮16相互啮合，转杆21与第一转轴17远离竖连接

板15的一端焊接有工型卡合件19，工型卡合件19内侧部粘结有清理杆20，且清理杆20的内

侧设有沿清理杆20轴向上的弹性片。

[0026] 通过启动第一驱动电机5带动第一转轴17转动，通过第一转轴17带动主传动齿轮

16转动，通过主传动齿轮16进而带动从传动齿轮18转动，从而同时带动两组清理杆20对第

一过滤网3外侧进行清理以及对漂浮物进行导向，通过清理杆20的内侧的弹性片产生较大

的弹力进而对较重不易移动的漂浮物产生更大的推力，使其移动，且清理杆20采用现有的

耐高温耐腐蚀柔性橡胶。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导流组件包括开在两组导向板9的顶部沿其轴向上的条形滑槽39，

条形滑槽39的内侧设有可在条形滑槽39内侧滑动的方形滑块38，方形滑块38的顶部焊接有

圆柱形连接杆37，圆柱形连接杆37外侧的顶部套设有轴承，且该轴承的外侧套设有导向杆

10，导向杆10靠近放置腔6的端部铰接有导向连接杆34，导向连接杆34远离导向杆10的一端

铰接有盘体35，盘体35底部的中间位置处安装有第三驱动电机36。

[0028] 通过启动第三驱动电机36带动盘体35转动，通过盘体35带动导向连接杆34转动，

通过导向连接杆34带动导向杆10运动，通过导向杆10带动方形滑块38在条形滑槽39内运

动，实现对导向板9方位的调节，进而实现对运动方位的调节。

[0029] 在本实施例中，防堵塞组件包括安装在漂浮物吸纳筒2内侧远离侧连接板12通口

处的环形固定座40，环形固定座40内侧沿其径向向内安装有多组支撑臂43，支撑臂43远离

环形固定座40的端部通过座体安装有第四驱动电机44，第四驱动电机44的输出端安装有防

堵塞搅拌叶41，且第四驱动电机44输出端的顶部套设有将防堵塞搅拌叶41卡合在第四驱动

电机44输出端上的卡头42。

[0030] 通过启动第四驱动电机44，通过第四驱动电机44带动防堵塞搅拌叶41转动，从而

实现对大型漂浮物进行破碎，破碎后的大型漂浮物再流入至漂浮物吸纳筒2内侧。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侧顶部的两端皆铰接有防尘板24，防尘板

24底部靠近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侧处焊接有限位弹簧33，且限位弹簧33远离防尘板24的

一端焊接在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的内壁上。

[0032] 通过压持防尘板24打开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向内部加入水治理溶液，加入至合

适位置后松开对防尘板24的压持，在限位弹簧33的反作用下使其防尘板24恢复至初始位置

处实现密封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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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本实施例中，喷洒组件包括通过螺杆与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一侧底部连通的喷

洒泵32，喷洒泵32远离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的一端口设有与其连通的刚性连接管30，刚性

连接管30远离喷洒泵32的一端连通有喷洒管31，喷洒管31的底部等间距开有喷洒口。

[0034] 通过启动喷洒泵32将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的水治理溶液抽入至刚性连接管30

内，再通过刚性连接管30进入至喷洒管31内，从而通过喷洒口喷出。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放置腔6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滤网8，漂浮气囊7连通有柔性连接软管

28，且柔性连接软管28与供气泵27连通，顶板29顶部远离供气泵27的一侧焊接有第二U型连

接板25，且第二U型连接板25面向竖连接板15的一侧端部与竖连接板15侧顶部焊接，侧连接

板12与导向板9处的端部为U型结构，且向内凹陷构成弧形结构，导向板9面向侧连接板12的

一侧外凸构成弧形结构与侧连接板12的内凹弧形结构相互配合。

[0036] 通过启动供气泵27实现对漂浮气囊7的充放气，实现漂浮力的改变，通过导向板9

的外凸构成弧形结构与侧连接板12的内凹弧形结构相互配合减少了之间的摩擦力，从而提

高了使用寿命。

[0037] 实施例二

一种自吸式水面漂浮物清理结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吸纳水面漂浮物步骤：启动第二驱动电机13带动螺旋桨11转动，带动水流运动，水流通

过漂浮物吸纳筒2通口进入再通过导向板9构成的口部排出，杂物贴附在第一过滤网3的外

侧；

漂浮物清扫导向步骤：启动第一驱动电机5带动第一转轴17转动，通过第一转轴17带动

主传动齿轮16转动，通过主传动齿轮16带动从传动齿轮18转动，进而带动清理杆20转动清

扫漂浮物并导向至第一U型连接板4处；

漂浮物收纳步骤：导向后的漂浮物通过第一U型连接板4进入位于放置腔6内侧的漂浮

收纳仓22处进行收纳；

漂浮物集中处理步骤：通过吊车卡在挂环23上，将携带漂浮物的漂浮收纳仓22吊出，通

过通口倾倒至送车进行集中处理；

运行导向步骤：启动第三驱动电机36带动盘体35转动，进而带动导向连接杆34运动，从

而带动导向杆10对圆柱形连接杆37产生推力，使其方形滑块38在条形滑槽39内滑动，从而

带动导向板9转动至不同方位，从而通过导向板9以不同方位排出的水流，进行不同方位的

运行；

防水面漂浮物堵塞步骤：启动第四驱动电机44带动防堵塞搅拌叶41旋转对堵塞漂浮物

进行破碎；

浮力调节步骤：通过启动供气泵27给漂浮气囊7充放气，进而改变体积，从而进行浮力

调节；

水治理步骤；启动喷洒泵32将水治理溶液储备箱26内的水治理溶液喷洒至喷洒管31，

再通过喷洒管31喷洒至水面。

[0038]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步骤中的驱动电机的外侧皆套设有防水壳体，其中水治理步

骤中先通过打开防尘板24灌入水治理溶液，在限位弹簧33的反作用力下对水治理溶液储备

箱26内部密封进行防尘，通过防水壳体实现对驱动电机的防水功能。

[0039] 本发明的控制系统采用现有技术中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低压控制元件为驱动电

说　明　书 7/8 页

11

CN 111452925 A

11



机运行电路，其方位识别采用现有技术的螺旋仪进行判断，并安装有多种水质检测传感器、

PH值检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污浊检测传感器实现水质的检测，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实现

防碰撞功能。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进一步的实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构思加

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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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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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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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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