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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

(57)摘要

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包括转动

槽G、进水渠E、清水渠F和污水渠H，转动槽G包括

圆弧形槽壁和主转轴，且主转轴上安装三块挡水

板；当一块挡水板转至与进水渠壁A相互平行的

位置时，有一块挡水板的前缘位置恰好为槽壁与

清水渠壁B的连接处；当一块挡水板转至进水渠B

与清水渠壁A的连接处时，有一块挡水板的前缘

位置恰好为槽壁与清水渠壁B的连接处；在进水

渠设置水质监测传感器，利用导线将传感器、处

理器与转动控制装置相连。显然本发明结构简

单，设计合理，能够在传感器识别水质之后，运用

挡水板的旋转，将污水、清水分开，既对水资源进

行了充分分类，又可以将分离处的污水进行集中

处理，对河道水资源的利用和处理有极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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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转动槽G和分别与转动槽G相通的进

水渠E、清水渠F和污水渠H，

进水渠E包括相互平行的进水渠壁A（3）与进水渠壁B（42）；

清水渠F包括相互平行的清水渠壁A（7）和清水渠壁B（43）；

污水渠H包括相互平行的污水渠壁A（16）和污水渠壁B（44）；

转动槽G包括圆弧形槽壁（13）和竖直设置在转动槽G中的一个带控制装置（11）的主转

轴（12）；主转轴（12）位于进水渠壁A（3）的延长线上，且主转轴（12）上安装三块结构相同、彼

此成120°夹角的三块挡水板（10）；

且进水渠壁A（3）与污水渠壁A（16）垂直相连，进水渠壁B（42）与清水渠壁A（7）垂直相

连，圆弧形槽壁（13）的两端分布与清水渠壁B（43）和污水渠壁B（44）相连；

进水渠壁A（3）与污水渠壁A（16）的连接处至主转轴（12）的距离、进水渠壁B（42）与清水

渠壁A（7）的连接处至主转轴（12）的距离、圆弧形槽壁（13）与清水渠壁B（43）的连接处至主

转轴（12）的距离、圆弧形槽壁（13）与污水渠壁B（44）的连接处至主转轴（12）的距离均恰为

挡水板（10）的长度；

当一块挡水板（10）转至与进水渠壁A（3）相互平行的位置时，有一块挡水板（10）的前缘

位置恰好为圆弧形槽壁（13）与清水渠壁B（43）的连接处；当一块挡水板（10）转至进水渠壁B

（42）与清水渠壁A（7）的连接处时，有一块挡水板（10）的前缘位置恰好为圆弧形槽壁（13）与

清水渠壁B（43）的连接处；

在进水渠壁A（3）、进水渠壁B（42）和进水渠底（2）上设置三个以上水质监测传感器（1），

利用导线（5）将所有的水质监测传感器（1）与处理器（6）相连；利用导线（5）将处理器（6）与

转动控制装置（11）相连，处理器（6）控制主转轴（12）的旋转；

所述转动控制装置（11）包括一个与主转轴（12）同轴相连的转轴（35）；转轴（35）上安装

一个转盘（40），转盘（40）外缘设有环形槽（19）、上下两侧为底盘（18）；在环形槽（19）中开设

三个彼此夹角成120°的径向固定槽（20）；还有与所述固定槽（20）位于同一高度导向筒

（23），导向筒（23）内有带复位弹簧（24）的滑动杆（22），滑动杆（22）的末端设有能插入固定

槽（20）的圆头凸起（21），设在滑动杆（22）侧面的被动杆（28）由导向筒（23）一侧开的口（26）

而伸出导向筒（23）；还有一个通过其电机轴（31）来驱动轮盘（32）的电机（9），轮盘（32）的外

侧设有径向的、用于拨动所述被动杆（28）的拨动杆（3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调流系统，其特征是在主转轴（12）的顶端安装一个轴承

（34），通过轴承（34）利用三根固定杆（39）分别固定在圆弧形槽壁（13）、污水渠壁A（16）、清

水渠壁A（7）上，相邻两根固定杆（39）之间的夹角为120°；如此，主转轴（12）可自由转动，但

不会晃动；挡水板（10）亦可随主转轴（12）自由转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调流系统，其特征是挡水板由底胶板（36）、侧胶板（37）、主

挡板（38）组成，主挡板（38）与主转轴（12）刚性连接；在主挡板（38）外侧固定安装一块橡胶

材质的侧胶板（37），在主挡板（38）底部固定安装一块橡胶材质的底胶板（36）；底胶板（36）

可与槽底（14）紧密相接触；侧胶板（37）可分别与圆弧形槽壁（13）、污水渠壁A（16）、进水渠

壁B（42）与清水渠壁A（7）连接处、清水渠壁B（43）与圆弧形槽壁（13）连接处紧密相接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调流系统，其特征是污水渠深度=池底（15）深度且比槽底

（14）低，再加上污水渠H的宽度较进水渠E窄，故污水渠H内的流速比进水渠E内的流速大，当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709189 B

2



水质不达标的水流（4）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双重作用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

被同时冲刷至后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5.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进行自动调流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当水质监测传感器（1）测得进水渠E内水质达标时，令一块挡水板（10）与进水渠壁A（3）

处在同一平面，进水渠E中的水流（4）在挡水板（10）的作用下，经清水渠F流出，直接排入自

然水体；此时圆头凸起（21）插入一个固定槽（20）中，并对转盘（40）进行锁定；

当进水渠E内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水质监测传感器（1）显示水质不达标时，处理器（6）向

转动控制装置（11）内的电机（9）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电机（9）的电机轴（31）转动一圈

的过程中带动轮盘（32）转动，轮盘（32）上的拨动杆（30）带动被动杆（28）水平移动，被动杆

（28）带动滑动杆（22）水平滑动，使得圆头凸起（21）与固定槽（20）暂时分离，从而短时解锁

转盘（40），在水流（4）的作用下，挡水板（10）带动主转轴（12）顺时针转动，在复位弹簧（24）

的作用下，滑动杆（22）很快便会自动复位，圆头凸起（21）与下一个固定槽（20）相对固定，重

新锁定转盘（40），进而将其中一块挡水板（10）固定在圆弧形槽壁（13）和污水渠壁B（44）连

接处，进水渠E中的水流（4）在挡水板（10）的作用下，经污水渠H流出，进入后续水质处理设

施，经处理水质达标后排放；当水质不达标的水流（4）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双重

作用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被同时冲刷至后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当进水渠E内水质监测传感器（1）全部显示水质达标时，处理器（6）向转动控制装置

（11）内的电机（9）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基于水质不达标时的操作原理，使进水渠E与

清水渠F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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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环保治理力度的逐渐加大，我国大部分区域的水资源环境得到了较

好的改善，但部分流域水质污染仍存在季节性变化或间歇性变化的现象，这对水资源调流

部门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特别是黑臭状态是水体的一个极端状态，其本身的特点也

与其他状态有很大不同，其由于水体缺氧，有机物腐败而造成的。其理化环境表现为强还原

性质，有机无机污染极其严重，水体有异味，已经不适合水生生物生存，水生植被退化甚至

灭绝，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只有少量耐污种存在。食物链断裂，食物网支离破碎，

生态系统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退化甚至丧失。一旦被排入自然水体，会对流域水生态环

境造成极大的危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以自然水体排入水质状况的

实时监控与河道水质自动监测，并实现根据水质不同自动调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然水体。

[0004] 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转动槽G和分别与转动槽G相通的

进水渠E、清水渠F和污水渠H，

[0005] 进水渠E包括相互平行的进水渠壁A与进水渠壁B；

[0006] 清水渠F包括相互平行的清水渠壁A和清水渠壁B；

[0007] 污水渠H包括相互平行的污水渠壁A和污水渠壁B；

[0008] 转动槽G包括圆弧形槽壁和竖直设置在转动槽G中的一个带控制装置的主转轴；主

转轴位于进水渠壁A的延长线上，且主转轴上安装三块结构相同、彼此成120°夹角的三块挡

水板；

[0009] 且进水渠壁A与污水渠壁A垂直相连，进水渠B与清水渠壁A垂直相连，圆弧形槽壁

13的两端分布与清水渠壁B和污水渠壁B相连；

[0010] 进水渠壁A与污水渠壁A的连接处至主转轴的距离、进水渠B与清水渠壁A的连接处

至主转轴的距离、槽壁与清水渠壁B的连接处至主转轴的距离、槽壁与污水渠壁B的连接处

至主转轴的距离均恰为挡水板的长度；

[0011] 当一块挡水板转至与进水渠壁A相互平行的位置时，有一块挡水板的前缘位置恰

好为槽壁与清水渠壁B的连接处；当一块挡水板转至进水渠B与清水渠壁A的连接处时，有一

块挡水板的前缘位置恰好为槽壁与清水渠壁B的连接处；

[0012] 在进水渠壁A、进水渠壁B和进水渠底上设置三个以上水质监测传感器，利用导线

将所有的水质监测传感器与处理器相连；利用导线将处理器与转动控制装置相连，处理器

控制主转轴的旋转。

[0013] 所述转动控制装置包括一个与主转轴同轴相连的转轴；转轴（35）上安装一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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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转盘外缘设有环形槽、上下两侧为底盘；在环形槽中开设三个彼此夹角成120°的径向固

定槽；还有与所述固定槽位于同一高度导向筒，导向筒内有带复位弹簧的滑动杆，滑动杆的

末端设有能插入固定槽的圆头凸起，设在滑动杆侧面的被动杆由导向筒一侧开的口而伸出

导向筒；还有一个通过其电机轴来驱动轮盘的电机，轮盘的外侧设有径向的、用于拨动所述

被动杆的拨动杆。

[0014] 在主转轴的顶端安装一个轴承，通过轴承利用三根固定杆分别固定在转动槽壁、

污水渠壁、清水渠壁上，相邻两根固定杆之间的夹角为120°；如此，主转轴可自由转动，但不

会晃动；挡水板亦可随主转轴自由转动。

[0015] 挡水板由底胶板、侧胶板、主挡板组成，主挡板与主转轴刚性连接；在主挡板外侧

固定安装一块橡胶材质的侧胶板，在主挡板底部固定安装一块橡胶材质的底胶板；底胶板

可与槽底紧密相接触；侧胶板可分别与转动槽壁、污水渠壁、进水渠壁与清水渠壁连接处、

清水渠壁与转动槽壁连接处紧密相接触。

[0016] 污水渠深度=池底深度且比槽底低，再加上污水渠H的宽度较进水渠E窄，故污水渠

H内的流速比进水渠E内的流速大，当水质不达标的水流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双

重作用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被同时冲刷至后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0017] 利用所述系统进行自动调流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0018] 当水质监测传感器测得进水渠E内水质达标时，令一块挡水板与进水渠壁3处在同

一平面，进水渠E中的水流在挡水板的作用下，经清水渠F流出，直接排入自然水体；此时圆

头凸起插入一个固定槽中，并对转盘进行锁定；

[0019] 当进水渠E内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水质监测传感器显示水质不达标时，处理器向转

动控制装置内的电机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电机的电机轴转动一圈的过程中带动轮盘

转动，轮盘上的拨动杆带动被动杆水平移动，被动杆带动滑动杆水平滑动，使得圆头凸起与

固定槽暂时分离，从而短时解锁转盘，在水流的作用下，挡水板带动主转轴顺时针转动，在

弹簧的作用下，滑动杆很快便会自动复位，圆头凸起与下一个固定槽相对固定，重新锁定转

盘，进而将其中一块挡水板固定在转动槽壁和污水渠壁连接处，进水渠E中的水流在挡水板

的作用下，经污水渠H流出，进入后续水质处理设施，经处理水质达标后排放；当水质不达标

的水流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双重作用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被同时冲刷至后

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0020] 当进水渠E内水质监测传感器全部显示水质达标时，处理器向转动控制装置内的

电机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基于水质不达标时的操作原理，使使进水渠E与清水渠F相

通。

[0021] 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工作原理如下，当进水渠内水质达标时，挡水板

与进水渠壁处在同一平面时，进水渠中的水流在挡水板的作用下，经清水渠流出，直接排入

自然水体；当进水渠内三分之一的水质监测传感器显示水质不达标时，中心处理器向转动

控制装置内的电机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电机启动，电机轴转动一圈的过程中带动轮

盘转动，轮盘上的拨动杆会带动被动杆水平移动，被动杆带动滑动杆水平滑动，使得滑动杆

上的圆头凸起与固定槽暂时分离，从而短时解锁转盘，在水流的作用下，挡水板带动主转轴

顺时针转动，在弹簧的作用下，滑动杆很快便会自动复位，滑动杆上的圆头凸起与下一个固

定槽相对固定，重新锁定转盘，进而将挡水板固定在转动槽壁和污水渠壁连接处，进水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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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流在挡水板的作用下，经污水渠流出，进入后续水质处理设施，经处理水质达标后排

放。同时，污水渠的池底比转动槽的槽底低，且污水渠的宽度较进水渠窄，故污水渠内的流

速比进水渠内的流速大，当水质不达标的水流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双重作用

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被同时冲刷至后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0022] 显然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在传感器识别水质之后，运用挡水板的旋

转，将污水、清水分开，既对水资源进行了充分分类，又可以将分离处的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对河道水资源的利用和处理有极大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转动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图1的A‑A剖面图。

[0026] 图4是图2的B‑B剖面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28] 其中，水质监测传感器1、池底2、进水渠壁3、水流4、导线5、中心处理器6、清水渠壁

7、池底8、电机9、挡水板10、转动控制装置11、主转轴12、转动槽壁13、槽底14、池底15、污水

渠壁16、顶盘17、底盘18、环形槽19、固定槽20、圆头凸起21、滑动杆22、导向筒23、弹簧24、固

定块25、开口26、圆头凸起27、被动杆28、圆头凸起29、拨动杆30、电机轴31、轮盘32、底板33、

轴承34、转轴35、底胶板36、侧胶板37、主挡板38、固定杆39、转盘40、支撑杆41、进水渠壁42、

清水渠壁43、污水渠壁44、挡水板45、挡水板46、进水渠E、清水渠F、转动槽G、污水渠H。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4，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由进水渠E、清水渠F、转动槽G、污水渠

H、水质监测传感器1、池底2、进水渠壁3、水流4、导线5、中心处理器6、清水渠壁7、池底8、挡

水板10、转动控制装置11、主转轴12、转动槽壁13、槽底14、池底15、污水渠壁16、轴承34、固

定杆39、进水渠壁42、清水渠壁43、污水渠壁44、挡水板45和挡水板46组成：设置两段长

1000cm宽50cm高200cm的砖砌混凝土进水渠壁3和进水渠壁42，进水渠壁3和进水渠壁42相

互平行且相距500cm；在进水渠壁3延长线的562cm处设置一根直径5cm高215cm的钢制主转

轴12，在主转轴12处的槽底14下15cm处设置一个直径50cm高20cm的转动控制装置11，主转

轴12通过内径5cm的钢制轴承34穿过槽底14与转动控制装置11相连，主转轴12可以自由转

动，转动控制装置11可以控制主转轴12的转动和停止；在槽底14上的主转轴12上固定安装

三个长562cm宽5cm高180cm的挡水板10、挡水板45、挡水板46，相邻两个挡水板之间的夹角

为120°，挡水板10、挡水板45、挡水板46可以绕主转轴12自由转动；当挡水板10与进水渠壁3

处在同一平面时，在挡水板45末端处设置一段长500cm宽50cm高200cm的砖砌混凝土清水渠

壁43，清水渠壁43与进水渠壁3相互垂直；以主转轴12为圆心设置一段直径562cm宽50cm高

200cm的半圆形砖砌混凝土转动槽壁13，转动槽壁13的一端与清水渠壁43相连；转动槽壁13

和槽底14围成直径562cm深200cm的转动槽G；在转动槽壁13的另一端设置一段长500cm宽

50cm高250cm的砖砌混凝土污水渠壁44，污水渠壁44与进水渠壁3相互垂直；在进水渠壁3的

末端设置一段长1000cm宽50cm高250cm的砖砌混凝土污水渠壁16，污水渠壁16与进水渠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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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垂直；污水渠壁16、污水渠壁44和池底15围成长1000cm宽295cm深250cm的污水渠H；污

水渠H的池底15比转动槽G的槽底14低50cm；当挡水板46转到转动槽壁13和污水渠壁44连接

处时，在挡水板10末端处设置一段长500cm宽50cm高200cm的砖砌混凝土清水渠壁7，清水渠

壁7与进水渠壁3相互垂直；清水渠壁7、清水渠壁43和池底8围成长500cm宽576cm深200cm的

清水渠F；延长进水渠壁42与清水渠壁7相连，进水渠壁3、进水渠壁42和池底2围成长1549cm

宽500cm深200cm的进水渠E；

[0030] 在主转轴12的顶端安装一个内径5cm的轴承34，通过轴承34利用三根直径2cm长

570cm的钢制固定杆39分别固定在转动槽壁13、污水渠壁16、清水渠壁7上，相邻两根固定杆

39之间的夹角为120°；主转轴12可以自由转动，但不会晃动；挡水板10、挡水板45、挡水板46

可以随主转轴12自由转动。

[0031] 当挡水板10与进水渠壁3处在同一平面时，水流4在挡水板10、挡水板45的作用下，

从清水渠F流出；

[0032] 当挡水板10位于进水渠壁42与清水渠壁7交点时，在挡水板10、挡水板46的作用

下，从污水渠H流出。

[0033] 挡水板由底胶板36、侧胶板37、主挡板38组成：设置一块长550cm宽5cm高170cm的

钢制主挡板38，主挡板38与主转轴12刚性连接；在主挡板38外侧固定安装一块长12cm宽5cm

高180cm的橡胶材质的侧胶板37，在主挡板38底部固定安装一块长550cm宽5cm高10cm的橡

胶材质的底胶板36；底胶板36可与槽底14紧密相连；侧胶板37可分别与转动槽壁13、污水渠

壁16、进水渠壁42与清水渠壁7交点、清水渠壁43与转动槽壁13交点紧密相连。

[0034] 转动控制装置11由电机9、顶盘17、底盘18、环形槽19、固定槽20、圆头凸起21、滑动

杆22、导向筒23、弹簧24、固定块25、开口26、圆头凸起27、被动杆28、圆头凸起29、拨动杆30、

电机轴31、轮盘32、底板33、轴承34、转轴35、转盘40和支撑杆41组成：设置一个长80cm宽

60cm厚3cm的钢制底板33，在底板33上设置一个内径5cm的轴承34，在轴承34内安装一根直

径5cm长23cm的钢制转轴35，转轴35可以自由转动；在转轴35上距离底板33顶面5cm处固定

安装一个直径50cm厚1cm的钢制底盘18，在底盘18上方固定安装一个直径45cm厚3cm的钢制

转盘40，在转盘40上方固定安装一个直径50cm厚1cm的钢制顶盘17，顶盘17、底盘18、转盘40

与转轴35都是刚性连接且位置相对固定；顶盘17、底盘18、转盘40之间形成一个外径50cm内

径45高3cm的环形槽19；在转盘40上开设三个直径2.5cm深2cm的固定槽20，相邻两个固定槽

20之间的夹角为120°；在底板33上距离转轴35的62cm处固定安装一个高10cm的钢制固定块

25，在固定块25距离底板33顶面8cm处固定安装一个直径2.5cm长10cm的钢制导向筒23，导

向筒23与固定槽20位于同一平面高度，通过直径1cm的钢制支撑杆41和固定块25将导向筒

23固定在底板33上；在导向筒23内的固定块25上固定安装一根长7cm的弹簧24，在弹簧24的

末端固定安装一个直径2.5cm长8cm的钢制滑动杆22，在滑动杆22的末端设置一个直径

2.5cm高2cm的圆头凸起21，圆头凸起21可以与固定槽20恰好吻合；在导向筒23一侧开设一

个长5cm高0.8cm的开口26；在滑动杆22固定设置一个直径0.7cm高3cm的被动杆28，被动杆

28由开口26伸出导向筒23；在被动杆28末端设置一个直径0.7cm高0.5cm的圆头凸起27；在

开口26一侧的底板33上安装一个直径10cm高6cm的电机9，在直径0.5cm高3cm的钢制电机轴

31上固定安装一个直径8cm厚2cm的钢制轮盘32，在轮盘32的外侧固定安装一个直径2cm高

2cm的钢制拨动杆30，在拨动杆30的末端安装一个直径2cm高1cm的圆头凸起29；当电机9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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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电机轴31带动轮盘32转动，轮盘32上的拨动杆30会带动被动杆28水平移动，被动杆28

带动滑动杆22水平滑动，使得圆头凸起21与固定槽20暂时分离，从而短时解锁转盘40，在弹

簧24的作用下，滑动杆22很快便会自动复位，圆头凸起21与下一个固定槽20相对固定，重新

锁定转盘40；转轴35与主转轴12刚性连接，从而实现转轴35与主转轴12的同步转动。

[0035] 在进水渠壁3、进水渠壁42和池底2上设置多个水质监测传感器1，相邻两个水质监

测传感器1之间的距离为100cm，利用导线5将所有的水质监测传感器1与中心处理器6相连，

将水质监测传感器1传输至中心处理器6进行处理分析；利用导线5将中心处理器6与转动控

制装置11内的电机9相连，中心处理器6根据水质数据分析结果控制电机9的启停操作。

[0036] 如图5，一种河道黑臭水体自动调流系统工作原理如下，当进水渠E内水质达标时，

挡水板10与进水渠壁3处在同一平面时，进水渠E中的水流4在挡水板10、挡水板45的作用

下，经清水渠F流出，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当进水渠E内三分之一的水质监测传感器1显示水

质不达标时，中心处理器6向转动控制装置11内的电机9传输转动一圈的启动指令，电机9启

动，电机轴31转动一圈的过程中带动轮盘32转动，轮盘32上的拨动杆30会带动被动杆28水

平移动，被动杆28带动滑动杆22水平滑动，使得圆头凸起21与固定槽20暂时分离，从而短时

解锁转盘40，在水流4的作用下，挡水板45带动主转轴12顺时针转动，在弹簧24的作用下，滑

动杆22很快便会自动复位，圆头凸起21与下一个固定槽20相对固定，重新锁定转盘40，进而

将挡水板46固定在转动槽壁13和污水渠壁44连接处，进水渠E中的水流4在挡水板10、挡水

板46的作用下，经污水渠H流出，进入后续水质处理设施，经处理水质达标后排放。同时，污

水渠H的池底15比转动槽G的槽底14低50cm，且污水渠H的宽度较进水渠E窄205cm，故污水渠

H内的流速比进水渠E内的流速大，当水质不达标的水流4流入污水渠H时，在落差和流速的

双重作用下，渠道底部的沉积物会被同时冲刷至后续水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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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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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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