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461025.5

(22)申请日 2020.10.29

(73)专利权人 长安大学

地址 710064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路中段

(72)发明人 冯忠居　陈露　尹继兴　魏杰　

李铁　温郁斌　王思琦　成圆梦　

江冠　宗敬云　张聪　袁鑫　

王国宾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马贵香

(51)Int.Cl.

E02F 5/28(2006.01)

E02F 3/88(2006.01)

E02F 3/90(2006.01)

E02F 3/9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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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涵洞底部淤泥清理

装置，包括底部滑动装置、淤泥泵、吸淤管、支撑

架、排淤管、储水箱、控制器以及蓄电池；底部滑

动装置设置在支撑架的底部，淤泥泵与支撑架顶

部之间设置升降机构；淤泥泵设置在伸缩管的顶

部；淤泥泵的入口连通吸淤管，淤泥泵的出口连

通排淤管；支撑架的顶部设置稳定承台，搅拌管

与稳定承台转动连接，稳定承台上设置搅拌电

机，搅拌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搅拌管，搅拌管上设

置搅拌桨；储水箱还通过储水管连通吸淤管；储

水管上设置电动阀；控制器连接淤泥泵以及电动

阀，蓄电池整个装置提供电能，本实用新型可依

靠电动动力在涵洞内前进，同时能清淤及清洗洞

底，且效果良好；避免清理涵洞需要的大量的人

工及各类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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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部滑动装置（2）、淤泥泵（41）、吸淤

管、支撑架（6）、排淤管（7）、储水箱、控制器（1）以及蓄电池；底部滑动装置（2）设置在支撑架

（6）的底部，淤泥泵（41）与支撑架（6）顶部之间设置升降机构；淤泥泵（41）设置在升降机构

的顶部；淤泥泵（41）的入口连通吸淤管，淤泥泵（41）的出口连通排淤管（7）；支撑架（6）的顶

部设置稳定承台（61），搅拌管（51）穿过稳定承台（61），搅拌管（51）与稳定承台（61）转动连

接，稳定承台（61）上设置搅拌电机，搅拌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搅拌管（51），搅拌管（51）上设置

搅拌桨（52）；储水箱还通过储水管连通吸淤管；储水管上设置电动阀；控制器（1）的输出端

连接淤泥泵（41）以及电动阀的控制端，蓄电池为淤泥泵（41）、控制器（1）以及电动阀提供电

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吸淤管穿过搅拌管

（51），吸淤管下端伸入淤泥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支撑架（6）包括支撑柱

（62）和三角刃（64），三角刃（64）包括两条直角边，三角刃（64）的一条直角边与支撑柱（62）

连接，另一条直角边平行于地面，支撑柱（62）的顶部固定连接稳定承台（61），支撑柱（62）的

侧面设置固定桩（6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底部滑动装置（2）包括

底部滚轮（21）、底部转轮轴（22）以及驱动电机，底部滚轮（21）设置在底部转轮轴（22）上，底

部转轮轴（22）连接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底部转轮轴（22）与三角刃（64）的底部连接，底

部滚轮（21）中还设置有一组转向轮，转向轮的轮轴连接有转向电机，驱动电机和转向电机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器（1）的输出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支撑柱（62）采用电动伸

缩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吸淤管和排淤管（7）采

用钢丝软管，储水管采用软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升降机构包括伸缩管

（42）和电动伸缩杆（65），电动伸缩杆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器（1）的输出端，吸

淤管穿过伸缩管（4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升降机构的顶部设置有

支架，支架上设置顶部滚动装置（3），顶部滚动装置（3）包括顶部滚轮（31）和顶部滚轮轴

（32），顶部滚轮轴（32）与支架连接，顶部滚轮（31）安装在顶部滚轮轴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搅拌电机通过皮带传动

驱动搅拌管（5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遥控器和遥控

信号接收器，遥控信号接收器连接控制器（1）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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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涵洞维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涵洞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洞底杂草、淤泥也逐渐增多，影响了涵洞的排水

泄洪或交通通行，从而使涵洞出现堵塞现象，因此必须要定时清理涵洞底部以保证涵洞的

清洁及正常使用。目前，大型涵洞通常以挖掘机或其他机械清淤，已逐步达到清淤机械化。

而小型涵洞由于内部空间较小，通常以高压水枪清淤或人工清淤，但高压水枪清淤不能清

除彻底，仍残留一些淤泥在涵洞底部，并未清除干净；人工清淤是大多数小型涵洞清淤所采

用的方法，但小型涵洞内部空间不足，人工清洗的地方有限，不能实现高效地清淤且费用成

本增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小型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及使用方

法，来解决小型涵洞底部淤泥清理工作存在的困难。本实用新型采用控制装置控制整个涵

洞清淤装置，采用顶部及底部滑动装置可使整个装置沿涵洞顶部进行前进，同时依次连接

吸淤装置、搅拌装置，实现淤泥的吸入，底部的清洗等。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涵洞底部淤泥清理装置，包

括底部滑动装置、淤泥泵、吸淤管、支撑架、排淤管、储水箱、控制器以及蓄电池；底部滑动装

置设置在支撑架的底部，淤泥泵与支撑架顶部之间设置升降机构；淤泥泵设置在升降机构

的顶部；淤泥泵的入口连通吸淤管，淤泥泵的出口连通排淤管；支撑架的顶部设置稳定承

台，搅拌管穿过稳定承台，搅拌管与稳定承台转动连接，稳定承台上设置搅拌电机，搅拌电

机的输出端连接搅拌管，搅拌管上设置搅拌桨；储水箱还通过储水管连通吸淤管；储水管上

设置电动阀；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淤泥泵以及电动阀的控制端，蓄电池为淤泥泵、控制器以

及电动阀提供电能。

[0005] 吸淤管穿过搅拌管，吸淤管下端伸入淤泥中。

[0006] 支撑架包括支撑柱和三角刃，三角刃包括两条直角边，三角刃的一条直角边与支

撑柱连接，另一条直角边平行于地面，支撑柱的顶部固定连接稳定承台，支撑柱的侧面设置

固定桩。

[0007] 底部滑动装置包括底部滚轮、底部转轮轴以及驱动电机，底部滚轮设置在底部转

轮轴上，底部转轮轴连接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底部转轮轴与三角刃的底部连接，底部滚

轮中还设置有一组转向轮，转向轮的轮轴连接有转向电机，驱动电机和转向电机的控制信

号输入端连接控制器的输出端。

[0008] 支撑柱采用电动伸缩柱。

[0009] 吸淤管和排淤管采用钢丝软管，储水管采用软管。

[0010] 升降机构包括伸缩管和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杆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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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的输出端，吸淤管穿过伸缩管。

[0011] 升降机构的顶部设置有支架，支架上设置顶部滚动装置，顶部滚动装置包括顶部

滚轮和顶部滚轮轴，顶部滚轮轴与支架连接，顶部滚轮安装在顶部滚轮轴上。

[0012] 搅拌电机通过皮带传动驱动搅拌管。

[0013] 还包括遥控器和遥控信号接收器，遥控信号接收器连接控制器的输入端。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淤泥泵将

需要除去的淤泥吸走，并通过排淤管排送至涵洞外部，而且还能通过储水箱、储水管和吸淤

管向淤泥中注清水，搅拌电机、搅拌管以及搅拌桨能实现对淤泥的不断搅拌，使淤泥更利于

淤泥泵吸走，而且本实用新型还能实现自动控制，通过蓄电池供电，使用更环保，能通过更

换蓄电池持续作业，本实用新型使用方便，易操纵，可依靠电动动力在涵洞内前进，同时具

有清淤及清洗洞底的功能，且效果良好；另外减少了清洗小型涵洞所需要的大量的人工及

各类机械，成本低；通过升降机构的升降可使装置适应不同高度的小型涵洞，使用广泛，并

不局限于涵洞这一特定对象。

[0015] 进一步的，设置遥控器发出控制信号，本实用新型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实现清

淤、排淤、清洗三大功能，以一台装置完成多份工作量，并且实现遥控操作，节约了时间，提

高了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装置整体示意图。

[0017] 图2a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滑动装置中滚轮示意图。

[0018] 图2b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滑动装置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吸淤装置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搅拌装置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支撑架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支撑架框架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实施的装置整体使用效果图。

[0024] 附图中，1‑控制线路，2‑底部滑动装置，21‑底部滚轮，22‑底部转轮轴，3‑顶部滚动

装置，31‑顶部滚轮轴，32‑顶部滚轮轴，4‑吸淤装置，41‑内部淤泥泵，42伸缩管，43‑吸淤管，

44‑套筒，45‑搅动‑吸淤管，5‑搅拌装置，51‑搅拌管，52‑搅拌桨，6‑支撑架，61‑稳定承台，

62‑支撑柱，63‑固定桩，64‑三角刃，65‑伸缩杆，7‑排淤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

而不是限定。

[0026] 参考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小型涵洞底部淤泥清洗装置，包括遥控器、滑动

装置、吸淤装置、搅拌装置以及支撑架。

[0027] 遥控器通过线路控制装个清洗装置部分动力部件的转动或伸缩。

[0028] 底部滑动装置2：由线路控制滑轮，推动整个装置整体沿着涵洞顶部前进，只需更

换底部滚轮21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小型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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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吸淤装置4的下部与搅拌装置5相连，直接吸入流动状的淤泥，吸淤装置4的上部连

接排淤管，直接排出淤泥，同时需要清水冲洗吸淤管43或底部淤泥为半固态时可将储液管

的控制阀门打开，灌入清水达到清洗的目的。

[0030] 搅拌装置通过搅拌桨旋转使淤泥呈流动状，使淤泥更容易被吸淤管43吸入。

[0031] 控制器1通过软线连接淤泥泵41、电动阀、驱动电机、转向电机以及电动伸缩杆的

驱动器，能通过远端对本实用新型所述装置进行控制。

[0032] 其中各结构部件的具体作用和结构组成如下：

[0033] 遥控器F21‑E1B通过遥控信号接收器8连接控制器的输入端，利用遥控技术控制装

个清洗装置滑轮的移动、吸淤管的伸缩以及搅拌装置的转动。遥控信号接收器8采用红外信

号接收器。

[0034] 底部滑动装置2包括底部滚轮21、底部转轮轴22，底部滚轮21设置在底部转轮轴22

上，底部转轮轴22连接有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底部滚轮21中还设置有一组转向轮，转向

轮的轮轴连接有转向电机，底部滚轮21可通过驱动电机和转向电机调整移动的方向位置使

其能够在涵洞底部自由滑动移动。

[0035] 顶部滚动装置3包括顶部滚轮31和顶部滚轮轴32；可选的，顶部滚轮轴32连接顶部

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顶部滚动装置3的顶部滚轮可通过驱动电机调整位置，通过伸缩杆

65调节滑动顶部装置的高度，使其能够在顶部自由滑动。

[0036] 吸淤装置4包括淤泥泵41、伸缩管42、吸淤管43以及套筒44；淤泥泵41通过改变吸

淤管43的压强控制淤泥的进入；伸缩管42和套筒44相连接能够调节吸淤装置的高度；吸淤

管43连接搅拌管51，使流动的淤泥吸入并与排淤管7连通进行排淤。

[0037] 搅拌装置5包括搅拌电机、搅拌管51、搅拌桨52，搅拌管51的上端与吸淤管43相连，

搅拌管51上固定搅拌桨52，通过搅拌电机控制搅拌管51搅拌的转速，使淤泥呈现出高速流

动状态进入排淤管7。

[0038] 参考图6，支撑架6包括稳定承台61、支撑柱62、固定桩63、三角刃64及伸缩杆65；两

个固定桩63顶端和支撑柱62底端连接，三角刃64连接固定桩63的侧面，三角刃64直接插入

淤泥中通过固定桩63及支撑柱62连接使整个清淤装置稳定，支撑柱62的顶部设有稳定承台

61，使搅拌装置5在高速旋转时保证上部吸淤装置4及储液管9稳定。伸缩杆65能用于调节支

撑架的高度。

[0039] 作为可选的支撑柱62和固定桩63可以采用一体结构，即固定桩63采用与支撑柱62

相同的截面的柱体。

[0040] 底部转轮轴22与三角刃64的底部连接。

[0041] 排淤管7与吸淤管相通，与竖直方向设有倾斜角度，使淤泥在重力作用下直接排入

到运淤车内。储液管9与吸淤车的水箱管道相连，待吸淤完毕后，利用遥控器将清水压入吸

淤管内清洗装置。

[0042] 参考图2a、图2b、图3、图4和图5，本实用新型的具体使用步骤如下：

[0043] 步骤一：对本实用新型所述装置进行组装，使顶部滚动装置3与遥控器、吸淤装置4

连接，下部接搅拌装置5、支撑架6及底部滑动装置2。

[0044] 步骤二：通过伸缩管65使吸淤装置4和支撑架6达到合适涵洞的位置，再由遥控器

控制滑动装置推动整个装置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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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步骤三，到达指定位置后，锁定底部滚轮，使其固定。再打开储液管控制阀门，打开

淤泥泵使吸淤车内水箱的清水压入吸淤管，使底部淤泥含水率增大，关闭控制阀门；再由遥

控器控制搅拌装置转动使淤泥呈现流动状态；利用淤泥泵的压力作用，是吸淤管直接吸入

淤泥。

[0046] 步骤四：整个装置工作如图7所示；待吸淤完毕后，打开储液管的控制阀门使清水

压入吸淤管，清洗吸淤管残余的淤泥，待清淤完毕后，把装置依次拆卸，并整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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