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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清污分流技术领域，具

体为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包

括分流机构、引流机构和清污机构，所述分流机

构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引流机构，所述引流机构的

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污机构，所述分流机构的内部

滑动连接有清污机构。该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

污分流装置，通过将进水口低于出水口，使得面

源污水进入分流池内，没有落差，从而避免了污

垢与水充分混合的问题，通过设置滤板，避免污

泥和杂质随面源污水从出水口处排出，通过设置

清污机构，并且清污机构分别与分流机构滑动连

接，与引流机构活动连接，引流机构拉动清污机

构在分流机构内滑动，刮板将分流池内底部沉淀

的污泥从引流口处刮出，从而达到清理分流池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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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包括分流机构(1)、引流机构(2)和清污机

构(3)，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机构(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引流机构(2)，所述引流机构(2)的

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污机构(3)，所述分流机构(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清污机构(3)；

所述分流机构(1)包括分流池(101)、进水口(102)、出水口(103)、溢流口(104)、滤板

(105)、引流口(106)和滑槽(107)，所述分流池(101)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102)，所述分流

池(101)远离进水口(102)的一侧开设有出水口(103)和溢流口(104)，所述分流池(101)的

内部固定连接有滤板(105)，所述分流池(101)的一侧开设有引流口(106)，所述分流池

(101)的内部开设有滑槽(107)；

所述引流机构(2)包括挡板(201)、密封塞(202)、推板(203)、液压伸缩杆(204)和第一

连接件(205)，所述挡板(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密封塞(202)，所述挡板(201)的两侧均固

定连接有推板(203)，所述推板(203)靠近密封塞(20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液压伸缩杆

(204)，所述密封塞(202)远离挡板(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接件(205)；

清污机构(3)包括刮板(301)、第二连接件(302)，拉杆(303)，通孔(304)和滑块(305)，

所述刮板(3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接件(302)，所述刮板(301)通过设置在其一侧的

第二连接件(302)与拉杆(303)转动连接，所述拉杆(303)的两端均开设有通孔(304)，所述

刮板(301)两侧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滑块(3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水口(102)低于出水口(103)，所述出水口(103)低于溢流口(1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

板(105)高于进水口(102)，且所述滤板(105)低于出水口(1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引

流口(106)的底边与分流池(101)的内底在同一平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

压伸缩杆(204)的一侧与分流池(10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

封塞(202)的尺寸与引流口(106)的尺寸相适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杆(303)通过设置在其两侧的通孔(304)分别与第一连接件(205)和第二连接件(302)转动

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刮

板(301)通过设置在其两侧顶部的滑块(305)与分流池(101)内部设有的滑槽(107)滑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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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清污分流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

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和畜禽养殖粪污的随意排放，通过暴雨

冲刷形成地表径流，氮磷等无机污染物或有机污染物等进入河流或湖泊，形成富营养化的

水体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措施是对污染物进行分类收集、净化处理、综合利用，

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偏远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雨水径

流都用一条沟渠进行排放，清污混排、雨污混流，加剧农业面源污水的数量和处理难度。

[0003] 在中国专利CN207331944U中公开的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该防

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可根据水质状况分流水量，分类进行净化处理和冠盖利

用，将农业面源污染物资源化利用，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但是，该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的清污分流装置，进水口设置在最高处，污水流入装置内部，会因为较大的落差使得装置内

的污水激荡，导致内部污垢与水充分混合，最后从出水口流出，并不能有效的分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

置，通过将进水口低于出水口，面源污水进入分流池内没有落差，解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

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包括分流机构、引流机构和清污机构，所述分流机构的一侧固定连接有

引流机构，所述引流机构的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污机构，所述分流机构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清

污机构；

[0008] 所述分流机构包括分流池、进水口、出水口、溢流口、滤板、引流口和滑槽，所述分

流池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所述分流池远离进水口的一侧开设有出水口和溢流口，所述分

流池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板，所述分流池的一侧开设有引流口，所述分流池的内部开设有

滑槽；

[0009] 所述引流机构包括挡板、密封塞、推板、液压伸缩杆和第一连接件，所述挡板的一

侧固定连接有密封塞，所述挡板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推板，所述推板靠近密封塞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液压伸缩杆，所述密封塞远离挡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接件；

[0010] 清污机构包括刮板、第二连接件，拉杆，通孔和滑块，所述刮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

第二连接件，所述刮板通过设置在其一侧的第二连接件与拉杆转动连接，所述拉杆的两端

均开设有通孔，所述刮板两侧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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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可选的，所述进水口低于出水口，所述出水口低于溢流口。

[0012] 可选的，所述滤板高于进水口，且所述滤板低于出水口。

[0013] 可选的，所述引流口的底边与分流池的内底在同一平面。

[0014] 可选的，所述液压伸缩杆的一侧与分流池固定连接。

[0015] 可选的，所述密封塞的尺寸与引流口的尺寸相适配。

[0016] 可选的，所述拉杆通过设置在其两侧的通孔分别与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转动

连接。

[0017] 可选的，所述刮板通过设置在其两侧顶部的滑块与分流池内部设有的滑槽滑动连

接。

[0018] (三)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通过将进水口低于出水口，使得面源污水经过进水口直接进入分流池内，不会

形成落差，从而避免了分流池内污水激荡，导致内部污垢与水充分混合的问题，并且通过设

置滤板，污水中的污泥和杂质会被滤板过滤在分流池的底部，有效的避免污泥和杂质随面

源污水从出水口处排出。

[0021] 2、通过设置清污机构，并且清污机构分别与分流机构滑动连接，与引流机构活动

连接，打开引流机构的同时，引流机构拉动清污机构在分流机构内滑动，使得刮板将分流池

内底部沉淀的污泥从引流口处刮出，从而达到清理分流池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分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引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清污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分流机构、101-分流池、102-进水口、103-出水口、104-溢流口、105-滤板、

106-引流口、107-滑槽、2-引流机构、201-挡板、202-密封塞、203-推板、204-液压伸缩杆、

205-第一连接件、3-清污机构、301-刮板、302-第二连接件、303-拉杆、304-通孔、305-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包括分流机构1、引流机构2和清

污机构3，分流机构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引流机构2，引流机构2的一侧活动连接有清污机构

3，分流机构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清污机构3；

[0030] 分流机构1包括分流池101、进水口102、出水口103、溢流口104、滤板105、引流口

106和滑槽107，分流池101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103，分流池101远离进水口102的一侧开设

有出水口103和溢流口104，农业面源污水通过进水口102进入分流池101内，面源污水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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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池101内储蓄沉淀，分流池101内水位储蓄到出水口103的高度后，从出水口103排出，当暴

雨时，出水口103的排水速率小于进水速率时，分流池101内水位会继续升高，待水位升高至

溢流口104处时，便会从溢流口104和出水口103处同时排出，分流池1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

滤板104，通过设置滤板104，污水中的污泥和杂质会被滤板104过滤在分流池101的底部，有

效的避免污泥和杂质随面源污水从出水口103处排出，分流池101的一侧开设有引流口106，

分流池101的内部开设有滑槽107；

[0031] 引流机构2包括挡板201、密封塞202、推板203、液压伸缩杆204和第一连接件205，

挡板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密封塞202，挡板201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推板203，推板203靠近

密封塞20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液压伸缩杆204，密封塞203远离挡板2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

一连接件205，缩短液压伸缩杆204，密封塞202便会将引流口106堵塞，避免分流池101内的

水从引流口106流出，伸长液压伸缩杆204，推动密封塞202脱离引流口106，分流池101内的

水便会从引流口106处排出；

[0032] 清污机构3包括刮板301、第二连接件302，拉杆303，通孔304和滑块305，刮板301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接件302，刮板301通过设置在其一侧的第二连接件302与拉杆303转

动连接，拉杆303的两端均开设有通孔304，刮板301两侧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滑块305，刮板

301通过滑块305在分流池101内滑动，在滑动过程中，刮板301将分流池101内底部沉淀的污

泥从引流口106处刮出，从而达到清理分流池101的目的。

[0033] 进水口102低于出水口103，使得面源污水经过进水口102直接进入分流池101内，

不会形成落差，从而避免了分流池101内污水激荡，导致内部污垢与水充分混合的问题，出

水口103低于溢流口104，滤板105高于进水口102，且滤板105低于出水口103，使得滤板105

可以将面源污水中的污垢过滤在分流池101的底部，引流口106的底边与分流池101的内底

在同一平面，液压伸缩杆204的一侧与分流池101固定连接，密封塞202的尺寸与引流口106

的尺寸相适配，拉杆303通过设置在其两侧的通孔304分别与第一连接件205和第二连接件

302转动连接，液压伸缩杆204推动挡板201远离分流池，密封塞202通过拉杆303拉动刮板

301在分流池101内滑动，从而将分流池101内的沉淀和杂质清除，达到清理分流池101的目

的，刮板301通过设置在其两侧顶部的滑块305与分流池101内部设有的滑槽107滑动连接。

[0034] 在使用时，农业面源污水通过进水口102进入分流池101内，面源污水在分流池101

内储蓄沉淀，分流池101内水位储蓄到出水口103的高度后，从出水口103排出，当暴雨时，出

水口103的排水速率小于进水速率时，分流池101内水位会继续升高，待水位升高至溢流口

104处时，便会从溢流口104和出水口103处同时排出，暴雨后期和农村污水零散排放时期，

通过伸长液压伸缩杆204，推动密封塞202脱离引流口106，分流池101内的水便会从引流口

106处排出，进入农田灌溉。

[0035] 综上所述，该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污分流装置，使用时，通过将进水口102低于

出水口103，使得面源污水经过进水口102直接进入分流池101内，不会形成落差，从而避免

了分流池101内污水激荡，导致内部污垢与水充分混合的问题，并且通过设置滤板104，污水

中的污泥和杂质会被滤板104过滤在分流池101的底部，有效的避免污泥和杂质随面源污水

从出水口103处排出，通过设置清污机构3，并且清污机构3分别与分流机构1滑动连接，与引

流机构2活动连接，打开引流机构2的同时，引流机构2拉动清污机构3在分流机构1内滑动，

使得刮板301将分流池101内底部沉淀的污泥从引流口106处刮出，从而达到清理分流池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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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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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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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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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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