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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淤泥清理装置,包括

机车、连接臂、收纳桶、双轴旋转驱动源、挖掘机

构、粉碎机构和抽吸机构，连接臂设置在机车上；

收纳桶为圆筒形横向设置，连接臂连接在第一筒

底的端部，双轴旋转驱动源设置在收纳桶的第二

筒底的中心轴上；挖掘机构包括安装筒和铲斗，

安装筒能转动的套设在收纳桶上，安装筒的侧壁

开设有侧孔，且侧孔能与入料口重合，铲斗设置

在安装筒上；粉碎机构设置在双轴旋转驱动源的

另外一个动力输出轴上；抽吸机构包括抽吸泵和

硬质管道，抽吸泵设置在出料口上，硬质管道设

置在抽吸泵上。本淤泥清理装置，能将淤泥粉碎

后再抽吸，避免造成清理不干净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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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车；

连接臂，设置在所述机车上，且长度和角度能调；

收纳桶，为圆筒形，横向设置，所述收纳桶的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筒底和第二筒底，所

述连接臂连接在所述第一筒底的端面，所述第一筒底靠近底部处开设有与其内腔连通的出

料口，所述收纳桶的侧壁开设有入料口，且所述入料口位于所述收纳桶的顶部；

双轴旋转驱动源，设置在所述收纳桶的所述第二筒底的中心轴上；

挖掘机构，包括安装筒和铲斗；所述安装筒能转动的套设在所述收纳桶上，所述安装筒

靠近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筒底设置在与之靠近的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动力输出轴上，

所述安装筒的侧壁开设有侧孔，且所述侧孔能与所述入料口重合；所述铲斗设置在所述安

装筒上，并位于侧孔处，其开口朝向所述侧孔；

粉碎机构；设置在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另外一个动力输出轴上，并位于收纳桶内；及

抽吸机构，包括抽吸泵和硬质管道，所述抽吸泵设置在所述出料口上，所述硬质管道设

置在所述抽吸泵上，且所述硬质管道延伸至渠道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粉碎轮和粉碎

齿，所述粉碎轮位于所述收纳桶内，且所述粉碎轮设置在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动力输出

轴上，所述粉碎齿有多个，多个所述粉碎齿间隔的设置在所述粉碎轮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构还包括滤网；所述

滤网设置在所述收纳桶内，并将所述收纳桶内腔分割成上腔体和下腔体，所述粉碎轮位于

所述上腔体内，所述出料口与所述下腔体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淤泥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铲斗有多个，所述侧孔的数

量与之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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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淤泥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淤泥治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淤泥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生活中，许多河道、田间通水用渠道，时间长了的话，会产生淤泥。对于河

道，被淤泥堵塞后，由于里面有用将生活垃圾等物体，会出发臭味，沿着影响人们的生活。当

田间通水用渠道被堵塞后，则影响灌溉水的流通，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灌溉。

[0003] 为了将田间通水用渠道内的淤泥弄走，现有的方式是采用抽吸装置将渠道内的淤

泥抽出，但是，由于渠道淤泥内有杂草、树筋等物体，容易堵塞抽吸装置的管道，造成抽吸工

作不能继续，进而影响清理工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淤泥清理装

置，能将淤泥粉碎后再抽吸，避免造成清理不干净的情况发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淤泥清理装

置，包括：

[0006] 机车；

[0007] 连接臂，设置在所述机车上，且长度和角度能调；

[0008] 收纳桶，为圆筒形，横向设置，所述收纳桶的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筒底和第二筒

底，所述连接臂连接在所述第一筒底的端面，所述第一筒底靠近底部处开设有与其内腔连

通的出料口，所述收纳桶的侧壁开设有入料口，且所述入料口位于所述收纳桶的顶部；

[0009] 双轴旋转驱动源，设置在所述收纳桶的所述第二筒底的中心轴上；

[0010] 挖掘机构，包括安装筒和铲斗；所述安装筒能转动的套设在所述收纳桶上，所述安

装筒靠近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筒底设置在与之靠近的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动力输出

轴上，所述安装筒的侧壁开设有侧孔，且所述侧孔能与所述入料口重合；所述铲斗设置在所

述安装筒上，并位于侧孔处，其开口朝向所述侧孔；

[0011] 粉碎机构；设置在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另外一个动力输出轴上，并位于收纳桶

内；及

[0012] 抽吸机构，包括抽吸泵和硬质管道，所述抽吸泵设置在所述出料口上，所述硬质管

道设置在所述抽吸泵上，且所述硬质管道延伸至渠道外。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粉碎轮和粉碎齿，所述粉碎轮位于所述收纳桶内，且

所述粉碎轮设置在所述双轴旋转驱动源的动力输出轴上，所述粉碎齿有多个，多个所述粉

碎齿间隔的设置在所述粉碎轮上。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粉碎机构还包括滤网；所述滤网设置在所述收纳桶内，并将所述收

纳桶内腔分割成上腔体和下腔体，所述粉碎轮位于所述上腔体内，所述出料口与所述下腔

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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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铲斗有多个，所述侧孔的数量与之适配。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7] 上述淤泥清理装置，包括机车、连接臂、收纳桶、双轴旋转驱动源、挖掘机构、粉碎

机构和抽吸机构。连接臂设置在机车上，收纳桶为圆筒形，横向设置，连接臂连接在所述第

一筒底的端面，第一筒底靠近底部处开设有与其内腔连通的出料口，所述收纳桶的侧壁开

设有入料口，且所述入料口位于所述收纳桶的顶部。双轴旋转驱动源，设置在所述收纳桶的

所述第二筒底的中心轴，为挖掘机构和粉碎机构提供动力源，挖掘机构包括安装筒和铲斗，

铲斗铲起的淤泥可通过入料口倒入收纳桶内，粉碎机构可将倒入的淤泥和杂物粉碎，抽吸

机构将粉碎后的淤泥抽走。

[0018] 使用时，先通过机车运动到渠道的边沿，随后启动双轴旋转驱动源，并通过连接臂

将收纳桶放置入渠道内，在安装筒的带动下，铲斗将渠道底部的淤泥铲起，并通过入料口倒

入收纳桶进行粉碎，粉碎后的淤泥通过粉碎机构抽入到沿途的农田内，用于为农作物施肥。

此种淤泥清理装置，即可方便、轻松的将河道、渠道内的淤泥进行清理，还可将淤泥用于农

作物的废料，达到废物利用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下面将对具体实施方式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淤泥清理装置的示意图；

[0021] 图2为图1所示的一种淤泥清理装置中的另外角度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1所示的一种淤泥清理装置中收纳筒和挖掘机构一起的示意图图；

[0023] 图4为图1所示的一种淤泥清理装置中收纳筒和挖掘机构的剖视图；

[0024] 附图标记：

[0025] 100‑机车、200‑连接臂、300‑收纳桶、310‑入料口、400‑双轴旋转驱动源、500‑挖掘

机构、510‑安装筒、511‑侧孔、520‑铲斗、600‑粉碎机构、610‑粉碎轮、620‑粉碎齿、630‑过滤

网、640‑上腔体、650‑下腔体、700抽吸机构、710‑抽吸泵、720‑硬质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7] 请参见图1至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淤泥清理装置，包括机车100、连接臂200、

收纳桶300、双轴旋转驱动源400、挖掘机构500、粉碎机构600和抽吸机构700，用于田间渠道

内的淤泥清理装置。

[0028] 具体的，机车100为市面常用的的工程用车。连接臂200设置在机车100上，且长度

和角度能调。连接臂200可以采用市面上现有的如挖掘机、推土机等工程车上常用的连接臂

200。收纳桶300为圆筒形，并横向设置。收纳桶300的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筒底和第二筒底，

连接臂200连接在第一筒底的端面。第一筒底靠近底部处还开设有与其内腔连通的出料口，

收纳桶300的侧壁开设有入料口310，且入料口310位于收纳桶300的顶部。在清理时，淤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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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料口310进入收纳桶300内，在收纳桶300加工后从出料口输出。

[0029] 双轴旋转驱动源400设置在收纳桶300的第二筒底的中心轴上。双轴旋转驱动源

400具有两个对称的旋转动力输出轴，用于为挖掘机构500和粉碎机构600提供驱动力。

[0030] 挖掘机构500包括安装筒510和铲斗520。安装筒510能转动的套设在收纳桶300上，

安装筒510靠近双轴旋转驱动源400的筒底设置在与之靠近的双轴旋转驱动源400的动力输

出轴上，安装筒510的侧壁开设有侧孔511，且侧孔511能与入料口310重合，铲斗520设置在

安装筒510上，并位于侧孔511处，并且铲斗520的开口朝向侧孔511。在本实施例中，为了提

前清理效率，铲斗520设置有多个，侧孔511的数量与之适配。在安装筒510转动的过程中，可

带动多个铲斗520工作，则可提高效率。

[0031] 粉碎机构600设置在双轴旋转驱动源400的另外一个动力输出轴上，并位于收纳桶

300内。具体的，粉碎机构600包括粉碎轮610和粉碎齿620。粉碎轮610位于收纳桶300内，且

粉碎轮610设置在双轴旋转驱动源400的动力输出轴上。粉碎齿620有多个，多个粉碎齿620

间隔的设置在粉碎轮610上。

[0032] 在清理淤泥时，启动双轴旋转驱动源400，双轴旋转驱动源400的两个转轴分别带

动挖掘机构500的安装筒510和粉碎机构600的粉碎轮610转动，安装筒510转动时，带动铲斗

520转动，铲斗520则可将渠底部的淤泥铲起，随着安装筒510的继续转动，当此铲斗520旋转

至收纳桶300的顶部时，铲斗520内的淤泥被被倒出，穿过侧孔511后从收纳桶300顶部的入

料口310流入到到收纳桶300。被粉碎机构600粉碎，则可将淤泥内的石块、棍棒、树枝等大块

的物体打碎，便于抽吸机构700抽走。

[0033]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粉碎机构600还包括滤网630。滤网630设置在收纳桶300内，滤

网630将收纳桶300内腔分割成上腔体640和下腔体650，粉碎轮610位于上腔体640内，出料

口与下腔体650连通。当淤泥流入收纳桶300内后，液体通过滤网630流入下腔体650，石块、

棍棒、树枝等大块的物体则被滤网630阻挡在上腔体640内，从而保证淤泥必须粉碎成符合

滤网630大小后，才能流入到下腔体650内，被抽吸机构700轴走。

[0034] 抽吸机构700包括抽吸泵710和硬质管道720。抽吸泵710应选用市面上常用的抽淤

泥用泵。抽吸泵710设置在出料口上。硬质管道720设置在抽吸泵710，并且且硬质管道720延

伸至渠道外。抽出的淤泥通过硬质管道720被输送到渠道外的田地内。随着的车体的前进，

渠道内的淤泥被源源不断的抽出，被喷洒到地面，用于灌溉地面的农作物。

[0035] 上述淤泥清理装置的使用方式：

[0036] 使用时，先通过机车100转移到渠道的边沿，随后启动双轴旋转驱动源400，并通过

连接臂200将收纳桶300去伸入到渠道内，在安装筒510的带动下，铲斗520将渠道淤泥铲起，

并通过入料口310倒入收纳桶300进行粉碎，粉碎后的淤泥通过粉碎机构600抽入到沿途的

农田内，用于为农作物实施。此种淤泥清理装置，即可方便、轻松的将河道、渠道内的淤泥进

行清理，还可将淤泥用于农作物的废料，达到废物利用的目的。

[0037]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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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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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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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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