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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发明涉及混凝土取样装置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包括桥梁路面和排

水总管，所述排水总管位于桥梁路面的下方，所

述桥梁路面上设有进水孔，所述进水孔的上表面

设有遮挡进水孔的过滤板，所述过滤板的下方设

有进水通道，所述过滤罐的侧面上方设有切向进

水管，且切向进水管将进水通道和过滤罐连通，

所述过滤罐的上方设有出水端，所述出水端中部

设有排水管，所述过滤罐的下方设有排渣端，所

述排渣端上设有排渣盖，所述排渣盖和排渣端铰

接，所述排渣端的下方设有集渣箱，本技术方案

用以解决桥面排水系统的排水总管容易被泥沙

和石子堵塞，影响桥梁的排水性能，使桥梁路面

长时间被水浸泡，导致桥梁使用寿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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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包括桥梁路面和排水总管，所述排水总管位于桥梁路

面的下方，其特征在于，所述桥梁路面上设有进水孔，所述进水孔的上表面设有遮挡进水孔

的过滤板，所述过滤板的下方设有进水通道，所述进水通道的一端和进水孔连通，所述进水

通道的另一端设有过滤罐，所述过滤罐的侧面上方设有切向进水管，所述切向进水管的两

端分别与过滤罐和进水通道固定连接，且切向进水管将进水通道和过滤罐连通，所述过滤

罐的上方设有出水端，所述出水端中部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和排水总管连通，所述过滤

罐的下方设有排渣端，所述排渣端上设有排渣盖，所述排渣盖和排渣端铰接，所述排渣端的

下方设有集渣箱，所述集渣箱的底部设有渗水孔，所述渗水孔上设有渗水管，所述渗水管和

排水总管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向进水管与

进水通道的连接端设有蓄水机构，所述蓄水机构包括浮球、第一弹簧、第一拉绳和蓄水盖，

所述浮球位于进水通道内，所述蓄水盖和切向进水管的端部铰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一端固

定于切向进水管的内部，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端和蓄水盖的中部铰接，所述第一拉绳的一

端和浮球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绳的另一端和蓄水盖的下端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簧常态

下为拉伸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渣盖上设有

控制排渣盖打开和关闭的控制机构，所述控制机构包括第二拉绳和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

簧的一端固定于排渣端内，所述第二弹簧的另一端固定于排渣盖的内侧面上，所述第二拉

绳的一端和排渣盖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绳的另一端穿过进水通道和浮球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弹簧靠近

排渣盖和排渣端铰接的一端，且排渣盖关闭时第二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渗水孔内设有

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鹅暖石层、钢丝网和土工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通道倾斜

于水平线安装，且位于桥梁路面的一端位于进水通道的最高点，和切向进水管连接的一端

位于进水通道的最低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端上设有

过滤筒，所述过滤筒位于过滤罐的内部，所述过滤筒由弹性材质组成，且所述过滤筒上设有

过滤孔。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筒内设有

第三弹簧，所述第三弹簧设置于过滤筒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罐的内

壁上设有导水槽，所述导水槽成螺旋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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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该发明涉及桥梁排水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知由于桥面的排水系统存在问题可能导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当桥梁

桥面雨水滞留时间过长，雨水会先通过铺装层再逐渐渗透铺装层下的防水层，最后进入桥

梁结构内部，桥梁桥跨、桥墩及桥台结构内的钢筋可能会因渗水变锈蚀，钢筋韧性与强度降

低，这对桥梁的使用寿命和正运行的稳定性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由桥面裂缝或接缝等

处渗透防水层进入桥梁结构内部的水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一段时间后桥面铺装层内部孔隙

水容易达到饱和。车辆快速在桥面行走时会使桥面铺装层里的饱和孔水产生流速和压力，

进而使桥面铺装层产生剥落松散、坑洞等。(3)如果桥梁桥面的水不能有效、迅速地排除，在

桥面就会形成水膜甚至积水；将使桥面抗滑性能变差，当车辆行驶通过桥面时就可能会因

水膜或积水发生滑动或无法正常刹车。

[0003] 而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桥梁的排水系统容易被桥面上的泥沙和石子堵

塞，从而造成桥面上的水不能有效及时的排走，因此在现有技术上进行改进和设计一种使

桥梁排水畅通的排水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

装置，用以解决桥面排水系统的排水总管容易被泥沙和石子堵塞，影响桥梁的排水性能，使

桥梁路面长时间被水浸泡，导致桥梁使用寿命的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包括桥梁路面和排水总管，所述排水总管位于桥梁

路面的下方，所述桥梁路面上设有进水孔，所述进水孔的上表面设有遮挡进水孔的过滤板，

所述过滤板的下方设有进水通道，所述进水通道的一端和进水孔连通，所述进水通道的另

一端设有过滤罐，所述过滤罐的侧面上方设有切向进水管，所述切向进水管的两端分别与

过滤罐和进水通道固定连接，且切向进水管将进水通道和过滤罐连通，所述过滤罐的上方

设有出水端，所述出水端中部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和排水总管连通，所述过滤罐的下方

设有排渣端，所述排渣端上设有排渣盖，所述排渣盖和排渣端铰接，所述排渣端的下方设有

集渣箱，所述集渣箱的底部设有渗水孔，所述渗水孔上设有渗水管，所述渗水管和排水总管

连通。

[000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技术效果如下：下雨天，雨水通过进水孔，从桥梁路面上流至

进水通道的内部，雨水在从进水通道的上端向其底端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水的流速在重力

势能的作用下将会增加，同过切向进水管流经至过滤罐内，由于水的流速相对较大，且通过

过滤罐的切线方向进入，所以水流在过滤罐内会形成从上至下的旋流，在此过程中，在离心

力的作用下，由于石子和泥沙的质量较大，受到的离心力较大，所以将会撞击向过滤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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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使其失去动能，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逐渐向下移动至集渣端进行汇集，而由于过滤罐的

直径从上至下逐渐减小，所以水流在过滤罐的底部会形成一股从下至上的旋流，将含有较

少泥沙的水从上端的出水端排出至排水总管内，当排渣端底部泥沙较多时，在重力的作用

下，排渣盖将会旋转，使泥沙排进集渣箱内，然后复位。通过过滤罐对水中的泥沙和石子进

行旋转过滤，使过滤罐底部从下至上的旋流内只含有较少和较小泥沙，因此排入排水总管

也不会形成堵塞，能极大程度上的保证桥梁排水系统的正常工作效果和降低桥梁排水总管

的堵塞率。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切向进水管与进水通道的连接端设有蓄水机构，所述蓄水机

构包括浮球、第一弹簧、第一拉绳和蓄水盖，所述浮球位于进水通道内，所述蓄水盖和切向

进水管的端部铰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一端固定于切向进水管的内部，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

端和蓄水盖的中部铰接，所述第一拉绳的一端和浮球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拉绳的另一端和

蓄水盖的下端固定连接，其有益之处在于，蓄水机构可以将水蓄积在进水通道内，当进水通

道内的水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在浮球的作用下，浮球的浮力带动第一拉绳将蓄水该打开，此

时进水通道内的水排向过滤罐内，由于此时水的重力势能较大，所以排进过滤罐内水的流

速更快，水能够在过滤罐的内壁进行旋转下降，质量较大的一部分泥沙和石子将会受到较

大的离心力，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可以将水中含有的泥沙和石子甩向过滤罐的内壁，然后泥

沙和石子失去动能，掉入过滤罐的底部，通过这样的设计可以增强过滤罐的泥沙过滤效果。

[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第一弹簧常态下为拉伸状态，其有益之处在于，常态下将进水管

道的出水端封闭时，拉伸状态的弹簧可以将出水端密封更严实，避免漏水造成进水通道内

的液位上升缓慢。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排渣盖上设有控制排渣盖打开和关闭的控制机构，所述控制

机构包括第二拉绳和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的一端固定于排渣端内，所述第二弹簧的另

一端固定于排渣盖的内侧面上，所述第二拉绳的一端和排渣盖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绳的

另一端穿过进水通道和浮球固定连接，其有益之处在于，常态下，过滤罐中没有水进入的时

候，排渣盖处于打开状态，可对上一次过滤之后残留在过滤罐中的水和泥沙排放至下方的

集渣箱内，当进水管内的水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浮球上升较小的距离时，第二拉绳的拉力

大于弹簧的形变力时，排渣盖关闭，使过滤管在进行工作时的过滤效果更好，不会使大量的

水和泥沙掉落至集渣箱内，不会造成集渣箱内的水渗透不及时而造成堵塞的问题。

[0011] 进一步限定，所述第二弹簧靠近排渣盖和排渣端铰接的一端，且排渣盖关闭时第

二弹簧处于压缩状态，其有益之处在于，第二弹簧靠近排渣盖和排渣端铰接的位置，使为了

使常态下的排渣盖打开的角度更大，便于将泥沙排入至集渣箱内。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渗水孔内设有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

鹅暖石层、钢丝网和土工布，其有益之处在于，收集箱内含有大量的泥沙和石子，通过在渗

水孔设置鹅卵石层可以阻挡较大的石子，并且留出一定的缝隙，使水流向渗水孔，再由土工

布对较小的泥沙进行过滤，保证流进排水总管的的水内杂质较少，进一步提升防堵塞效果。

[0013] 进一步限定，所述进水通道倾斜于水平线安装，且位于桥梁路面的一端位于进水

通道的最高点，和切向进水管连接的一端位于进水通道的最低点，其有益之处在于，倾斜安

装可以使进水通道内的水具有较大的势能，同时还不容易在排水管道内堆积泥沙和石子。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出水端上设有过滤筒，所述过滤筒位于过滤罐的内部，所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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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筒由弹性材质组成，且所述过滤筒上设有过滤孔，其有益之处在于，水从过滤管上端排出

时，过滤筒可对水中较轻的漂浮物进行拦截。

[0015] 进一步限定，所述过滤筒内设有第三弹簧，所述第三弹簧设置于过滤筒内，其有益

之处在于，内部安装弹簧可以使过滤筒在弹簧的带动下进行振动，可以对过滤筒的外壁上

粘附的杂质进行振动清理，同时还对过滤桶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0016] 进一步限定，所述过滤罐的内壁上设有导水槽，所述导水槽成螺旋状分布，其有益

之处在于，导水槽可以对水流进行导向，使水流沿着过滤罐内部做旋转运动的效果更好，使

泥沙的过滤效果更好，同时泥沙失去动能位于导向槽内，在水流的带动下就可以运动至过

滤罐底部进行汇集。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过滤罐内部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过滤罐的截面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正视图截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过滤罐1、出水端2、集渣端3、集渣箱4、过滤机构5、

切向进水管6、进水通道7、过滤板8、过滤筒9、排水管10、排水总管11、第一拉绳12、第二拉绳

13、浮球14、蓄水盖15、排渣盖16、第一弹簧17、第二弹簧18、过滤孔19。

[0023]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24]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桥梁排水螺旋过滤装置，包括设置在桥梁路面上的排

水孔，在排水孔上设有过滤板8，过滤板8和桥面齐平，在过滤板8的下方开设有本装置的安

装槽，在安装内设有进水通道7，进水通道7的一端和排水孔固定连接，进水通道7的另一端

的位置设有过滤罐1，过滤罐1的直径从上至下逐渐减小，在过滤罐1的上部设有切向进水管

6，进水通道7的下端和切向进水管6固定连接，优选地，进水通道7倾斜于水平线安装，且位

于桥梁路面的一端位于进水通道7的最高点，和切向进水管6连接的一端位于进水通道7的

最低点，其有益之处在于，倾斜安装可以使进水通道7内的水具有较大的势能，同时还不容

易在排水管10道内堆积泥沙和石子。在过滤罐1的正下方还设有集渣箱4，用于对过滤罐1内

过滤的泥沙进行收集，在集渣箱4的底部设有渗水孔，渗水孔和排水总管11连通，优选地，渗

水孔内设有过滤机构5，过滤机构5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鹅暖石层、钢丝网和土工布，其有益

之处在于，收集箱内含有大量的泥沙和石子，通过在渗水孔设置鹅卵石层可以阻挡较大的

石子，并且留出一定的缝隙，使水流向渗水孔，再由土工布对较小的泥沙进行过滤，保证流

进排水总管11的的水内杂质较少，进一步提升防堵塞效果。

[0025] 优选地，过滤罐1的内壁上设有导水槽，导水槽成螺旋状分布，导水槽可以对水流

进行导向，使水流沿着过滤罐1内部做旋转运动的效果更好，使泥沙的过滤效果更好，同时

泥沙失去动能位于导向槽内，在水流的带动下就可以运动至过滤罐1底部进行汇集。

[0026] 在过滤罐1的上端设有出水端2，出水端2的中部设有出水孔，出水孔的外部设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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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10，排水管10将过滤罐1和排水总管11之间连通，优选地，出水端2上设有过滤筒9，过滤

筒9位于过滤罐1的内部，过滤筒9由弹性材质组成，且过滤筒9上设有过滤孔19，过滤筒9的

底端可以为弧形面，弧形面上同样开设有过滤孔19，因为弧形面可以降低对水的阻力，其有

益之处在于，水从过滤管上端排出时，过滤筒9可对水中较轻的漂浮物进行拦截。优选地，过

滤筒9内设有第三弹簧，第三弹簧设置于过滤筒9内，内部安装弹簧可以使过滤筒9在弹簧的

带动下进行振动，可以对过滤筒9的外壁上粘附的杂质进行振动清理，同时还对过滤桶起到

一定的支撑作用。

[0027] 如图4所示，在进水通道7和切向进水管6连接的进水通道7的内端部设有蓄水机

构，蓄水机构包括浮球14、第一弹簧17、第一拉绳12和蓄水盖15，浮球14位于进水通道7内，

蓄水盖15和切向进水管6的端部铰接，第一弹簧17的一端固定于切向进水管6的内部，第一

弹簧17的另一端和蓄水盖15的中部铰接，第一拉绳12的一端和浮球14固定连接，第一拉绳

12的另一端和蓄水盖15的下端固定连接，其有益之处在于，蓄水机构可以将水蓄积在进水

通道7内，当进水通道7内的水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在浮球14的作用下，浮球14的浮力带动第

一拉绳12将蓄水该打开，此时进水通道7内的水排向过滤罐1内，由于此时水的重力势能较

大，所以排进过滤罐1内水的流速更快，水能够在过滤罐1的内壁进行旋转下降，质量较大的

一部分泥沙和石子将会受到较大的离心力，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可以将水中含有的泥沙和石

子甩向过滤罐1的内壁，然后泥沙和石子失去动能，掉入过滤罐1的底部，通过这样的设计可

以增强过滤罐1的泥沙过滤效果。

[0028] 在过滤罐1的底端设有排渣端3，排渣端3的底部设有排渣盖16，在排渣盖16上设有

控制排渣盖16打开和关闭的控制机构，控制机构包括第二拉绳13和第二弹簧18，第二弹簧

18的一端固定于排渣端内，第二弹簧18的另一端固定于排渣盖16的内侧面上，第二拉绳13

的一端和排渣盖16固定连接，第二拉绳13的另一端穿过进水通道7和浮球14固定连接，其有

益之处在于，常态下，过滤罐1中没有水进入的时候，排渣盖16处于打开状态，可对上一次过

滤之后残留在过滤罐1中的水和泥沙排放至下方的集渣箱4内，当进水管内的水位上升到一

定的高度，浮球14上升较小的距离时，第二拉绳13的拉力大于弹簧的形变力时，排渣盖16关

闭，使过滤管在进行工作时的过滤效果更好，不会使大量的水和泥沙掉落至集渣箱4内，不

会造成集渣箱4内的水渗透不及时而造成堵塞的问题。进一步限定，第二弹簧18靠近排渣盖

16和排渣端铰接的一端，且排渣盖16关闭时第二弹簧18处于压缩状态，其有益之处在于，第

二弹簧18靠近排渣盖16和排渣端铰接的位置，使为了使常态下的排渣盖16打开的角度更

大，便于将泥沙排入至集渣箱4内。

[0029]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固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

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

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

具体含义。

[0030]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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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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