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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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180963.8

(22)申请日 2020.09.28

(73)专利权人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地址 225000 江苏省扬州市江阳中路131号

(72)发明人 朱峰　李媛　赵泱军　常叶青　

张沐川　陈霞　林庆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文苑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16

代理人 朱青

(51)Int.Cl.

E02B 5/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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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

河道闸门，包括闸室和安装于所述闸室内的闸

板，所述闸室内在所述闸板的一侧安装有滤网，

所述滤网的一侧设置有吸泥管，所述吸泥管穿过

所述闸室。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清除泥沙功能

的河道闸门，通过设计了滤网，在开启闸门后有

水流经过时，滤网可拦截住水流中夹杂的泥沙，

保证流出的水无泥沙杂质，保证了当地居民的日

常用水；此外被留下的泥沙也不用人工进行清

除，可开启泥沙泵，通过泥沙泵的作用将泥沙从

闸室中抽离，进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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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包括闸室(1)和安装于所述闸室内的闸板(3)，

其特征在于：

所述闸室内在所述闸板的一侧安装有滤网(2)，所述滤网(2)的一侧设置有吸泥管

(53)，所述吸泥管(53)穿过所述闸室(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

所述滤网位于所述闸板的靠近河道上游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泥管位于所述闸室的外侧的一端套接有进泥管(51)，所述进泥管(51)未与所述

吸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沙泥泵(5)，所述沙泥泵(5)未与所述进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排

泥管(5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泥管(51)内侧设置有空槽(56)，所述空槽(56)外侧设置有旋转杆(55)，所述旋

转杆(55)通过所述空槽贯穿进泥管(51)；

所述旋转杆(55)上固定连接有翻转圆片(54)，所述翻转圆片(54)位于进泥管(51)内

部，所述旋转杆(55)一端套接有固定螺帽(58)，另一端设置有操作部(5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部

(57)为圆柱体结构，外侧设置有防滑纹。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圆

片(54)外侧设置有橡胶圈(59)，所述橡胶圈(59)与所述进泥管(51)内侧贴合。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泥管

(53)呈L形结构，且所述吸泥管(53)表面设置有防锈漆；

所述排泥管(52)圆管结构，且所述排泥管(52)未与所述沙泥泵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收污

盒(6)。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闸板

(3)顶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31)，所述闸室的顶端固定有启闭机(4)，所述连接杆(31)穿过

所述闸室(1)与所述启闭机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

述滤网包括第一滤网(22)和第二滤网(23)，所述第一滤网位于所述闸板和所述第二滤网之

间，所述第一滤网的孔径小于所述第二滤网的孔径，所述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的侧面连接

形成中空的网体，所述网体的一个侧面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一管孔(21)，所述闸室

对应所述管孔的位置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二管孔(12)，所述吸泥管的一端位于所述

网体内部，另一端穿过所述第一管孔和第二管孔位于所述闸室外。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闸室

内表面设置有第一卡槽(13)和第二卡槽(11)，所述闸板位于所述第一卡槽内与所述第一卡

槽滑动连接；

所述网体卡在所述第二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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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利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

门。

背景技术

[0002] 修建在河道和渠道上利用闸门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关闭闸

门可以拦洪、挡潮或抬高上游水位，以满足灌溉、发电、航运、水产、环保、工业和生活用水等

需要；开启闸门，可以宣泄洪水、涝水、弃水或废水，也可对下游河道或渠道供水。在水利工

程中，水闸作为挡水、泄水或取水的建筑物，应用广泛。如今，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水

土流失逐渐严重，流失的泥土等进入河流，河流中夹杂泥土，影响到居民们的日常用水。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

道闸门以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个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包括闸室和安装于所述闸室内的闸板，所述

闸室内在所述闸板的一侧安装有滤网，所述滤网的一侧设置有吸泥管，所述吸泥管穿过所

述闸室。

[0006] 优选的，所述滤网位于所述闸板的靠近河道上游的一侧。

[0007] 优选的，所述吸泥管位于所述闸室的外侧的一端套接有进泥管，所述进泥管未与

所述吸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沙泥泵，所述沙泥泵未与所述进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排泥

管。

[0008] 优选的，所述进泥管内侧设置有空槽，所述空槽外侧设置有旋转杆，所述旋转杆通

过所述空槽贯穿进泥管；所述旋转杆上固定连接有翻转圆片，所述翻转圆片位于进泥管内

部，所述旋转杆一端套接有固定螺帽，另一端设置有操作部。

[0009] 优选的，所述操作部为圆柱体结构，外侧设置有防滑纹。

[0010] 优选的，所述翻转圆片外侧设置有橡胶圈，所述橡胶圈与所述进泥管内侧贴合。

[0011] 优选的，所述吸泥管呈L形结构，且所述吸泥管表面设置有防锈漆；所述排泥管圆

管结构，且所述排泥管未与所述沙泥泵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收污盒。

[0012] 优选的，所述闸板顶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闸室的顶端固定有启闭机，所述连

接杆穿过所述闸室与所述启闭机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滤网包括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所述第一滤网位于所述闸板和所述

第二滤网之间，所述第一滤网的孔径小于所述第二滤网的孔径，所述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

的侧面连接形成中空的网体，所述网体的一个侧面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一管孔，所

述闸室对应所述管孔的位置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二管孔，所述吸泥管的一端位于所

述网体内部，另一端穿过所述第一管孔和第二管孔位于所述闸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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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闸室内表面设置有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所述闸板位于所述第一卡

槽内与所述第一卡槽滑动连接；所述网体卡在所述第二卡槽内。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通过设计了滤网，在开启闸门

后有水流经过时，滤网可拦截住水流中夹杂的泥沙，保证流出的水无泥沙杂质，保证了当地

居民的日常用水；此外被留下的泥沙也不用人工进行清除，可开启泥沙泵，通过泥沙泵的作

用将泥沙从闸室中抽离，进行排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侧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正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在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4在B处的放大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闸室；2、滤网；3、闸门；4、启闭机；5、沙泥泵；6、收污盒；11、第二卡槽；12、

管道槽；13、第一卡槽；21、通管孔；22、第一滤网；23、第二滤网；31、连接杆；51、进泥管；52、

排泥管；53、吸泥管；54、翻转圆片；55、旋转杆；56、空槽；57、开关；58、固定螺帽；59、橡胶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实

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实施例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参见图1‑图5，包

括闸室1和安装于所述闸室内的闸板3，其中，闸板的安装可以使用现有的方式安装，一般可

在所述闸室内表面设置有第一卡槽13，所述闸板位于所述第一卡槽内与所述第一卡槽滑动

连接；所述闸室的顶端固定有启闭机4，闸板3顶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31，连接杆31穿过所述

闸室1与启闭机连接，通过启闭机带动连接杆进而带动闸板升降实现闸门的开启和关闭；闸

室内在所述闸板的一侧安装有滤网2，其中滤网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闸室内表面设

置有第二卡槽11，所述滤网卡在所述第二卡槽内，一般的滤网位于所述闸板的靠近河道上

游的一侧，所述滤网2的一侧设置有吸泥管53，所述吸泥管53穿过所述闸室1，吸泥管位于所

述闸室的外侧的一端套接有进泥管51，所述进泥管51未与所述吸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沙

泥泵5，所述沙泥泵5未与所述进泥管连接的一端连接有排泥管52。

[0024] 上述的具有清除泥沙功能的河道闸门，通过设计了滤网，在开启闸门后有水流经

过时，滤网可拦截住水流中夹杂的泥沙，保证流出的水无泥沙杂质，保证了当地居民的日常

用水；此外被留下的泥沙也不用人工进行清除，可开启泥沙泵，通过泥沙泵的作用将泥沙从

闸室中抽离，进行排出。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吸泥管53优选呈L形结构设计，且所述吸泥管53表面设置有防锈

漆以防止吸泥管生锈；所述排泥管52圆管结构，且所述排泥管52未与所述沙泥泵连接的一

端连接有收污盒6，以便于对泥沙进行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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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使用的过程中，在开启闸门时经常不需要抽取泥沙，在水流较大时通过的水流

有时会回流到泥沙泵中泄漏出去，为此申请人还做了如下设计；参见图5，所述进泥管51内

侧设置有空槽56，此处所述的空槽也可以称为孔槽或者是固定孔，用于下述的旋转杆穿过，

所述空槽56外侧设置有旋转杆55，所述旋转杆55通过所述空槽贯穿进泥管51；所述旋转杆

55上固定连接有翻转圆片54，所述翻转圆片54位于进泥管51内部，所述旋转杆55一端套接

有固定螺帽58，另一端设置有操作部57，一般的，所述操作部57为圆柱体结构，外侧设置有

防滑纹，为了增加翻转圆片与进泥管的密封性能，翻转圆片54外侧设置有橡胶圈59，所述橡

胶圈59与所述进泥管51内侧贴合。该结构在使用时。可以松动固定螺帽旋转旋转杆带动翻

转圆片旋转，旋转的过程中可翻转圆片堵住进泥管或者解除对进泥管的封堵，当调节好翻

转圆片的角度后拧紧固定螺帽即可，从而在在开启闸门时经常不需要抽取泥沙时可使得翻

转圆片堵住进泥管，在需要抽取泥沙时再解除对进泥管的封堵，防止水流回流到泥沙泵中

泄漏出去。

[0027] 实施例2，参见图1‑图5，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结构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滤网的

设置方式，本实施例中，所述滤网包括第一滤网22和第二滤网23，所述第一滤网位于所述闸

板和所述第二滤网之间，所述第一滤网的孔径小于所述第二滤网的孔径，所述第一滤网和

第二滤网的侧面连接形成中空的网体，所述网体的一个侧面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一

管孔21，所述闸室对应所述管孔的位置设置有用于吸泥管穿过的第二管孔12，所述吸泥管

的一端位于所述网体内部，另一端穿过所述第一管孔和第二管孔位于所述闸室外，该结构

在开启闸门后有水流经过时，第一滤网对形成对水流中夹杂的泥沙进行一次拦截，减缓泥

沙流动的速度，第二滤网对泥沙直接拦截，保证流出的水无泥沙杂质，这样两个滤网配合，

进一步保证流出的水无泥沙杂质，并且网体形成对吸泥管的保护，防止水生物被吸入吸泥

管造成吸泥管的阻塞。

[002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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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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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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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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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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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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