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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

机，其结构包括移动导轨固定器、清污机主体、减

震支撑柱、升降链条、除污抓斗机构、链条挡板，

本实用新型实现了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通过安

装有链条除杂装置，移动式清污机使用时除污抓

斗机构向下移动且拦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升降

链条后，链条除杂装置可以有效的将链条缝隙中

残留的杂质清除干净，避免链条在滑动过程中卡

住并停机进行检修，保证移动式清污机的工作效

率，同时延长移动式清污机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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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结构包括移动导轨固定器(1)、清污机主体(2)、减震支

撑柱(3)、升降链条(4)、除污抓斗机构(5)、链条挡板(6)，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导轨固定器(1)焊接于清污机主体(2)上表面中间，所述减震支撑柱(3)设有

四个分别螺栓固定于清污机主体(2)底面四个角并与清污机主体(2)相互垂直，所述链条挡

板(6)设有两个并安装于清污机主体(2)底面左右两端，所述除污抓斗机构(5)位于清污机

主体(2)下方，所述升降链条(4)上下两端分别与清污机主体(2)、除污抓斗机构(5)机械连

接在一起；

所述清污机主体(2)由清污机外壳(21)、链条卷收轴(22)、驱动电机(23)、电控箱(24)

组成，所述链条卷收轴(22)螺栓固定于清污机外壳(21)内底面中间，所述驱动电机(23)位

于链条卷收轴(22)右侧并与链条卷收轴(22)机械连接，所述电控箱(24)安装于清污机外壳

(21)内右上角同时与驱动电机(23)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污抓斗机构

(5)由抓斗驱动气缸(51)、第一清污抓斗(52)、第二清污抓斗(53)、抓斗固定板(54)、链条除

杂装置(55)组成，所述第一清污抓斗(52)安装于抓斗固定板(54)左侧，所述第二清污抓斗

(53)嵌套于抓斗固定板(54)右侧，所述抓斗驱动气缸(51)左右两端分别与第一清污抓斗

(52)、抓斗固定板(54)螺栓固定在一起，所述链条除杂装置(55)安装于抓斗固定板(54)上

方同时与升降链条(4)机械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除杂装置

(55)由除杂装置保护罩(551)、链条传动结构(552)、卸料装置(553)、齿轮传动装置(554)、

除杂结构(555)组成，所述除杂装置保护罩(551)焊接于抓斗固定板(54)上方，所述链条传

动结构(552)嵌套于除杂装置保护罩(551)内中间，所述卸料装置(553)位于链条传动结构

(552)下方，所述除杂结构(555)焊接于链条传动结构(552)内顶部中间，所述齿轮传动装置

(554)位于除杂结构(555)右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传动结构

(552)由除杂槽(5521)、第一导滑轮(5522)、第二导滑轮(5523)、链条张紧轮(5524)组成，所

述除杂槽(5521)为中空矩形结构并位于除杂装置保护罩(551)内中间，所述第二导滑轮

(5523)设有两个分别通过螺栓固定于除杂槽(5521)左右两侧底部并与升降链条(4)紧靠在

一起，所述链条张紧轮(5524)嵌套于除杂槽(5521)正中间，所述第一导滑轮(5522)分别安

装于链条张紧轮(5524)左右两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卸料装置(553)

由卸料斗(5531)、密封底板(5532)、手摇开关轮(5533)、传动丝杆(5534)组成，所述卸料斗

(5531)为倒T形结构并焊接于除杂槽(5521)下方与除杂槽(5521)相互贯通，所述密封底板

(5532)安装于卸料斗(5531)底部，所述传动丝杆(5534)穿过密封底板(5532)右端与卸料斗

(5531)机械连接，所述手摇开关轮(5533)焊接于传动丝杆(5534)底部且与传动丝杆(5534)

为同心圆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传动装置

(554)由链条联动齿轮(5541)、第一传动皮带(5542)、皮带传送轮(5543)、第二传动皮带

(5544)组成，所述链条联动齿轮(5541)安装于除杂槽(5521)右下角并与升降链条(4)啮合

在一起，所述皮带传送轮(5543)螺栓固定于除杂槽(5521)内右上角，所述第一传动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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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上下两端分别与链条联动齿轮(5541)、皮带传送轮(5543)紧贴在一起，所述第二传

动皮带(5544)左右两端分别与除杂结构(555)、皮带传送轮(5543)机械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结构(555)

由除杂毛刷(5551)、张紧弹簧(5552)、除杂推杆(5553)、推杆连接架(5554)、连接架驱动轮

(5555)、连接架固定轴(5556)组成，所述连接架固定轴(5556)焊接于除杂槽(5521)内顶部，

所述连接架驱动轮(5555)安装于连接架固定轴(5556)中间且与第二传动皮带(5544)机械

连接，所述推杆连接架(5554)贯穿连接于推杆连接架(5554)底部且与连接架驱动轮(5555)

紧扣在一起，所述除杂推杆(5553)设有两个分别垂直安装于推杆连接架(5554)底面左右两

侧，所述除杂毛刷(5551)嵌套于除杂推杆(5553)左右两端，所述张紧弹簧(5552)安装于除

杂毛刷(5551)与除杂推杆(555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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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属于水利发电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清污机是清除附着在拦污栅上杂物的机械设备，传统的移动式清污机在使用时拦

污栅上的枝条杂质容易进入链条中，导致移动式清污机在工作时链条被卡住，需要对移动

式清污机进行停机检修，严重影响清污机的工作效率，装置实用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以改善移动式清污机在

工作时链条容易被卡住，需要停机进行检修，影响清污机的工作效率的不足。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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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移动

式清污机，其结构包括移动导轨固定器、清污机主体、减震支撑柱、升降链条、除污抓斗机

构、链条挡板，所述移动导轨固定器焊接于清污机主体上表面中间，所述减震支撑柱设有四

个分别螺栓固定于清污机主体底面四个角并与清污机主体相互垂直，所述链条挡板设有两

个并安装于清污机主体底面左右两端，所述除污抓斗机构位于清污机主体下方，所述升降

链条上下两端分别与清污机主体、除污抓斗机构机械连接在一起，所述清污机主体由清污

机外壳、链条卷收轴、驱动电机、电控箱组成，所述链条卷收轴螺栓固定于清污机外壳内底

面中间，所述驱动电机位于链条卷收轴右侧并与链条卷收轴机械连接，所述电控箱安装于

清污机外壳内右上角同时与驱动电机电连接。

[0005] 更进一步的，所述除污抓斗机构由抓斗驱动气缸、第一清污抓斗、第二清污抓斗、

抓斗固定板、链条除杂装置组成，所述第一清污抓斗安装于抓斗固定板左侧，所述第二清污

抓斗嵌套于抓斗固定板右侧，所述抓斗驱动气缸左右两端分别与第一清污抓斗、抓斗固定

板螺栓固定在一起，所述链条除杂装置安装于抓斗固定板上方同时与升降链条机械连接。

[0006] 更进一步的，所述链条除杂装置由除杂装置保护罩、链条传动结构、卸料装置、齿

轮传动装置、除杂结构组成，所述除杂装置保护罩焊接于抓斗固定板上方，所述链条传动结

构嵌套于除杂装置保护罩内中间，所述卸料装置位于链条传动结构下方，所述除杂结构焊

接于链条传动结构内顶部中间，所述齿轮传动装置位于除杂结构右侧。

[0007] 更进一步的，所述链条传动结构由除杂槽、第一导滑轮、第二导滑轮、链条张紧轮

组成，所述除杂槽为中空矩形结构并位于除杂装置保护罩内中间，所述第二导滑轮设有两

个分别通过螺栓固定于除杂槽左右两侧底部并与升降链条紧靠在一起，所述链条张紧轮嵌

套于除杂槽正中间，所述第一导滑轮分别安装于链条张紧轮左右两端。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卸料装置由卸料斗、密封底板、手摇开关轮、传动丝杆组成，所述

卸料斗为倒T形结构并焊接于除杂槽下方与除杂槽相互贯通，所述密封底板安装于卸料斗

底部，所述传动丝杆穿过密封底板右端与卸料斗机械连接，所述手摇开关轮焊接于传动丝

杆底部且与传动丝杆为同心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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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由链条联动齿轮、第一传动皮带、皮带传送轮、第

二传动皮带组成，所述链条联动齿轮安装于除杂槽右下角并与升降链条啮合在一起，所述

皮带传送轮螺栓固定于除杂槽内右上角，所述第一传动皮带上下两端分别与链条联动齿

轮、皮带传送轮紧贴在一起，所述第二传动皮带左右两端分别与除杂结构、皮带传送轮机械

连接。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除杂结构由除杂毛刷、张紧弹簧、除杂推杆、推杆连接架、连接架

驱动轮、连接架固定轴组成，所述连接架固定轴焊接于除杂槽内顶部，所述连接架驱动轮安

装于连接架固定轴中间且与第二传动皮带机械连接，所述推杆连接架贯穿连接于推杆连接

架底部且与连接架驱动轮紧扣在一起，所述除杂推杆设有两个分别垂直安装于推杆连接架

底面左右两侧，所述除杂毛刷嵌套于除杂推杆左右两端，所述张紧弹簧安装于除杂毛刷与

除杂推杆之间。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将清污机主体移动到存在污物的拦污栅上方，通过

电控箱控制驱动电机工作，驱动电机带动左侧的链条卷收轴旋转并通过升降链条使除污抓

斗机构向下移动，此时抓斗驱动气缸带动第一清污抓斗将污物夹住，并通过升降链条使除

污抓斗机构往上提升，移动清污机主体到指定位置将污物卸掉，当升降链条下降时导致拦

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升降链条内时，升降链条进入链条除杂装置后通过链条传动结构进行

传动并利用除杂结构进行除杂，随后通过卸料装置将杂质排出，当拦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

升降链条中间的间隙后，升降链条从除杂装置保护罩的左上角进入，紧靠在第二导滑轮并

绕过第一导滑轮后与链条联动齿轮啮合，最后紧贴在右侧的第二导滑轮底面后从除杂装置

保护罩的右上角滑出与链条卷收轴紧靠在一起，当升降链条从左向右移动时链条联动齿轮

逆时针转动，链条联动齿轮利用第一传动皮带带动皮带传送轮转动，皮带传送轮通过第二

传动皮带使连接架驱动轮同步旋转，此时推杆连接架沿着连接架固定轴上下做往复运动，

推杆连接架底部的除杂推杆穿过升降链条链条中的间隙将杂物清除掉，同时除杂推杆左右

两侧的除杂毛刷挤压张紧弹簧并对升降链条进行清洗，残留的杂物落到卸料斗内，通过旋

转手摇开关轮，手摇开关轮上的传动丝杆带动密封底板顺时针打开进行卸料。

[0012] 本实用新型实现了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通过安装有链条除杂装置，移动式清污机

使用时除污抓斗机构向下移动且拦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升降链条后，链条除杂装置可以有

效的将链条缝隙中残留的杂质清除干净，避免链条在滑动过程中卡住并停机进行检修，保

证移动式清污机的工作效率，同时延长移动式清污机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移动式清污机的内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链条除杂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3中A的内部结构详细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链条除杂装置的内部结构详细示意图。

[0018] 图中：移动导轨固定器-1、清污机主体-2、减震支撑柱-3、升降链条-4、除污抓斗机

构-5、链条挡板-6、清污机外壳-21、链条卷收轴-22、驱动电机-23、电控箱-24、抓斗驱动气

缸-51、第一清污抓斗-52、第二清污抓斗-53、抓斗固定板-54、链条除杂装置-55、除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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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罩-551、链条传动结构-552、卸料装置-553、齿轮传动装置-554、除杂结构-555、除杂

槽-5521、第一导滑轮-5522、第二导滑轮-5523、链条张紧轮-5524、卸料斗-5531、密封底板-

5532、手摇开关轮-5533、传动丝杆-5534、链条联动齿轮-5541、第一传动皮带-5542、皮带传

送轮-5543、第二传动皮带-5544、除杂毛刷-5551、张紧弹簧-5552、除杂推杆-5553、推杆连

接架-5554、连接架驱动轮-5555、连接架固定轴-5556。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图1

～图5示意性的显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清污机的结构，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

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0] 实施例

[0021] 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化移动式清污机，其结构包括移动导轨

固定器1、清污机主体2、减震支撑柱3、升降链条4、除污抓斗机构5、链条挡板6，所述移动导

轨固定器1焊接于清污机主体2上表面中间，所述减震支撑柱3设有四个分别螺栓固定于清

污机主体2底面四个角并与清污机主体2相互垂直，所述链条挡板6设有两个并安装于清污

机主体2底面左右两端，所述除污抓斗机构5位于清污机主体2下方，所述升降链条4上下两

端分别与清污机主体2、除污抓斗机构5机械连接在一起，所述清污机主体2由清污机外壳

21、链条卷收轴22、驱动电机23、电控箱24组成，所述链条卷收轴22螺栓固定于清污机外壳

21内底面中间，所述驱动电机23位于链条卷收轴22右侧并与链条卷收轴22机械连接，所述

电控箱24安装于清污机外壳21内右上角同时与驱动电机23电连接。

[0022] 所述除污抓斗机构5由抓斗驱动气缸51、第一清污抓斗52、第二清污抓斗53、抓斗

固定板54、链条除杂装置55组成，所述第一清污抓斗52安装于抓斗固定板54左侧，所述第二

清污抓斗53嵌套于抓斗固定板54右侧，所述抓斗驱动气缸51左右两端分别与第一清污抓斗

52、抓斗固定板54螺栓固定在一起，所述链条除杂装置55安装于抓斗固定板54上方同时与

升降链条4机械连接。

[0023] 所述链条除杂装置55由除杂装置保护罩551、链条传动结构552、卸料装置553、齿

轮传动装置554、除杂结构555组成，所述除杂装置保护罩551焊接于抓斗固定板54上方，所

述链条传动结构552嵌套于除杂装置保护罩551内中间，所述卸料装置553位于链条传动结

构552下方，所述除杂结构555焊接于链条传动结构552内顶部中间，所述齿轮传动装置554

位于除杂结构555右侧。

[0024] 所述链条传动结构552由除杂槽5521、第一导滑轮5522、第二导滑轮5523、链条张

紧轮5524组成，所述除杂槽5521为中空矩形结构并位于除杂装置保护罩551内中间，所述第

二导滑轮5523设有两个分别通过螺栓固定于除杂槽5521左右两侧底部并与升降链条4紧靠

在一起，所述链条张紧轮5524嵌套于除杂槽5521正中间，所述第一导滑轮5522分别安装于

链条张紧轮5524左右两端。

[0025] 所述卸料装置553由卸料斗5531、密封底板5532、手摇开关轮5533、传动丝杆5534

组成，所述卸料斗5531为倒T形结构并焊接于除杂槽5521下方与除杂槽5521相互贯通，所述

密封底板5532安装于卸料斗5531底部，所述传动丝杆5534穿过密封底板5532右端与卸料斗

5531机械连接，所述手摇开关轮5533焊接于传动丝杆5534底部且与传动丝杆5534为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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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0026] 所述齿轮传动装置554由链条联动齿轮5541、第一传动皮带5542、皮带传送轮

5543、第二传动皮带5544组成，所述链条联动齿轮5541安装于除杂槽5521右下角并与升降

链条4啮合在一起，所述皮带传送轮5543螺栓固定于除杂槽5521内右上角，所述第一传动皮

带5542上下两端分别与链条联动齿轮5541、皮带传送轮5543紧贴在一起，所述第二传动皮

带5544左右两端分别与除杂结构555、皮带传送轮5543机械连接。

[0027] 所述除杂结构555由除杂毛刷5551、张紧弹簧5552、除杂推杆5553、推杆连接架

5554、连接架驱动轮5555、连接架固定轴5556组成，所述连接架固定轴5556焊接于除杂槽

5521内顶部，所述连接架驱动轮5555安装于连接架固定轴5556中间且与第二传动皮带5544

机械连接，所述推杆连接架5554贯穿连接于推杆连接架5554底部且与连接架驱动轮5555紧

扣在一起，所述除杂推杆5553设有两个分别垂直安装于推杆连接架5554底面左右两侧，所

述除杂毛刷5551嵌套于除杂推杆5553左右两端，所述张紧弹簧5552安装于除杂毛刷5551与

除杂推杆5553之间。

[0028] 本实用新型将清污机主体2移动到存在污物的拦污栅上方，通过电控箱24控制驱

动电机23工作，驱动电机23带动左侧的链条卷收轴22旋转并通过升降链条4使除污抓斗机

构5向下移动，此时抓斗驱动气缸51带动第一清污抓斗52将污物夹住，并通过升降链条4使

除污抓斗机构5往上提升，移动清污机主体2到指定位置将污物卸掉，当升降链条4下降时导

致拦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升降链条4内时，升降链条4进入链条除杂装置55后通过链条传动

结构552进行传动并利用除杂结构555进行除杂，随后通过卸料装置553将杂质排出。

[0029] 当拦污栅上的杂质附着在升降链条4中间的间隙后，升降链条4从除杂装置保护罩

551的左上角进入，紧靠在第二导滑轮5523并绕过第一导滑轮5522后与链条联动齿轮5541

啮合，最后紧贴在右侧的第二导滑轮5523底面后从除杂装置保护罩551的右上角滑出与链

条卷收轴22紧靠在一起，当升降链条4从左向右移动时链条联动齿轮5541逆时针转动，链条

联动齿轮5541利用第一传动皮带5542带动皮带传送轮5543转动，皮带传送轮5543通过第二

传动皮带5544使连接架驱动轮5555同步旋转，此时推杆连接架5554沿着连接架固定轴5556

上下做往复运动，推杆连接架5554底部的除杂推杆5553穿过升降链条4链条中的间隙将杂

物清除掉，同时除杂推杆5553左右两侧的除杂毛刷5551挤压张紧弹簧5552并对升降链条4

进行清洗，残留的杂物落到卸料斗5531内，通过旋转手摇开关轮5533，手摇开关轮5533上的

传动丝杆5534带动密封底板5532顺时针打开进行卸料。

[003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传动皮带5542与第二传动皮带5544氟素橡胶材质，

耐腐蚀性较强，避免在受到污水腐蚀缩短使用寿命。

[003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电控箱24内导线为铜芯材质，清污机在使用过程中导电

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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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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